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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宝碳”）于2010年11月创立。

宝碳向控排企业、碳减排企业及其他碳市场参与方提供碳履约服务（涵盖碳

排放盘查、碳资产管理、碳交易、碳金融服务、低碳能力建设等）碳减排项

目开发、碳信息披露及碳中和等服务，是国内知名的低碳产业综合服务商。

作为中国领先的碳资产开发与交易商之一，宝碳依托于专业的技术团队、丰

富的市场资源和有效的金融创新工具，帮助客户实现碳资产价值优化。

。

2010年11月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
成为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首批核心驻场
会员。

2015年3月9日
上海宝碳在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完
成中国首单CCER交易。

2017年10月
上海宝碳控股的江苏宝碳新能源
有限公司在常州成立。

2012年6月
国家发改委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宝碳作为首批
先行者参与国内碳交易。

2014年12月
上海宝碳完成国内首款碳质押、首款
碳基金、首款碳信托等多款碳金融产
品。

2015年12月
上海宝碳董事长朱伟卿女士随同中
国气候谈判政府代表团参加联合国
巴黎气候峰会，并发表演讲。

2021年12月 
上海宝碳公司与伊泰北牧田园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内蒙古伊泰宝碳环境科技
有限公司正式运营。

2022年3月 
上海宝碳公司与新华三技术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双碳目标”打造
智慧园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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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上海宝碳董事长朱
伟卿女士受邀参加第23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发表演
讲。

宝碳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开发“氢
燃料电池方法学”并与2018年4月成功
举办“中国氢能经济示范项目—氢燃料
电池方法学开发成果分享会”

2021年4月 “碳中和·零碳中国峰会暨第四
届中国能源投资发展论坛”；中国投资协
会能投委与长安信托、上海宝碳达成战略
合作，并在会上签署了合作协议。

2021年8上海宝碳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郑州经开投资有限公司合资在
河南省郑州市成立河南环境能源服务
中心。

2017年12月 上海宝碳董事长朱伟
卿女士受邀担任中国节能协会碳
交易产业联盟副秘书长

2022年5月 
上海宝碳中标海螺水泥双碳信
息化平台（一期）建设项目。



宝碳有丰富的减排项目开发与交易经验
经过多年的积累，宝碳已经开发了近百个CCER项目，有近
千万吨的碳减排指标储备，通过碳减排指标的交易，每年
能为客户带来上千万元的收益。2015年3月9日，宝碳与国
电龙源在广州交易所交易20万吨CCER，实现国内首单现货 
CCER交易，打通了碳配额和CCER的通道。

宝碳综合实力出众，客户范围广
宝碳还是上海市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备案企业，也是四川省碳
排放第三方核查机构，能为客户提供能源审计、碳信息披露、
合同能源管理和融资租赁咨询等一系列服务，目前已与数家
大型国有或民营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国家电投、国家
电网、华润电力、国电龙源、大唐新能源、国能集团、天润
新能源、海润光伏、绿巨人、神华集团、高投集团、林洋集
团、蜀道集团、海螺水泥、中国铝业、招商新能源等均为宝
碳的长期合作伙伴。

宝碳拥有为国际机构及地方政府、企业专项服务
的能力经验
近年来，宝碳先后承担了常州市、包头市、内蒙古乌审旗
低碳发展、碳达峰实现路径规划；开展了黑牡丹（集团）、
南方轴承等上市公司碳中和路径及实施方案的调研和编制；
曾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关于“燃料电池在交通及热电联
供应用的碳减排方法学开发”用于交通及热电联供应温室气
体减排；参与了联合国开发署“甘肃省舟曲县可持续发展战
略”的调研及报告编制；实施了国家及地方两级的绿色工厂
申报；进行了香港政府开展碳减排交易政策研究；实施了地
方政府、企业不同层级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技术发展趋势等
能力建设。

宝碳与多个金融机构合作，实施多种碳金融创新
2014 年，宝碳与上海银行合作进行了国内首单核证自愿减
排量质押；
2014 年，宝碳与爱建信托成立了国内首支投资于核证减排
量的信托计划，投资规模为 3000 万元。目前该信托计划
已经终止，客户最终收益率在 10%以上。
2021年3月，宝碳与中航信托成立信托总规模：20,000万
元人民币 首期规模：3,000万元人民币碳金融信托产品。
2021年6月，宝碳与中融信托成立信托总规模：20,000万
元人民币 首期规模：2,030万元人民币碳金融信托产品。

宝碳熟悉控排企业碳排放及碳资产管理现状及需
求，能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满足企业需求
2015 年，宝碳实施了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碳资产管理
专项项目》。
近两年，宝碳还与多家控排企业，如申能电力、中电投吴泾
电厂，中芯国际等，合作实施了CCER置换配额履约，以低
价的CCER加现金的方式置换控排企业等量的配额，切实帮
助控排企业降低履约成本。
此外，宝碳与贵州省、无锡市、安徽界首市、中国铝业集团、
中国水泥协会等省市和大型企业集团、行业协会等签署了碳
盘查、能源审计、碳资产开发和管理、碳金融等整体合作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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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宝碳在各省与当地的能源类巨头（国企/民
营上市公司等）成立合资公司，同时整合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所的资源，设立省级服
务平台。合资公司股东将发挥各自的职能，
对省内的控排企业、减排企业或其他相关
方提供优质的服务。

v 宝碳将发挥在行业内积累多年的专业能力
优势，并引入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所作为合
作伙伴，为合资公司提供政策支持和专业
度保障。

v 合资方为当地的能源类企业，其本身往往
是高排放的控排企业，同时与省内的其他
控排企业业务关联度较高、便于获客，并
且其在当地较强的品牌效应也能更好地招
揽行业人才，为合资公司搭建人才丰沛的
团队。

携手各地能源巨头打开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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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多家国内外知名机构强强
联手开展合作

宝碳成功中标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
中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氢能经济
示范项目“燃料电池在交通及热电联
供应用的碳减排方法学开发”。

宝碳作为课题组成员，深度参与香港
绿色金融协会、香港科技大学关于大
湾区碳市场建设的研究课题。

宝碳作为中国节能协会碳交易产业联
盟创始会员单位，同时宝碳董事长朱
伟卿女士受邀担任碳交易产业联盟副
秘书长。

宝碳为包括滴滴出行在内的行业独角
兽提供专业服务：宝碳联合滴滴出行
设计减排算法及车主碳账户。

宝碳与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
员会合作《关于建立粤港澳大湾区统
一碳市场和碳市通的研究项目》。

宝碳与香港管理专业协会在香港就
“碳中和”未来在香港开拓和发展签
订了合作备忘录。

宝碳承担并顺利完成了香港生产力促
进局（HKPC）“中国碳排放交易：香
港角色与作用”课题研究项目。

宝碳与嘀嗒出行联合编制《私人小客
车合乘出行项目温室气体减排量评估
技术规范》的标准编号为T/CCAA 38-
2021。

宝碳与内蒙古乌审旗政府签署低碳规
划编制方案。

宝碳董事长朱伟卿女士，受邀担任复
旦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宝碳作为支持单位携手复旦大学可持
续发展研究中心，共同推出国内首个
“碳价指数”—“复旦碳价指
数”(Carbon Price Index of Fudan，
简称CPIF)。

宝碳作为创始会员机构与另外16家机
构共同成立的大湾区碳中和协会，共
同推动大湾区绿色碳中和行业转型和
绿色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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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合作伙伴

中国节能协会成立于1989年，是经民政部注册的节能领域的国家一级社团组
织。在业务上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相关部门的指导。
业务范围涉及工业节能、交通节能、建筑节能、公共机构节能、重点用能单
位节能和社会节能等领域。协会主要从事节能政策研究、标准制定、节能监
测、节能技术评估推广及节能领域的相关培训与咨询等方面工作。

中国投资协是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具有社团法人资格
的全国性社会团体，是中国投资建设领域权威性、综合性社团组织。
能源政策、产业研究和促进能源领域的投资与发展，是中国投资协会
的重点工作，长期以来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和资源。经中国投资协
会批准，由能源发展研究中心负责筹备设立“能源投资专业委员会”。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全国首家环境能
源类交易平台，于2008年8月5日正式揭牌成立。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积极探索节能减排与环境领域的权益交易，业务涵盖碳排放权交易、
CCER交易、碳排放远期产品交易等。目前，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已
经成为全国规模和业务量最大的环境交易所之一，市场发展各项数据
均名列全国同行业前列。

大湾区碳中和协会是由支持环保及碳中和的科研机构、院校、行业专家等组
成的非营利性协会，旨在凝聚业界力量携手推动国家达至“双碳”目标为会
员提供碳中和方面的环保、减排及相关设计、顾问、评估、认证、评级、估
值、专家意见、人才培训、学术及行业交流、新技术介绍及交流、国际推广
及交流、项目共同研发、项目输送及落地、绿色金融及资本市场运作等服务。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携手各行业龙头企业发起成立了“碳中和行
动联盟”。联盟贯彻落实“开放协作、聚集共享、融合创新、全
面辐射”的碳中和行动协作机制，整合行业与成员的优势资源，
共同推进国家有关双碳政策的实施，积极推广低碳新技术的应用，
高效引导和服务行业、社会的低碳生产和低碳生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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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双碳路径规划

v CCER项目开发咨询

v 碳管理体系建设及评定

v 碳盘查、核查

v 低碳能力建设

v 低碳管理咨询

v 企业碳资产管理体系建设

v 配额交易

v 碳资产管理

v CCER交易

v 碳质押咨询

v 碳基金咨询

v 碳信托咨询

v 碳资产证券化

v 绿色债券咨询

v 低碳金融网

v 碳数据管理平台

v “淘碳郎”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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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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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碳排放管理 
信息化系统

碳资产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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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3.0 

低碳金融网

宝碳
公司

控排企业 清洁能源

碳基金

认证CCER

CCER包销

碳盘查、碳
资产管理等
咨询服务

配额管理

CCER出售

担任GP管理

宝碳公司

l 合资公司的碳咨询业务，将覆盖全省的控排企业和清洁能源资产。
l  碳基金将负责清洁能源资产CCER的包销，并通过配额管理和CCER出
售帮助控排企业完成履约。在业务流程上实现投资、管理和退出的闭环。
l  碳基金拥有的资金和碳资产，可以同时满足控排企业的资金和资产需
求，实行借碳和质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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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质押
宝碳与各大商业银行紧密合作，协助
企业提供碳质押业务相关服务。

资产证券化
宝碳为企业开发并管理碳资产， 构建
最优的碳资产组合，实现碳资产证券
化，拓宽融资渠道。

碳信托咨询
宝碳与更多的金融机构建立合作关
系，可帮助企业获得资本市场对节
能减排事业的支持。

融资租赁咨询
宝碳为企业收集整理固定资产、存货、
碳资产、未来收益等资源信息，提供 
融资租赁咨询等服务,降低企业融资难
度。

绿债咨询
宝碳为控排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对接
金融机构，合理利用企业碳配额资产，
帮助企业节能改造项目以绿色债券的
方式筹措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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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互联网2.0大数据平台

宝碳着力打造“能源互联网2.0大数据平台”，将基于对控放企业的 

碳排放数据进行采集、处理，并分析能耗状况，实现合理计划和利用能 

源，降低单位产品能源消耗，提高经济效益，降低CO2 排放量等应用，  

实现对能耗及生产数据的全流程监控管理；基于大数据平台接入多方数 

据，构建以资产管理为核心的基础应用体系，支撑以碳产品（碳资产、 

碳咨询、服务）、绿色金融服务和节能服务为基础的交易服务平台；贯 

通买卖双方以及产业链上下游能源服务需求全流程，形成覆盖全能源领 

域的多元互联网服务能力，构建互联网化的能源及低碳综合服务平台。

碳少少主要面向个人用户，打造互联网个人碳交易平台。用户可以通
过手机轻松进行线上开户及在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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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平台用户版

集团公司定制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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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电龙源国家电投

万年青 中天钢铁

中国节能协会

北京绿色交易所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 广州碳排放权交易所 深圳排放权交易所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 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四川环境联合交易所

新华三集团四川铁能电力开发
有限公司

中国水泥协会 蜀道投资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大唐电力 华润电力 申能集团

中国铝业 中电集团

国能生物发电 北京天润 绿巨人 海螺水泥

神华集团

林洋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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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surecarbon Cooperative Partner
宝碳生态合作伙伴

中航信托上海证券爱建信托兴业银行上海银行 中融信托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中环联合（北京）
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华测检测认证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赛宝认证中
心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文广上海思麦公益基金会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中国与全球化智库 湖南卫视

百瑞信托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波士顿咨询



上海宝碳新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Shanghai Treasure Carbon New Ene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echnology Co.,Ltd

地址：中国上海市虹口区白金湾广场东大名路948号1203C

电话：13052348833

邮箱：xiaobao@treasurecarbo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