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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研 究 目 标
Part One



通过研究国内节能执法

政策体系及机制现状

节能执法 碳执法

为碳执法体系建设提供

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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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技 术 路 线



国
内
节
能
执
法
政
策
体
系

及
机
制
现
状
调
研

节能执法政策法规体系

相关法律

相关法规及规章

相关规范性文件及政策

相关标准

节能执法工作体系

节能执法实施机构

节能执法内容

节能执法程序

节能执法文书

节能执法对碳执法的启示

及政策建议

可借鉴的体系

政策建议

资料收集整理
文献调研

资料收集整理
文献调研
实地调研

专家咨询与研讨



03 研 究 内 容
Part Three



节能执法历史沿革

实践

节能执法是贯彻实

施节能法律、法规、

规章和标准的重要

保障手段，能够提

高能源利用效率和

用能管理水平



• 节能执法，又称节能监察，是指依法开展节能监察的机构（以下简称节能监察机构）对能源生产、经营、使用单

位和其他相关单位（以下简称被监察单位）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等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违规用能行为予以处理，并提出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建议的行为。

一、节能执法基本概念及内涵

执行节能法律、法规、规章

和标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提出依法用能、合理用能建议，引导

被监察单位加强节能管理、提高能源

利用效率

内涵

1

内涵

2
内涵

3



（一）

相关法律

（二）

相关法规及规章

（三）

相关规范性文件

及政策

（四）

相关标准

二、节能执法政策法规体系



（一）相关法律

相关法律
首次通过时间

（或新修订时间）

首次
施行时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2016/7/2 2008/4/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2005/2/28 2006/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 2012/6/29 200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2008/8/29 2009/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2009/6/27 2010/1/1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00/7/8 1993/9/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1996/4/1 1996/4/1

《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 2013/6/29 1996/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2003/1/1 200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1988/12/29 1989/4/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2009/8/27 1996/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2011/6/30 2012/1/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2014/11/1 1990/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2009/8/27 1999/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 2014/11/1 2004/7/1



（二）相关法规及规章

国家相关法规及规章 施行时间

《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2008/10/1

《公共机构节能条例》 2008/10/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 1990/4/6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2003/8/20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 2003/6/1

《节能监察办法》 2016/3/1

《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 2010/11/1

《清洁生产审核办法》 2016/7/1

《公共机构能源审计管理暂行办法》 2016/3/1

《节能低碳产品认证管理办法》 2015/11/1

《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办法》 1999/3/10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010/11/1

《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 2009/9/1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 2016/6/1

《公路水路交通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办法》 2008/9/1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1年本,2013
年修正)

地方节能监察办法/条例 发布时间 实施时间

（一）省/直辖市/自治区

《山东省节能监察办法》 2005/9/14 2005/11/1

《青海省节能监察办法》 2007/6/14 2007/8/1

《安徽省节能监察办法》 2009/4/7 2009/10/1

《河南省节能监察办法》 2010/1/29 2010/3/15

《云南省节能监察办法》 2007/6/29 2007/6/29

《河北省节能监察办法》 2008/1/7 2008/3/1

《北京市节能监察办法》 2006/6/20 2006/7/20

《浙江省节能监察办法》 2012/5/8 2012/7/1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办法》 2011/12/8 2012/1/1

《上海市节能监察试行办法》 1997/11/1 1999/3/1

（二）地市

《南京市节能监察条例》 2012/6/1 2012/7/1

《石家庄市节约能源监察条例》 2008/10/10 2008/12/1

《西安市节能监察办法》 2009/8/10 2010/7/9

《厦门市节能监察办法》 2010/3/8 2010/3/8

《哈尔滨市工业节能监察办法》 2007/9/25 2007/11/1



文件名称 文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 国发[2006]28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1]26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2014-2015年节能减排低碳发展行动方案的通知》 国办发[2014]23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的通知》 国发[2012]40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差别电价政策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6]77号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10]25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 国发[2015]13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节能标准化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2015]16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08]1390号

《关于清理对高耗能企业优惠电价等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0]978号

《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燃煤电厂超低排放和节能改造工作方案>的通知》环发[2015]164号

《国家认监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联合发布<能源管理体系认证规则>的公告》 2014年第21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税收促进节能减排工作的通知》 国税函[2010]18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2523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电解铝企业用电实施阶梯电价政策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3]2530号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水泥企业用电实行阶梯电价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2016]75号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一批）》公告 工节[2009]第67号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二批）》公告 2012年第14号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三批）》公告 2014年第16号

《高耗能落后机电设备（产品）淘汰目录（第四批）》公告 2016年3月14日

（三）相关规范性文件及政策



（四）相关标准

相关标准分类

按标准级别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 企业标准

按标准内容

能耗限额 合理用能 节能管理
节能监测及

评价
能效等级 建筑节能 其他节能

强制性 推荐性

执法依据



实施机构

执法内容

执法程序

执法文书

三、节能执法工作体系



• 节能执法的实施机构是各级节

能监察机构。

• 在国家层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负责全国节能监察工作的统筹协

调和指导。

• 在地方层面，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管理节能工作的部门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节能监察工作的统筹协调和

指导。

（一）实施机构

地区 节能监察机构 主管部门

北京 北京市节能监察大队 发改委

天津 天津市节能技术服务中心 经信委

河北 河北省节能监察监测中心 发改委

山西 山西省节能监察总队 经信委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辽宁 辽宁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吉林 吉林省节能监察中心 工信厅

上海 上海市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江苏 江苏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浙江 浙江省能源监察总队 经信委

安徽 安徽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福建 福建省节能监察（监测）中心 经贸委

江西 江西省节能监察总队 工信委

山东 山东省节能监察中心 节能办

河南 河南省节能监察局 发改委

湖北 湖北省节能监察中心 发改委

湖南 湖南省节能监察中心 发改委

广东 广东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节能监察中心 工信委

海南 海南省节能监察大队 工信厅

重庆 重庆市能源利用监测中心（监察中心） 经信委

四川 四川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贵州 贵州省节能监测中心 能源局

云南 云南省节能监察中心 工信委

陕西 陕西省节能中心 发改委

甘肃 甘肃省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青海 青海省节能监察总队 经委

宁夏 宁夏回族自治区节能监察中心 经信委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全社会节能监察局 发改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节能监察总队 经信委



（一）实施机构（续）

节能监察机构应配备必要的取证仪器和装备

节能监察机构应具有从事节能监察所需的现场检
测取证和合理用能评估等能力

节能监察人员应当取得行政执法证件

节能监察人员应具备开展节能监察工作需要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并接受
定期培训



1. 对节能管理制度

的节能监察

2. 对用能单位执行

一般规定情况的节

能监察

3. 对重点用能单位

的节能监察

4. 对建筑的节能监

察

5. 对交通运输的节

能监察

6. 对公共机构的节

能监察

7. 对节能服务机构

的节能监察

（二）执法内容



（三）执法程序

01 02 03
准备阶段 实施阶段 结果处理阶段

制定实施方案

成立监察组

填写《节能监察登记表》

制作并送达《节能监察通知书》

进行监察前准备

出示行政执法证，进行现场告知

开展询问，现场查验

收集现场资料

制作《现场监察笔录》

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 被监察单位存在不合理的用能行为但

尚未违法时，提出整改建议，要求其

采取相应的节能措施。

• 被监察单位存在违法行为，将被责令

整改，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

节能监察机构还将对被监察单位进行

跟踪检查并督促落实。



（四）执法文书

对执法文书原则与要求做出规定

对执法文书主要内容和格式做出规定

国家发改委和国家节能中心将执法文书分门别类，对25项执法文书做出了详

细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四、面临的问题和障碍

（一）执法地位

•与人民生命财产的关联度相对不强，发展相对

缓慢

（二）法规操作性

•地方法规操作性还有待提高。

（三）违法成本

•对恶意违法行为除了在法定幅度内从重罚款之

外，没有其他有效的惩处和约束手段。

（四）技术性

•企业的节能评价指标通常需要较为复杂的计算，

环节和影响因素较多，不易于检测和判断。

（五）执法人员配置

•节能监察人员的数量难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工作

需求。

（六）执法人员能力

•节能监察人员综合能力要求较高。需要持续加

强对执法人员的能力建设。



04结 论 和 建 议
Part Four



有“法”可依

有执法队伍

有制度和方法

有硬件条件

有人员配置

有组织架构

五、节能执法对碳执法的启示



政策建议一

一、明确碳执法政策法规体系，让碳执法有法可依，执法依据充分

• 第一步：明确法律地位

• 开展碳执法工作，首先建议开展基础理论研究，着手推进碳执法的立法进程，当务

之急是推动出台《应对气候变化法》，并在《气候变化条例》中加入碳执法相关法

条，从而明确碳执法的重要和法律地位，确立碳执法体系。

• 第二步：有法可依，执法依据充分

• 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的基础上，继续推动相关法规、条例、规章出台，

研究制定碳相关强制性标准，建立并完善碳执法的政策法规体系，让碳执法有法可

依，执法依据充分。



政策建议二

二、明确碳执法主管部门，建立碳执法队伍

• 在国家层面，碳执法主管部门建议由国家发改委担任。

• 在地方层面，由地方气候变化主管部门（一般是地方发改委节能处）担任。主管部门

通过委托现有的节能监察中心/局/总队来实现碳执法的功能，将碳执法的工作与节能

监察工作有机结合在一起。

• 建立碳执法人员能力建设制度，对执法人员定期培训，保证执法人员的知识更新。



政策建议三

三、研究制定碳执法相关制度

• 初期计划

• 初期，碳执法工作的重点可以放在 “碳排放配额的清算”（履约）上。即碳执

法主管部门发布年度碳排放配额，并责令企业履约。如果企业排放超过配额，

碳执法部门将对未履约企业实施罚款和通报批评的处罚。目前北京、上海已经

开出了这类罚单。

• 长远计划

• 长远看来，一个成熟的碳执法体系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制度：碳排放监测制度、

碳排放强制报告制度、碳排放核查制度、碳配额注册登记制度和违法碳排放的

处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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