
附件 1

低碳发展实践区（近零碳排放实践区）创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各申报单位编制实施方案时应与自身发展相结合，在建设目标、建设重点

等方面充分体现区域特色，在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区域基本情况

1. 区域情况简介，包括区域地理位置、面积、区位、交通条件，与周边基

础设施的衔接等内容。

2. 创建活动实施方情况。低碳示范创建活动主要实施推进机构/部门介绍，

组织架构等。

二、创建可行性分析

1. 系统介绍区域低碳建设的现状。如，区域能耗和碳排放现状，区域发展

规划、各领域低碳技术应用、已获得的低碳相关认证等。

2. 重点分析创建的可行性。从有利条件、碳减排潜力等方面系统阐述创建

的可行性。

三、建设方案

1. 总体思路和发展目标。根据区域的实际情况，提出总体思路、建设目标

和指标体系，如区域碳排放下降率、可再生能源利用占比、碳源碳汇比等。



2. 低碳发展主要任务。围绕能源、建筑、交通、监管体系、低碳人文等重

点领域提出切实可行的任务，推进低碳建设。

3. 重点项目及进度安排。提出示范性、推广性和可操作的低碳重点工程项

目（含近零碳排放示范项目）及其进度安排、预期成效，以支撑低碳发展

目标的完成。

4. 保障措施。主要从组织管理、资金和政策保障、宣传培训等方面进行阐

述。

附件 2低碳发展实践区（近零碳排放实践区）申报创建指标体系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一、创建区域碳

排放现状和目标

（20 分）

创建区域能耗和温室气体

排放情况（20 分）

提出合理且四至边界明

确的创建区域，得 2 分；

针对创建区域，按照计算

方法科学提出能耗和碳

排放现状数据，得 10 分；

对区域碳排放情况进行

合理预测，得 8 分。

二、低碳管理工

作基础（15 分）

组织管理体系建设情况（4

分）

创建申报单位已有专门

机构或部门负责低碳发

展工作，得 2 分；申报单

位对开展低碳发展实践

重视，区域内企事业单位

参与度高，得 2 分。

低碳发展扶持资金情况（3

分）

创建区域具有一定经济

基础，申报单位已安排专

门资金支持节能低碳发

展，得 3 分。

创建区域开展低碳节能工

作情况（8 分）

区域内碳交易试点企业

积极参与碳交易试点，或

其他企业已开展碳排放

报告、碳披露活动，得 2

分；区域内企业积极参与

过碳标识、碳审计、碳认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证、自愿减排等活动，得

2 分；区域内宾馆、餐饮、

商场和社区等场所积极

践行和宣传低碳消费和

低碳生活理念，得 2 分；

创建区域已获得国家或

本市低碳、节能、生态、

循环经济、新能源应用等

方面的示范区称号，得 2

分。

三、低碳发展目

标和任务（30 分）

区域低碳发展总体目标和

分 项 指 标 分 解 落 实 情 况

（分）

提出区域低碳发展强度

或总量控制等总体目标，

得 5 分；

提出合理的分项指标体

系，得 5 分；

针对总体目标和分项指

标，制定分阶段目标，得

5 分；

提出低碳发展总体目标

和分项指标的分解落实

方案，明确相关领域低碳

发展任务，得 5 分；

对主要低碳发展任务提

出碳排放减量，得 5 分；

主要低碳发展任务碳减

排量与低碳发展总体目

标衔接，得 5 分。

四、低碳重点项

目（15 分）

低碳重点工程项目的可实

施和示范性（15 分）

结合区域发展特点和主

要低碳发展任务，提出拟

重点实施的低碳重点工

程项目，得 5 分；

提出的低碳重点工程项

目已达到一定的工作深

度，具有较强的可实施

性，得 5 分；

提出的有关低碳重点工

程在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和可推广性，得 5 分。

约束项，如未提出打造若

干个近零碳排放示范项

目，则该项不得分。

五、保障措施（2

0 分）

保障措施的合理性和创新

性（10 分）

针对组织管理、评价考核

机制、资金、政策等方面，



指标项 指标内容 评分标准说明 得分

提出切实可行的保障措

施和配套举措，得 5 分；

针对低碳发展的瓶颈问

题，提出拟探索创新实施

有关机制和政策，得 5

分。

低碳发展的工作基础体系

和能力建设（10 分）

提出拟编制区域温室气

体清单、区域低碳发展规

划或导则，得 3 分；

提出拟建立区域碳排放

统计、监测、核算体系，

得 4 分；

提出拟建立区域内有关

低碳发展相关政策、低碳

技术和产品、低碳示范项

目推广、宣传和培训的工

作体系，得 3 分。

合计

附件 3

低碳社区（近零碳排放社区）创建实施方案编制指南

各社区编制实施方案时应与自身发展相结合，充分体现社区和区域特色，

在主要任务、政策措施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一、社区基本情况

1. 社区情况简介。社区地理位置、面积、区位、交通条件，与周边基础设

施的衔接等内容，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管辖范围内的构成情况，如居住



小区数量（包括居民住宅建筑面积、户数、常住人口数、户籍人口数，社

会单位、配套设施等）。

2. 创建活动实施方情况。社区创建活动主要实施推进机构/部门介绍，组

织架构等。

二、创建的可行性分析

1. 系统介绍社区低碳建设的现状。如，社区碳排放现状，社区低碳意识培

养现状、建筑节能改造情况、低碳出行现状、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现状、

绿化现状等。

2. 重点分析创建的可行性。从有利条件、碳减排潜力等方面系统阐述创建

的可行性。

三、建设方案

1. 主要目标。根据社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建设目标和指标体系，如人均碳

排放量及下降率等。

2. 总体思路。结合社区低碳建设现状，提出推进低碳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

和主要考虑。

3. 建设内容。按照可复制、可推广、可借鉴的要求，对低碳建设进行总体

框架设计，从组织管理、低碳行为和低碳示范项目等方面提出切实可行的

任务，推进低碳化建设。可对照国家发展改革委《低碳社区试点建设指南



（发改办气候〔2015〕362 号）》中的相关内容但不仅限于指南内容进行

阐述。

4、保障措施。主要从组织管理、资金保障、建设安排、宣传培训等方面进

行阐述。

附件 4

低碳社区（近零碳排放社区）申报创建指标体系

低碳软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一、低

碳 组

织 管

理（2

0 分）

1.建立低碳社区推进工作小

组，有专职工作人员负责（5

分）

查阅相关文件材料

建立工作小组，且岗位分工合理的得

5 分；建立工作小组，但未进行岗位

分工的得 2.5 分；未建工作小组的得

0 分；

2.制定切实可行的低碳社区创

建工作计划、规章制度和考核

办法（6 分）

查阅相关文件材料

工作计划内容合理详尽同时配套相应

的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得 6 分；工

作计划内容合理详尽但未配套相应的

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得 3 分；未制

定工作计划的 0 分；

3.创新建立健全低碳创建档

案、低碳家庭档案（5 分）

查阅相关文件材料

低碳社区档案齐全，包括创建“低碳

社区”的决定、计划、规章制度、各

种教育培训的记录和相关活动证明等

内容，得 5 分；未建立档案的 0 分；

4.引进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社

区低碳建设（4 分）

查阅相关记录文件

社区引进和培育社会组织参与低碳建

设，如与权威机构开展低碳共建得 4

分；未实施此项的 0 分；



低碳软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二、低

碳 意

识 培

养 和

低 碳

理 念

宣 传

（ 5 0

分）

5.成立以社区居民为主体的

“低碳志愿者”队伍，定期对

社区的低碳发展现状及管理进

行评议和检查，并在社区内公

布评议和检查结果（4 分）

查阅相关文件材料，现场检查，交流

访谈

已成立“低碳志愿者”队伍且已开展

评价和检查并形成报告的，得 4 分；

已成立 “低碳志愿者”队伍，制定定

期开展低碳发展现状及管理进行评议

和检查计划但还未实施的，得 2 分；

已成立“低碳志愿者”队伍但未制定

相关工作计划的，得 1 分；未开展此

项工作且未制定相应计划的 0 分；

6.定期组织社区居民低碳相关

活动，如学习培训，低碳专题

讲座等（10 分）

现场检查查阅相关培训记录

社区内建有长期性低碳活动基地，并

定期组织相应的各类活动 10 分；社区

有开展相应的活动，但未建有长期性

低碳活动基地，5 分；未开展相应的

活动得 0 分；

7.开展低碳家庭评选活动（8

分）

查阅相关文件材料，现场交流

社区每年开展过低碳家庭评选活动，

且活动要求每户低碳家庭对自家的能

源消耗进行定量统计、建立完整的降

耗减排低碳档案，得 8 分；已制定低

碳家庭评选活动计划，但未实施的，

得 3 分；未制定计划的 0 分；

8.利用社区、街道公众号、宣

传栏、黑板报等载体，张贴低

碳生活、节能宣传口号、标语

等（10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设置了公众号开展低碳节能宣

传的，得 4 分；建有较高标准的永久

性环保低碳宣传栏和低碳公益宣传广

告牌，宣传栏的内容定期更换得 3

分；社区文化中心设立低碳角，

有低碳环保报刊杂志和书籍得 3 分；

以上均未实施的 0 分；

9.推广应用家庭节能产品（节

能灯、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等）

（3 分）

查阅文件材料

社区开展过家庭节能电器推广策划活

动并已实施取得良好效果，得 2 分；

开展过家庭节能电器推广策划活动但

未实施，得 0.5 分；未开展过策划活

动 0 分；

社区内设立 1 处以上节能灯发放点另

加 1 分；

10.组织社区周末集市（如跳蚤

市场、二手市场等）（3 分）

现场检查

以家庭或个人为单位进行废弃物再利

用,开展旧物交换等活动得 3 分；根据

践行程度依次扣减直至 0 分；



低碳软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11.倡导居民低碳出行（2 分）

现场访谈查阅文件

社区内有低碳交通工具且能无缝链接

其他交通工具，临近 500 米内有共享

单车或公共租赁自行车，得 1 分；临

近 500 米内设置了公交车站得 1 分；

以上均未推行的 0 分；

12.倡导居民“光盘行动”（2

分）

查阅倡议书，现场检查

社区号召居民签署“光盘倡议书”得

2 分；根据宣传及践行程度依次扣减

直至 0 分；

13.倡导居民“衣物循环使用”

（2 分）

现场检查

社区通过宣传的方式倡导居民衣物循

环使用，如设置衣物捐助点得 1 分；

社区设立 1 处衣物缝补修理和衣物改

造点得 1 分；根据宣传及践行程度依

次扣减直至 0 分；

14.提倡社区物业管理低碳化，

配合社区开展各项低碳宣传教

育活动（6 分）

查阅相关资料记录

社区物业制定绿色办公相关制定并加

以实施得 2 分；社区物业为业主制定

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及低碳生活地图指

引得 2 分；社区物业举办活动引导业

主体验低碳环保生活方式如组织无车

日活动、碳置换植树活动得 2 分；根

据社区物业参与程度依次扣分，完全

没参与低碳建设的 0 分；

低碳硬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三、节

能 低

碳 示

范 项

目（3

0 分）

15.既有居住建筑和公共建筑

门窗和外遮阳的节能改造（4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既有建筑实施门窗和外遮阳的

节能改造，且改造符合《既有居住建

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和《既有公共

建筑节能改造技术规程》中对门窗、

外遮阳等的技术要求的得 4 分；有改

造计划的得 1 分；未实施改造且无改

造计划的 0 分；

16.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体化

（太阳能光伏、地源热泵、水

源热泵等）（5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建设一种可再生能源与建筑一

体化的公共建筑示范项目得 3 分；两

种以上的得 5 分；以上均未实施的 0

分；

17.社区公共场所照明采用节

能灯具，如 LED 灯，节能灯、

太阳灯等；楼道内公共区域的

照明系统全部使用声控或感应

现场检查

社区内公共场所照明全部采用节能灯

具得 1 分；楼道内公共区域照明系统

全部使用声控或感应技术得 1 分；以



低碳软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技术（2 分） 上均不符合的 0 分；

18.其他建筑节能低碳技术（如

空调系统节能改造、电梯系统

节能改造等）（3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有采用一项其他建筑节能低碳

技术得 1.0 分，每增加一项得 1.0 分，

累计不超过 3.0 分；

19. 配备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助动自行车充电桩（公共充电

设施）（6 分）

现场检查

社区配备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得 3.5

分；社区只配备自行车充电桩的 2.5

分;社区内无以上装置 0 分；

20.雨水利用（4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雨水收集利用用作景观水、冲

洗路面等得 2 分；社区内增设雨水渗

透措施得 2 分；以上均未实施的 0 分；

21.垃圾分类与收集（2 分）

现场检查

社区内分类回收垃圾箱普及率达到 1

00%的得 1 分；社区内建设 1 个大件垃

圾分类收集点，如装修垃圾、有害有

毒垃圾、废旧家具、家用电器得 1 分；

以上均未实施的 0 分；

22.社区绿化（3 分）

现场检查

社区绿化遵从自然规律，充分应用本

地植物，建设适合本地气候特色的自

然生态系统，本地植物比例在 85%以

上，树种在 5 种以上得 3 分；本地

植物及树种少于以上要求依次扣减直

至 0 分；

23.社区绿道建设（3 分）

现场检查

社区有绿道建设规划及实施方案得

0.5 分；

社区内建有绿道得 1 分；社区内绿道

径、服务设施与轨道站点、公交站场、

停车场等形成良好接驳得 3 分；以上

均未实施的 0 分；

加分项 评价方法 得分

三、加

分 项

（ 2 0

分）

1.配套低碳社区建设专门资金

（4.5 分）

配套政府专门资金 1.5 分；社区自筹

资金 1.5 分；社区引进社会组织外来

资金支持 1.5 分；此项分值通过累加

获得；

2.建立社区温室气体排放监控

信息系统（5 分）

社区加强水、电、气等能源分项计量

统计，对上述数据信息进行采集，建

立社区温室气体排放监控信息系统得

5 分；



低碳软环境建设 评价方法 得分

3.开展碳汇林居民认养工程

（3.5 分）

社区开展居民碳汇林认养工程，满分

3.5 分；

4.社区实现低碳技术创新（3.

5 分）

社区采用创新的低碳技术，举证说明

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满分 3.5 分；

5.社区实现低碳管理创新（3.

5 分）

社区采用创新的低碳管理方式，举证

说明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满分 3.5

分。

注：对于缺乏数据、证明材料或者不能得到数据确信度较高的指标，该项指标评分

为 0。

附件 5

各类低碳示范创建的碳排放核算方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