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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  (简称“世界绿建委”) 致力于为每个
人、每个地方，建设更好的未来绿色建筑。

我们是一个由全球70多个绿色建筑委员会组成的全球性网络组
织，在气候行动、健康与福祉和资源与循环三大战略领域对建筑
和建筑业推动转型。

作为联合国全球契约的成员，我们与商业团体、行业组织和政府
部门合作，促进《巴黎协定》和联合国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
现。通过系统变革的方法，我们正引领行业走向一个净零碳、健
康、公平和有韧性的建筑环境。

1.2 推进净零排放

近十年是我们实现《巴黎协定》的关键期。各行各业必须实现大
幅减排，全球建筑行业必须在2050年前过渡到净零碳排放。世
界绿建委的推进净零排放  全球项目于2016年启动, 以鼓励绿
色建筑委员会网络及成员为这一变革付出行动。2018年，世界
绿建委推出了《净零碳建筑承诺》 , 激励业界在2030年前实
现建筑运营的低碳化。2019年，世界绿建委发布了《将隐含碳提
前》  强调解决隐含碳的迫切需求。因此，该承诺现在同时涵
盖了整个建筑生命周期中的运营阶段碳和隐含碳。世界绿建委持
续提倡市场转型，并于2021年发布《Beyond the Business Case 
Report》 概述净零碳建筑更广泛的价值主张。

1.3 绿色建筑委员会

绿色建筑委员会  以加快可持续建筑普及为宗旨，是独立发展
且非盈利性的组织。。

作为世界绿建委的成员，绿色建筑委员会在各个国家、区域以及
全球范围内召集企业和政府，从环境、经济以及社会方面共同为
建筑环境带来积极影响。

目录 背景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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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limate Group 气候组织  的全球EP100  倡议下，汇集了越来越多的智慧能源型企业，发
挥事半功倍的作用。通过将能源效率纳入商业战略，这些头部公司正在持续推动科技创新，提高竞
争力，同时实现减排目标并激励同行跟随其步伐。节约能源具有商业意义，成员们通过将能源生
产力增倍、减少浪费、拥有和运营智能建筑，实现了绿色增长和大量成本节约。 EP100由气候组
织与 Alliance to Save Energy 节能联盟  合作建立，并作为We Mean Business  联盟的一部
分，与世界绿建委  净零碳建筑承诺一起实施。 请访问 theclimategroup.org/EP100  或在
Twitter上关注#EP100。

C40是一个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城市联合组织。C40支持城市间进行有效合作，分享知识
并推动有意义、可衡量、可持续的气候变化行动。C40城市将世界上97个最恢弘的城市联系在一
起，采取大胆的气候行动，引领人们走向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未来。C40城市的市长们代表
着七亿多公民和四分之一的全球经济，他们致力于在地方层级实现《巴黎协定》最宏伟的目标，
同时净化我们呼吸的空气。C40领导的净零碳建筑宣言  和清洁建筑宣言 , 包括各城市对建
筑环境去碳化的具体承诺。要了解更多C40及其城市的工作，请访问其网站  和 C40知识中心 

 或关注他们的Twitter 。

The Climate Group 气候组织  是Under2 Coalition 的秘书处。 该联盟的组织团体由一组雄
心勃勃的国家和地区政府组成，致力于将全球温度上升控制在2℃以下。 该联盟由220多个政府组
成，代表了超过13亿人口和43%的全球经济。Under2 Coalition 通过三个关键的工作流程与政府合
作：路径 , 提供技术支持和资源，以帮助政府发展长期减排计划；政策行动 ，分享政策创新
和成功经验以加速向净零经济的过渡；以及透明度 ，通过鼓励国家和地区政府揭晓气候目标、
行动及进度来提升问责制。 访问 theclimategroup.org/project/under2- coalition  或关注他们
的Twitter #Under2Coalition 。

1.4 承诺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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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 2.0

推进净零碳排放：通过措施减少运营阶段碳和隐含碳的
排放的行动，并在净零排放过渡期间补偿剩余排放。

碳抵消：抵消指通过避免、减少或消除碳排放，用来抵
消或中和别处排放的二氧化碳。

碳去除抵消：一种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并永久封存的
抵消方式。无论是基于自然还是借助科技的碳去除形
式，碳都必须被封存1。

隐含碳：在建筑或基础设施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与材料
和建设过程相关的碳排放。

运营阶段净零碳：当建筑每年运营相关的二氧化碳减至
（高度节能，完全由现场和/或场外可再生能源提供动
力）全球或行业范围内的1.5摄氏度的减排目标。任何
不可消除的剩余排放都应通过碳去除来中和。

全生命周期净零碳：除了运营阶段净零碳外，整个建筑
生命周期的前期碳和其他隐含碳也减少到与1.5摄氏度
减排路径一致的全球或行业水平。任何不可消除的剩余
排放都应通过碳去除来中和2。

1 University of Oxford, “The oxford Principles for Net Zero Aligned Carbon 
Offsetting” (2020)

2 Science Based Targets, “Foundations for Science-based Net Zero Target 
Setting in the Corporate Sector” (2020)

运营阶段碳：与照明、供暖、制冷和供电能源相关的碳
排放。

剩余碳排放：在施工和运营过程中，所有可行的减排方
法都已用尽，仍然存在的排放。

范围一排放：由申报公司拥有或控制的业务所产生的的
排放。

范围二排放：由申报公司所消耗的购买或获得的电力、
蒸汽、热能或制冷产生的间接排放。

范围三排放：发生在申报公司价值链中的所有间接排放
（不包括在范围二中），包括上游和下游，没有直接所
有权或控制权。

基于行业的补偿性抵消：经核实的碳抵消、有助于避免
或减少资产以外建筑或建设项目碳排放。

前期（隐含）碳：在建筑生命周期的制造和施工过程阶
段中产生的碳排放总量，此阶段包括原料供应、制造、
运输和施工或安装的排放。 

零碳：指使用100%可再生能源建造和运营的高效资
产，不使用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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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件介绍了最新的《世界绿色建筑

委员会净零碳建筑承诺》（简称 

“承诺”）。此文件概述了其如何帮

助市场转型，以及编制过程。它还为

企业或组织如何成为签署方提供了相

关实用的参考信息。对于城市和国家 

以下各级政府，请参考另份指导文件。 

3.1 承诺

“承诺”是什么？

世界绿建委制定了《净零碳建筑承诺》以表彰和促进 
企业、组织、城市间和次级国家政府部门针对建筑环境
去碳化的气候行动先进实践，激励行业采取类似行动并
排除实施中的障碍。

建筑行业占全球能源消耗的35%，占能源相关碳排放量
的38%，占资源消耗量的50%，并且预计到2060年3 
总足迹将翻倍。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一个大胆的应对
方案来减少该行业的影响。

这需要整个价值链中各环的深度合作，以及建筑设计、
建造、使用和拆除方式的彻底转变；从而催生促进循环
性、建筑与材料再利用、全生命周期思维、高性能运营手
段以及最终摆脱化石能源的新商业模式。

3 GlobalABC, '2020 Global Status Report for Buildings and constructions' 
(2020), p.19,48

为促进和激励实现净零碳建筑的领导力行动，“承诺”
于2018年首次推出。企业正在加速其资产组合去碳化的
行动，政策制定者也在加速制定净零碳建筑法规，通过
必要的解决方案来推动大众市场 转向2030年和2050年
全生命碳愿景  。 这是一个 被证实有效的Ambition 
Loop 雄心循环  行动，签署方们显著激励了更多 
企业的加入，政策路线也随之而来。

自承诺的推行以来，得益于签署方、合作伙伴的反馈
及“承诺”工作组和团队的辛勤工作，“承诺”经历了
持续的更新和修订。2021年的更新版引入了新的要求
和范围，标志着更宏大的雄心。

您可以通过访问承诺介绍网页 来获取更多关于本“
承诺”的信息、附加导览以及签署方名单。

“承诺”的发展历程

“承诺”根据推进全生命周期净零碳愿景 的最佳 
实践指导原则而制定与维护。此次更新经历了18个月的
全面而广泛的咨询和发展过程，集合了“承诺”工作组
和全生命碳工作组中来自绿建委的100多位专家，以及
广泛行业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简介 3.0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visi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vision
https://ambitionloop.org
https://ambitionloop.org
https://ambitionloop.org
https://www.worldgbc.org/thecommitment
https://worldgbc.org/thecommitment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visi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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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全生命碳?

为确保在推进净零建筑方面持续地表现出领军 
地位，2021年更新的“承诺”完善了对现有解决运营 
阶段碳的要求，并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生命碳方法的 
一部分，增加了针对隐含碳排放的行动。这遵循了世界
绿建委2019年的报告《将隐含碳提前》 中提出的 
目标和行动，促进了日益加速的领导力。

为了避免及减少隐含碳排放，提高资源效率并刺激低碳
产品的开发和市场供应，行业必须

(1) 通过设计和施工减少并核算其对环境与自然资源 
 的影响

(2) 向供应链和投资方发出强烈、迫切的需求信号， 
 以实现重工业流程的去碳化。

“承诺”要求截止至2030年:

 ¯ 既有建筑降低能源消耗，并在可行基础下尽快消除 
化石燃料产生的能源和制冷剂的排放（如适用）。 
必要时，对剩余排放进行补偿。

 ¯ 新开发项目和大型翻新项目均为高效率建筑，并由
可再生能源供能，最大程度地减少隐含碳，并补偿
所有剩余的前期排放。

由于这是一个需要因地制宜解决方案的全球性挑战，
此“承诺”以结果为基础，以行动为中心，允许在资产
和资产组合层面有创造性、灵活性的解决方案，以实现
基于最佳实践应用的高水平绩效。

世界绿建委认识到，净零排放的定义和实现净零排放 
平衡的方法各不相同。因此，世界绿建委并不鼓励 
签署方单纯依据他们对“承诺”的参与来宣称实现净零
碳排放。即便如此，签署方始终将被认可为改造市场和
推进净零排放的领军者。这将在第4.2节“为净零排放
导航”中进一步详细解释。

“承诺”为行业发展制定了指导方向，为当前的在建项目
排放核查以及补偿措施提供了一个标杆平台，并为未来
建筑提供低碳解决方案。

“承诺”中是否包括了能源和隐含碳减排的基准？

根据世界绿建委的“全生命碳愿景”，到2030年，全球
所有新建项目必须实现至少40%的隐含碳减排，将重点
落在前期碳。

作为领军者，“承诺”签署方须走得更远更快，并根据
项目类型、地点和市场的解决方案，致力于实现最大 
可能性的减排。请参照国家基准数据和当地绿色建筑 
委员会以获取更多信息。

净零碳建筑承诺 

“承诺”框架的设计旨在促进真正的行动，实现建筑环境脱碳。“承诺”以结果为本，讲求弹性和可行性，确保签署方对
其直接控制资产的总体影响负责，并作为推动者，引领其他组织效仿。

企业实体提供涵盖以下五个关键组成部分的行动计划：

1 
承诺实施

领导性行动

2 
公开每年
绩效数据

3 
采取行动，

实施脱碳路线

4 
核实净零目标 

的进展

5 
倡导更广泛

的减排

https://www.worldgbc.org/embodied-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embodied-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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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可以签署“承诺”?

有意愿成为签署方的企业实体必须表现出与“承诺” 
所要求的领导力相当的雄心和影响力。签署方可以通过
以下一个或多个方面来示范：

• 在全球市场具备国际影响力

• 在其所在的国家具有影响力

• 对建筑环境具有显著影响的能力

• 业内其他企业实体相比，其碳排放水平高于同行业
平均值

• 在行业内具有较高的影响潜力，号召更多同行加入

签署资格将由当地绿建委进行评估（如有可能），并在
招募过程中由世界绿建委的“推进净零排放”团队最终
确定。必要时，资格将由净零碳建筑承诺工作组的成员
进一步确定。

请注意：签署的企业和组织须对其资产组合采取与承诺 
一致的行动，其中须包括其资产组合中所有其直接控制
的资产（详见即将发布的详细指导文件中定义部分）。

3.2 新要求的过渡
“承诺”针对企业实体的资产组合中直接控制的资产 
（运营和财务控制）提出强制要求：

• 如果企业实体在其资产组合中只管理既有建筑， 
则运营阶段碳的要求适用。

• 如果资产组合中，企业实体也负责开发新建筑或重
大改造工程，则运营阶段碳和隐含碳的要求同时适
用。

从2023年1月1日起，“承诺”的所有新签署方都必须
承诺遵守所有与其资产组合相关的要求。

现有的签署方将被邀请过渡至新要求。世界绿建委与 
签署方保持沟通，支持过渡过程。

3.3 加入“承诺”的意义
净零碳建筑推广并激发了气候领导力的主动性，以确保
通过迫切和迅速的行动实现《巴黎协定》的碳减排 
目标。它为各企业实体提供了一个未雨绸缪的机会，并
创造了一个独特的行动平台。

推动变革

通过设置具有远大抱负的“绝对性”目标，“承诺”为
各企业实体提供了一个框架，以便为其资产和资产组合 
制定眼观全球、脚踏本地、弹性普及、广泛可行的解决 
方案，以减少能源需求，推进净零碳运营，解决隐含碳
排放。通过成为签署方，并借助其他签署方及合作伙伴
的丰富经验，参与者可以向业界展示其推进脱碳所需的
行动层级，并激励更广泛的行动。

宣传的力量

“承诺”所针对的不止是一个组织能在资产组合中明述
的碳排放足迹。组织的“手印”：即他们所做的工作，
亦具有解决间接排放的超乎潜力的影响。这些行动有助
于反映建筑环境去碳化的整体方法。签署方须对其影响
进行追踪和报告。

超越商业理由

追求净零碳建筑的商业理由越来越强烈。消费者的需求
和投资者对包括建筑资产在内营商韧性的期望，都在 
推往未来净零碳经济。此外，一个愈发清晰的事实是，
净零碳建筑除了能够直接减少排放，还能带来许多额外
的健康和社会方 面的效益，这不仅仅有利于建筑使用
者，更有利于广大社会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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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净零排放是一段旅程，也是向更 
可持续的建筑环境进行从零到整的全面
转变过程。

作为向全行业脱碳过渡的一部分，世界绿建委倡导采用
一种全面可持续的方法，同时实现具体的环境和社会共
同利益，以支持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承诺”签署方正在通过促进和加速市场转型来推进 
净零排放。他们的承诺展现出其在建筑和施工业界以
行动实现建筑去碳化的领军地位。通过这一行动， 
我们希望推动行业转型，使主流参与者能够实现 
世界绿建委“为每个人、每个地方，建设更好的未来
绿色建筑”战略中的目标 Sustainable Buildings for 
Everyone, Everywhere  。

“承诺”是“Ambition Loop 行动”的例证之一，签署
方正在他们自己的建筑项目中推进气候行动，以展示
其行动可行性，并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倡导变革。各
级政府正通过制定政策路线图和目标来回应这些预备
的信号，为投资者和供应链建立信心，从而在主流规
范和应用之前激活低碳解决方案。

2021年更新的承诺延续了这一历程，通过引入测量、 
减少和抵消隐含碳的要求，推行建筑环境的全生命 
净零碳排放。通过要求签署方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在 
2030年前实现所有新开发项目或其直接控制的重大改造
项目的全生命碳排放最大限度减少（并补偿任何剩余 
排放）。剩余障碍将被克服，进一步启动市场转型，并
使解决方案主流化。

以减排为先、结果为基的脱碳方法

“承诺”将继续推动以减排优先、以结果为基础的方法 
— 允许签署方根据减少消耗及排放的最佳实践原则， 
为其具体的资产组合情况制定相应的行动计划，并每年
报告实现去碳化目标的切实进展。

通过收集数据为低碳选择的依据，可以设定相关的基准
和目标，将最佳实践方法纳入，降低相关成本，并扩大
接受面 — 加快市场转型，并促进重大的行业减排。

由于一些市场的外部限制， 即使在减排方面做出了 
最大的努力，碳抵消仍是补偿剩余排放的一个重要促进
因素，尤其是考虑到隐含碳时。

世界绿建委倡导2030年将建筑业的排放量减半， 
2050年实现建筑业的全面脱碳。在转型过程中，我们也
认识到碳抵消在补偿和中和行业影响中体现的价值，能
促进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影响，追求整体性净零排放。

剩余的前期隐含碳排放应该在实际竣工时被抵消（对
于新开发项目）。剩余的运营阶段排放（如有必要）
和主要翻新工程的隐含排放，应在资产的整个生命 
周期内每年进行抵消。更多信息详见第4.2节“为 
净零排放导航”和《推进净零排放：抵消建筑和施工
业界的剩余排放》(Advancing Net Zero: Offsetting 
Residual Emissions from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

变化理论：推进净零排放 4.0

https://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Sustainable%20Buildings%20for%20Everyone,%20Everywhere_FINAL.pdf
https://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Sustainable%20Buildings%20for%20Everyone,%20Everywhere_FINAL.pdf
https://worldgbc.org/sites/default/files/Sustainable%20Buildings%20for%20Everyone%2C%20Everywhere_FINAL.pdf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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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为了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 建筑环境的全面脱碳，来自整个价值链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必须统一行动，集体协作。
虽然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在直接影响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方面会有不同的能力和影响，但所有人都有可能影响间接
排放。

即将更新的详细指导文件将涵盖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实践承诺，满足“倡导”部分的要求，甚至超越承诺的建议 
行动。影响直接和间接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例子包括：

建筑业主/投资方 — 优化既有建筑物的持续性能，及 
新开发项目的规范要求，以推进全生命周期净零碳。当
既有建筑资产需改造再利用时，要努力实现这些活动的
全生命零碳排放。 
 
开发商 — 优化新开发项目的运营阶段碳及隐含碳 
减排。加快供应链行动，增加对低碳材料和施工工艺 
的需求。保证出售的资产能以净零碳方式运作。

承包商 — 支持客户指定，提供设计并完成的开发项目向
全生命周期净零碳进行优化。与供应链合作，采用精益
施工方法，使施工设备、工艺和材料运输脱碳，并实施
循环经济原则。

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  — 将自身资产当下的性能向运营
阶段碳净零进行优化。指定自己的新开发项目和主要 
改造项目向净零碳推进。为客户和项目提供支持，以 
实现整个生命周期的最大幅度减碳。 
 
产品制造商 — 以净零为目标，优化持有资产持续绩效。
规定自己的新开发项目和主要改造项目向净零碳推进。
优化、去碳化生产过程和产品，以满足市场对低碳和 
循环材料的需求。

租户 — 优化所占用资产的性能表现，鼓励资产拥有者 
加入“承诺”，以向净零碳过渡。通过核心业务活动和
市场需求信号进行宣传，以加速和推进向全生命周期 
净零碳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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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为净零排放导航

该“承诺”的制定旨在认可建筑资产组合脱碳化的领导性行动，及签署方对更广泛的净零碳行业转型的贡献，最终 
实现零碳。它提倡积极的优先减排战略，通过抵消来补偿剩余的排放量。

世界绿建委并不鼓励签署方仅仅根据他们对承诺书的参与而宣称实现净零排放。然而，他们将被认为是改造市场和
推进净零排放的领导者。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 对净零的定义是：在规定时期内，当大气中温室气体人为排放与人为移除相抵消时，可
实现净零排放。《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概述了在企业层面实现净零排放的含
义：1、实现一定规模的价值链减排，在将升温限制在1.5°C且无超标或有限超越的情况下，在全球或行业层面实现
净零排放；2、通过永久清除等量大气层二氧化碳4来中和任何不可消除的残余排放源的影响4。

因此，深入且公平的去碳化是实现净零态的前提。

正如《推进净零排放：抵消建筑和施工部门的剩余排放》 中所述，世界绿建委建议签署方应贯彻永久性的碳清除
抵消，以达到净零排放。然而，作为向整个行业脱碳过渡的一部分，同时也实现了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切实的 
环境和社会共同利益，世界绿建委认可基于行业的补偿性抵消的重大贡献，以及它们在中短期内为促进系统性变革
所发挥的作用。 

因此，世界绿建委鼓励企业在向净零排放过渡的过程中为补偿措施投资。

随着市场日渐成熟，各企业实体应设法逐步过渡到以去除来抵消碳排放。在所提出的净零定义也得到其他相关定义
的公认之前，签署方应了解其中的区别并进行适当的沟通协调。

4 《科学碳目标倡议》制定了第一个全球净零标准，以验证企业的净零目标。该标准已于2021年10月推出，并在2022年1月开始验证。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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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阶段碳
推进运营中的净零碳排放包括减少能源需求、转向可再
生能源，并补偿无法减少的源头残余排放（如剩余的化
石燃料或制冷剂）。在迫切且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建筑
必须通过拆除使用化石燃料的设备，来尽快向全面使用
可再生能源转变。各企业实体致力于测量、缓解和减少
（必要时抵消）其资产的运营排放，并倡导全生命周期
的净零碳建筑环境。

为什么能源效率事关紧要？ 

2030年，能源效率措施可使全球排放量减少48%，其中
43%来自建筑。它们也是降低成本的一个重要来源，同时
有助于提高复原力、耐久性、舒适性和生产力，并支持电
网脱碳。

作为去碳化战略的一部分，行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 减少并优化能源需求 — 优先考虑减少消耗和提高能
源效率，以确保建筑物尽其用、有效运作、节约能源。

2. 用可再生能源予以平衡 — 无论在现场还是场外，通过
可再生能源供应剩余的能源需求。

3. 补偿剩余排放 — 通过高质量、高信用的碳补偿项目
活动来抵消剩余的运营阶段碳排放，如制冷剂或建筑
中不可避免的使用化石燃料5。

4. 制定深度脱碳计划 — 制定行动计划，尽快消除建筑
中任何剩余的化石燃料来源。

隐含碳
推进净零隐含碳排放包括在建筑全生命周期内尽可能减
少与材料和施工过程相关的排放。当所有减排努力都已
用尽，就需要通过抵消来补偿新开发项目和重大改造项
目的剩余前期排放。各企业实体致力于监测、减缓和减
少其资产的隐含碳排放，并倡导在整个建筑施工业界及
供应链中实现全生命周期净零碳建筑环境。

为什么隐含碳减排如此重要？

水泥生产占全球碳排放的7%，钢铁占7-9%，其中约一半
可归因于建筑和施工。在2020年至2050年期间，新建筑
碳排放总量的一半以上将来自于前期排放。

作为去碳化战略的一部分，行动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1. 预防 — 通过考虑替代策略来实现预期功能，从一开
始就避免隐含碳（例如，对既有建筑进行改造而非
开发新项目）

2. 减少和优化 — 用全生命周期方法来评估每一个设计
选择，并设法将前期碳影响降到最低（例如，精益
施工、低碳材料和施工过程等）。

3. 规划未来 — 采取措施，避免在使用寿命期间和使用
寿命结束时产生隐含碳。（如最大限度地发挥翻修、
未来适应力和循环潜力等）。

4. 补偿剩余排放 — 通过高质量、高信用的碳补偿项
目，抵消剩余前期隐含碳排放5. 

推进净零碳建筑的全生命周期方法 5.0

5 WorldGBC, ‘Advancing Net Zero: Offsetting Residual Emissions from th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Sector’ (2021)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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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6.0

本节概述了对“承诺”每个部分的高级别
要求。请参考即将发布的《详细指南》来
获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的更多相关 
信息。

6.1 确定资产组合
城市，国家以下各级政府

“承诺”将继续在“政策”和/或“城市和地方各级政府”
路径中考虑城市、国家以下各级政府。这些要求对于运营
阶段碳来说保持不变。

对于希望考虑全生命周期碳影响的城市，请参考
《C40清洁建筑宣言》（C40 Clean Construction 
Declaration) .

企业和组织

签署了《净零碳建筑承诺》的各类企业和组织都将遵循
同一途径。具体要求将根据企业和组织对每项资产的直
接控制程度及他们在其资产组合中开展的活动而确定。

该“承诺”现在要求各实体考虑其行动对整个生命周期
的碳影响；规定对于直接控制下的所有资产，在考虑到
全生命周期阶段的情况下，实现最大限度的运营和隐含
碳减排，并对任何剩余前期排放进行补偿。新的隐含碳
要求适用于所有在其直接控制下开发新建或重大翻新资
产的签署方。

不同地区和国家有不同的供应链和能源来源，这将影响
采购策略。如果当地绿色建筑委员会提供的指导意见超
过了“承诺”的要求，则遵循当地指导意见。

在实体资产组合中直接控制的资产

既有建筑 新开发项目和 
重大改造项目

运营阶段碳要求 运营阶段碳+隐含碳要求

https://www.c40.org/declarations/clean-construction-declaration/
https://www.c40.org/declarations/clean-construction-declaration/
https://www.c40.org/declarations/clean-construction-decl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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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直接控制下的新开发和重大改造项
目，在2030年前减少并补偿（剩余的

前期排放）隐含碳排放

依据EN15978或其他公认的国家标准
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在前期、使用期和寿命终结期 
实现最大的隐含碳减排

预防战略、WLCA全生命周期的计算、
抵消和推进净零碳资产和资产组合的

进程

通过核心组织的活动作为催化剂， 
在各自的供应链中采取进一步行动，

以实现更广泛的减排

在2030年之前，直接控制的资产要
减少（必要时补偿）所有运营阶段碳

排放

和评估年度资产和资产组合的 
能源需求和碳排放

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的关
键行动和里程碑，实现最大的减排量

加强能源性能，减少碳排放，推进 
净零碳资产和资产组合 

通过核心组织的活动作为催化剂， 
在各自的供应链中采取进一步行动， 

以实现更广泛的减排

+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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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在2030之前，所有直接控制资产都实现运营阶段和/或
全生命周期净零碳。

目的:

认可那些承诺在2030之前在其直接控制下拥有、占用和开发全新和现有资产中减少
（必要时补偿）运营碳排放，并在2030之前对新开发资产或主要翻新活动实现最大
限度减少并补偿剩余排放（在实际完成时和排放发生时）的企业实体。

新开发项目或重大改造项目应尽可能地减少前期隐含碳排放，保持全生命周期碳观
点，保证在当地市场/背景下的可行性，剩余排放量根据《推进净零排放：抵消建
筑和施工部门的剩余排放》 中的指导意见进行补偿。

要求:

承诺到2030年，所有直接控制的
资产都将减少（并在必要时进行
补偿）运营阶段碳排放（完整的
范围一和二排放，包括制冷剂和

制造/过程负荷）。

实现能源和制冷剂的最大可能减
排，并对剩余的排放进行补偿 。

承诺到2030年，所有新开发项
目和现有资产重大翻新都要减少
并补偿（剩余前期排放）隐含碳

排放。

实现最大可能的前期隐含碳减排 
(EN 15978) 中定义的模块A生命
周期阶段，并对模块B-D进行测
量、考虑和规划，并对剩余排放

进行补偿。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https://www.worldgbc.org/advancing-net-zero-whole-life-carbon


16   世界绿色建筑委员会净零碳建筑承诺

测量和评估年度资产和资产组合的能源需求、运营碳排放和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公开资产组合的数据。

目的:

通过测量和监测，建立透明的建筑性能指标，以便在资产和资产组合层面进行比较
和评估。 

提供简单易懂、对外公开的信息（针对消费者、员工等），建立资产组合承诺基准
线，并确定资产及资产组合层面的性能差距和改进机会。

增加对数据和方法的访问，从而准确地计算设计决策所产生的影响，并且促使供应
链进行必要的调整以减少影响。

通知施行计划的制定及调整和去碳化路线图，以及潜在的宣传效应。

要求:

公开和评估年度资产及资产组合的
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包括:

1. 能源消耗和能源使用强度 
(EUI)/预测值

2. 可再生能源的贡献（现场与 
场外）

3. 资产组合第一、第二范围的碳
排放，包括制冷剂和过程负荷

4. 通过抵消的贡献（如果适用）
公开有助于给业务活动带来间接 

减排的影响

根据EN 15978或其他公认的国家
标准，公开新开发项目和重大改
造项目的全生命碳排放，包括：

5. 前期隐含碳数据
6. 全生命周期排放数据
7. 剩余前期排放量的抵消贡献
公开有助于给业务活动带来间接

减排的影响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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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并实施脱碳路线图，最大限
度地减少资产层面的前期、 

使用期和寿命终结时的隐含碳。

在实际完成时抵消剩余前期 
排放，重大改造项目则 

每年抵消碳排放。

为正在开发的资产制定一个 
全生命周期计划，其中包括 
再利用和寿命终结阶段。

制定并实施脱碳路线图，包括 
降低能耗的措施、制定电网脱碳 
措施、可再生能源发电以及资产

和资产组合层面的采购。

制定一个行动计划， 
尽快从建筑中清除任何剩余的 

化石燃料来源。

制定和实施一个定制化的脱碳路线图，包括关键行动和 
里程碑，反映企业实体直接控制下的资产组合的活动。

目的:

制定、维护和更新实现承诺的实施计划，与推进净零排放框架保持一致。

确定并实施能源效率措施和可再生能源目标及里程碑，展示资产和资产组合的脱碳
路线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可行性，具有实质性和可验证性。

根据全生命周期评估（WLCA），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类型、地点和市场解决方案
的前期隐含碳排放。

要求: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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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准确、可靠和经过验证的数据，展示在推进净零碳资产
和资产组合方面的进展。

目的:

通过当地相关的第三方认证、第三方担保或市场机制，每年核实每个资产和资产组
合在实现承诺成果方面的进展，并酌情调整脱碳路线图。

对全新和翻新的建筑资产的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有更好的理解和一致的测量，以实现
结果的可比性、基准和目标设定，从而对基准值和目标的设定来实现全生命周期碳
减排的最大化。

创造需求信号，使其更容易获得业界的低碳解决方案。

要求:

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或资产层面的
市场机制（如绿色建筑认证），

验证并报告生命周期评估 
计算结果、隐含碳和 
全生命碳排放数据。

提供经过验证的数据， 
以展示宣传行动的影响。

通过独立的第三方或资产层面的
市场机制（如绿色建筑认证），
验证并报告资产和资产组合在 

能源性能方面的提升和 
在碳排放方面的减排。
提供经过验证的数据 ， 

以展示宣传行动的影响。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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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领导力，支持推进净零建筑、市场转型，并向净零建筑 
环境过渡

目的:

通过核心业务活动展示领导力，作为各自供应链内进一步行动的催化剂。通过自愿
项目（如社区绿化、设计指导）、激励措施（如能源效率折扣/改造融资）或合同
协议（如绿色租赁、低碳采购政策等）等举措，每个利益相关方都有可能为实现
2050年完全脱碳的目标提供更多助力。

刻画承诺最低要求以外的行动或活动，包括企业实体碳足迹中的其他排放源，以及
企业实体透过活动进一步减少排放的机会。

要求:

通过有助于理解和减少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核心业务活动 

展示领导力，并协助促进整个 
供应链和更广泛行业中全生命周期

净零建筑的更广泛发展。
与合作伙伴和供应链联系，加强
需求方信号，以提高低碳材料、
数据和工具的质量和可用性， 

并追踪其效果。

通过有助于理解和减少 
全生命周期碳排放的核心业务活动 

展示领导力，并协助促进整个 
供应链和更广泛行业中全生命周期

净零建筑的更广泛发展。
追踪业务活动对 

影响间接全生命碳排放的效果。

承诺

公开

核实

倡导

行动

运营阶段碳 隐含碳



欢迎您的参与

成为《净零碳建筑承诺》的签署方不需要任何费用。

由于承诺的重点是提高能源效率，符合条件的企业也可以选择加入EP100会员，并以年费的形式
获得相关权益。

如果你对加入本承诺感兴趣，请访问网站查看完整的信息包，或联系你当地的绿色建筑委员会或
anzproject@worldgbc.org。

联系方式
office@worldgbc.org
www.worldgbc.org

伦敦办公室
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
Suite 01, Suite 02,
Fox Court,
14 Gray's Inn Road,
London, WC1X 8HN
United Kingdom

多伦多办公室
World Green Building Council
Woodbine Steeles Corporate Center 
7030 Woodbine Avenue - Suite 500 
Markham, 
Ontario, 
Canada L3R 6G2

http://www.worldgb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