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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II

本文件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文体旅游局、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易能全、陈标、何茜、李睿、丘干、宁静、吴波、周前、吕勇、高振亚、刘彬

彬。

本文件首次发布。



SZDB/Z 75-2013

低碳酒店评价指南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酒店  hotel

3.2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3.3

温室气体源  greenhouse gas source

3.4

温室气体排放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1

本文件规定了低碳酒店评价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总则、边界及基准年的确定、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评价的流程与结果。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星级酒店向相关主管部门申报低碳酒店评价活动。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89-2008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T 14308-2010  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

GB/T 14308-2010界定的术语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以间（套）夜为单位出租客房，以提供住宿服务为主，并提供商务、会议、休闲、度假等相应服务

的住宿设施。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由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

波长在红外光谱内的辐射的气态成份，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和六氟化硫（SF6），本文件所指的温室气体专指二氧化碳（CO2）。

向大气层释放温室气体的物理单元或过程。

[ISO 14064-1，定义2.2]

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释放到大气层中的温室气体总质量。

[ISO 14064-1，定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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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因子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or removal factor

注：

3.6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3.7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energy indirect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3.8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greenhouse gas activity data

注：

3.9

基准年  base year

注：

3.10

低碳  low carbon

3.11

低碳酒店  low-carbon hotel

3.12

单位产出能耗比  energy consumption per unit of output than

2

使活动数据和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相关联的因子。

温室气体排放或温室气体清除因子可包含氧化成分。

[ISO 14064-1，定义2.7]

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温室气体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ISO 14064-1，定义2.8]

组织所消耗的输入电力、热力或蒸汽的生产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ISO 14064-1，定义2.9]

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活动的测量值。

温室气体活动数据例如能源、燃料或电力的消耗量，物质的产生量、提供的服务数量或受影响的土地面积。

[ISO 14064-1，定义2.11]

用来将不同时期的温室气体排放或清除，或其他温室气体相关信息进行参照比较的特定历史时段。

基准年排放或清除的量化可以基于一个特定时期（例如一年）内的值，也可以基于若干个时期（例如若干个年

份）的平均值。

[ISO 14064-1，定义2.20]

与同类可比活动相比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

[SZDB/Z 66-2012，定义3.9]

在规划、建设和经营过程中，以环保低排放为理念，通过科学的设计和有效的管理、技术措施为手

段，以资源最大化、环境影响最小化为目标，在同行业中相比较低或更低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旅游饭店。

企业所消耗能源数量与企业产出或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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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3.13

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Unit operating income of annu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3.14

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  unit operating income percentage of carbon reduction

注：

4 总则

5 边界及基准年的确定

5.1 组织边界

5.2 运行边界

5.3 基准年的设定

6 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3

从单位产出能耗比可评价企业单位产值所耗费能源的多少。

以单位产出能耗比为依据，利用企业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与当年总营业收入的比值，可体现单位产值

碳排放情况。

酒店评价年相对于基准年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减少的百分比。

营业收入对酒店的二氧化碳排放有一定影响，由于不同酒店的年度营业收入存在差异，为了减少营业收入差异

问题而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的不同，本文件用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作为考量酒店二氧化碳排放情况和减碳

效果的因素之一。

低碳酒店的评价坚持公开、公平、公正和科学、客观、择优的原则。

组织边界为深圳市内星级酒店，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租金收入不计

入酒店二氧化碳排放的计算。

运行边界是指酒店所拥有或控制会直接及间接排放的业务。组织的运行边界可分为下列3个类别：

a) 范围 1：直接温室气体排放，组织拥有或控制的排放源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在固定和

移动设备里的燃烧燃料，来自设施和系统的排放；

b) 范围 2：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组织消耗的外部输入的电力、热力或蒸汽的生产所产生的间接温

室气体排放，本文件所计算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电力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购买煤气

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c) 范围 3：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是酒店进行相关活动所造成的，但并不包括组织边界内的碳

排放源，例如废物弃置、耗水、污水排放、运送采购物料、已出售产品和服务的使用及员工公

务旅游等，本文件所计算的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为购买自来水所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

污水处理所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本文件选择低碳酒店评价年度的上一年为基准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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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一般规定

6.1.1.1

6.1.1.2

6.1.2 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6.1.2.1 固定燃烧源的识别

6.1.2.2 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1.2.2.1

6.1.2.2.2

6.1.2.2.3

6.1.2.2.4

6.1.2.2.5

6.1.2.2.6

6.1.3 移动燃烧源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4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一般包括以下四类：

a) 固定燃烧排放：制造电力、热、蒸汽或其他能源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b) 移动燃烧排放：组织拥有或控制的原料、产品、固体废弃物与员工通勤等运输过程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

c) 制程排放：生产过程中由于生物、物理或化学过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d) 逸散排放：有意或无意的排放，包括设备结合处的泄漏、制冷设备冷媒的逸散、污水处理厂厌

氧处理过程中甲烷的逸散等排放。

本文件所计算的温室气体排放为固定燃烧排放和移动燃烧排放两类。

固定燃烧源的燃烧装置一般可分为以下类别：

a) 锅炉；

b) 熔炉；

c) 燃烧器；

d) 涡轮；

e) 加热器；

f) 烘炉；

g) 干燥器；

h) 内燃机；

i) 其他燃烧含碳燃料或废物的设备或机械。

确定固定燃烧源的燃烧装置范围和燃料类别。

收集以容量、重量计的燃料使用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应从年度内的燃料单据、采购记录或

燃烧源的燃料仪表取得。

按公式（1）计算固定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A = ）（ ...................................... (1)

式中：

A 固定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是把一年内所有使用的燃料类别相加计算后，以二氧化碳当量

千克为单位表达；

n 燃料的种类；

fi 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以容量（例如公升）或重量（例如千克）为单位；

ei 第i种燃料的CO2排放因子，不同燃料的CO2排放因子参见附录A的表A.1或表A.2。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酒店基准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报告式样样本参见附录 A 的表 A.1。

酒店评价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报告式样样本参见附录 A 的表 A.2。

∑
1

—

—

—

—

n

i

ii ef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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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1 移动燃烧源的识别

6.1.3.2 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1.3.2.1

6.1.3.2.2

6.1.3.2.3

6.1.3.2.4

6.1.3.2.5

6.2 能源间接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6.2.1 电力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2.1.1

6.2.1.2

6.2.1.3

6.2.2 购买煤气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2.2.1

6.2.2.2

6.2.2.3

5

移动燃烧源包括以下两类：

a) 陆上运输移动燃烧源；

b) 水上运输移动燃烧源。

按燃料类别收集燃料消耗量的数据。所收集数据应来源于酒店内部正式文件或燃料公司出

具的燃料单据。

按公式（2）计算移动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B = ）（ ......................................(2)

式中：

B 移动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是把一年内使用的燃料类别相加计算后，以二氧化碳当量千克

为单位表达；

n 燃料的种类；

gi 第i种燃料的消耗量；

hi 第i种燃料的CO2排放因子，不同燃料的CO2排放因子参见附录A的表A.3或表A.4。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酒店基准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报告式样样本参见附录 A 的表 A.3。

酒店评价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有关的报告式样样本参见附录 A 的表 A.4。

收集酒店年度总耗电量，耗电量数据应来源于供电局出具的电费单据。

填写附录 B 的的表 B.1。

按公式（3）计算酒店电力引起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C =j×k .........................................(3)

式中：

C 电力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j 酒店年度总耗电量；

k 电力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参见附录B的表B.1。

收集酒店年度总煤气用量数据，煤气用量数据应来源于燃气公司出具的燃料单据。

填写附录 B 的的表 B.2。

按公式（4）计算购买煤气引致的间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D =p×r .........................................(4)

式中：

D 购买煤气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p 酒店年度总煤气用量；

r 购买煤气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参见附录B的表B.2。

∑
1

—

—

—

—

—

—

—

—

—

—

n

i

ii hg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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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购买自来水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2.3.1

6.2.3.2

6.2.3.3

6.2.4 污水排放处理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的计算

6.2.4.1

6.2.4.2

6.2.4.3

注：

6.2.4.4

6.3 酒店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6.3.1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计算

6.4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计算

6.4.1 酒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6

收集酒店年度总用水量数据，用水量数据应来源于水务局出具的水费单据。

填写附录 B 的的表 B.3。

按公式（5）计算购买自来水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E =t×m ......................................... (5)

式中：

E 购买自来水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t 酒店年度总用水量；

m 购买自来水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参见附录B的表B.3。

收集酒店年度总用水量数据，用水量数据应来源于水务局出具的水费单据。

填写附录 B 的的表 B.4。

按公式（6）计算污水排放处理引致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F =t ×u......................................... (6)

式中：

F 污水排放处理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t' 酒店年度污水处理量；

u 污水排放处理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参见附录B的表B.4。

污水排放处理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是指污水处理厂在处理污水时使用电力所间接引致的温室气体排放。

根据《深圳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使用自来水的排水户，按照用水量 90%征收

污水处理费，因此本文件规定按公式（7）计算酒店年度污水处理量。

t =t×90%........................................ (7)

式中：

t' 酒店年度污水处理量；

t 酒店年度总用水量。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按公式（8）计算：

M = A+ B+ C+ D+ E+ F .................................. (8)

式中：

M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

A 固定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B 移动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C 电力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D 购买煤气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E 购买自来水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F 污水排放处理间接引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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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

6.5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计算

6.5.1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6.5.2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

6.6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计算

6.6.1 酒店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7

酒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按公式（9）计算：

= ..........................................(9)

式中：

W 酒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M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

S 酒店建筑总面积。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为酒店评价年相对于基准年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减少的百分比。酒

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按照公式（10）计算：

N1 =（1- ）×100% ..................................(10)

式中：

N1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

W0 基准年酒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W1 评价年酒店单位面积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按公式（11）计算：

V= .........................................(11)

式中：

V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M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

Y 酒店年度营业收入，年度营业收入应以企业上报税务部门的数据为依据。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为酒店评价年相对于基准年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减少的

百分比。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按照公式（12）计算：

N2 =（1- ）×100% ..................................(12)

式中：

N2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

V0 基准年酒店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V1 评价年酒店单位营业收入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酒店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按公式（13）计算：

W
S

M

—

—

—

0

1

W
W

—

—

—

Y

M

—

—

—

0

1

V
V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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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

6.7 酒店减碳百分比

6.7.1

6.7.2

6.7.3

7 评价的流程与结果

7.1 申请与受理

7.1.1

7.1.2

7.2 评价的流程

7.2.1

7.2.2

8

Q= ......................................... (13)

式中：

Q 酒店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M 酒店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

Z 酒店客房总数。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为酒店评价年相对于基准年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减少的百分比。酒

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按照公式（14）计算：

N3 =（1- ）×100% .................................. (14)

式中：

N3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

Q0 基准年酒店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Q1 评价年酒店单位客房二氧化碳年排放量。

酒店减碳百分比为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和酒店单位客房减

碳百分比的权重加和值，设定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所占权重为 0.3，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

比所占权重为 0.5，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所占权重为 0.2。

酒店减碳百分比按照公（15）计算：

N=(N1×0.3)+(N2×0.5)+（N3×0.2）............................ (15)

式中：

N 酒店减碳百分比；

N1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

N2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

N3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

低碳酒店评价数据汇总表格式样本可参考附录 C。

参加低碳酒店评价的酒店自愿向低碳酒店评定机构递交申请材料，低碳酒店评价申请材料应至

少包括附录 D 所列的内容。

低碳酒店评定机构于规定日期内核实申请材料，并做出受理与否的答复。

酒店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应按本文件 6.1 的规定进行。

酒店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计算应按本文件 6.2 的规定进行。

Z

M

—

—

—

0

1

Q

Q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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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3

7.2.4

7.2.5

7.2.6

7.2.7

7.3 评价结果的处理

7.3.1

7.3.2

9

酒店温室气体总排放计算应以本文件 6.1-6.2 计算的结果为基础，并按本文件 6.3 的规定进

行。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的计算应以本文件 6.3 计算的结果为基础，并按本文件 6.4 的规定进

行。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的计算应以本文件 6.3 计算的结果为基础，并按本文件 6.5 的规

定进行。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的计算应以本文件 6.3 计算的结果为基础，并按本文件 6.6 的规定进

行。

酒店减碳百分比计算应以本文件 6.4-6.6 计算的结果为基础，并按本文件 6.7 的规定进行。

低碳酒店评定机构应根据本文件 6.7 计算的酒店减碳百分比的结果对参加低碳评价的酒店按星

级进行统一排序。

低碳酒店评价机构可依据相关低碳奖励办法并参考依据本文件计算的减碳百分比结果，对低碳

酒店予以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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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酒店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A.1 酒店固定燃烧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A.1.1

A.1.2

表A.1 酒店基准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注3：

表A.2 酒店评价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10

酒店基准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A.1的格式进行。

酒店评价年固定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A.2的格式进行。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记录使用燃料类型及数量 查询二氧化碳（CO2）

排放因子

计算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千克）燃料类别 数量 单位

柴油 a 千克 2.614 千克/千克

液化石油气 a 千克 3.017 千克/千克

木炭 a 千克 2.970 千克/千克

煤油 b 千克 3.152 千克/千克

煤气 b（焦炉煤气） 立方米 0.7067 千克/立方米

天然气 b 立方米 2.165 千克/立方米

煤炭 b(无烟煤) 千克 1.974 千克/千克

酒店基准年固定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总和

表中要求收集的燃料数据均为全年数据，酒店未涉及的燃料类别可不填。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a   此部分二氧化碳（CO2）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度《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减碳证书]小册子 第三类 其他非工

业机构》中附录 B 的表 B1-1。
b   此部分二氧化碳（CO2）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08 版碳足迹计算器计算而得，该计算器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保

护国际联合开发并推出。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记录使用燃料类型及数量 查询二氧化碳（CO2）

排放因子

计算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千克）燃料类别 数量 单位

柴油 a 千克 2.614 千克/千克

液化石油气 a 千克 3.017 千克/千克

木炭 a 千克 2.970 千克/千克

煤油 b 千克 3.152 千克/千克

煤气 b（焦炉煤气） 立方米 0.7067 千克/立方米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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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2（续）

注1：

注2：

注3：

A.2 酒店移动燃烧源的温室气体排放

A.2.1

A.2.2

表A.3 酒店基准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注3：

注4：

11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记录使用燃料类型及数量 查询二氧化碳（CO2）

排放因子

计算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千克）燃料类别 数量 单位

天然气 b 立方米 2.165 千克/立方米

煤炭 b(无烟煤) 千克 1.974 千克/千克

酒店评价年固定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总和

表中要求收集的燃料数据均为全年数据，酒店未涉及的燃料类别可不填。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a   此部分二氧化碳（CO2）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度《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减碳证书]小册子 第三类 其他非工

业机构》中附录 B 的表 B1-1。
b   此部分二氧化碳（CO2）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08 版碳足迹计算器计算而得，该计算器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与保

护国际联合开发并推出。

酒店基准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A.3的格式进行。

酒店评价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A.4的格式进行。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记录使用燃料类型及数量 查询二氧化碳（CO2）

排放因子

计算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千克）燃料类别 数量 单位

柴油 千克 2.614 千克/千克

液化石油气 千克 3.017 千克/千克

汽油（车用） 千克 2.360 千克/千克

汽油（船舶用） 千克 2.645 千克/千克

煤油 公升 2.429 千克/公升

酒店基准年移动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总和

表中要求收集的燃料数据均为全年数据，酒店未涉及的燃料类别可不填。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表中各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度《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减碳证书]小册子 第三类 其他非

工业机构》中附录 B 的表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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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4 酒店评价年移动燃烧源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注3：

注4：

12

第一步 第二步 第三步

记录使用燃料类型及数量 查询二氧化碳（CO2）

排放因子

计算二氧化碳（CO2）

排放量（千克）燃料类别 数量 单位

柴油 千克 2.614 千克/千克

液化石油气 千克 3.017 千克/千克

汽油（车用） 千克 2.360 千克/千克

汽油（船舶用） 千克 2.645 千克/千克

煤油 公升 2.429 千克/公升

酒店评价年移动燃烧源二氧化碳年排放量总和

表中要求收集的燃料数据均为全年数据,酒店未涉及的燃料类别可不填。

检查以确保所有计算的单位是前后一致。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表中各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数据来源于 2010 年度《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减碳证书]小册子 第三类 其他非

工业机构》中附录 B 的表 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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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酒店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B.1 酒店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B.1.1

B.1.2

B.1.3

B.1.4

表B.1 电力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表B.2 购买煤气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注3：

13

酒店使用电力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B.1的格式进行。

酒店使用煤气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B.2的格式进行。

酒店购买自来水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B.3的格式进行。

酒店污水处理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表可按表B.4的格式进行。

年份
全年耗用电量

（千瓦时（KWh））

排放因子

（千克/千瓦时（kg/KWh））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千克）

基准年 0.8769

评价年 0.8769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本表排放因子数据参考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发布的《关于公布 2009 年中国低碳技术化石燃料并网

发电项目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的公告》表 2 中南方区域电网装机 100 万千瓦的数值，并将排放因子单位

换算为千克/千瓦时（kg/KWh）。

年份
全年耗用煤气量

（立方米）

排放因子

（千克/立方米）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

（千克）

基准年 0.204

评价年 0.204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2010 年度《香港环保卓越计划[减碳证书]小册子 第三类 其他非工业机构》表 B6 中提供的香港中华煤气公司

2008 年度的排放因子为 0.593（千克/单位），一个单位代表 48 兆焦耳的煤气用量（根据 GB/T 2589-2008 附

录 A 中公布的焦炉煤气的平均低位发热量为 16.726 兆焦耳/立方米，因此 48 兆焦耳相当于 2.87 立方米），

本表的排放因子参考上述数值并换算为 0.204（千克/立方米）。

本表的排放因子只是计算煤气公司在其公司范围内煤气生产过程中的排放。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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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购买自来水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表B.4 污水处理引致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数据记录

注1：

注2：

注3：

14

年份
全年用水量

（立方米）

排放因子

（千克/立方米）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千克）

基准年 0.424

评价年 0.424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本表排放因子是指自来水公司生产自来水时耗用电力而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排放因子数值来源于香港水务

署 2008 年公布的数据。

年份
污水处理量=全年用水量×

（立方米）

排放因子

（千克/立方米）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千克）

基准年 0.172

评价年 0.172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等指标不计入。

根据《深圳市污水处理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使用自来水的排水户，按照用水量 90%征收污水处理费。因此

本文件规定：污水处理量=全年用水量×90%。

本表排放因子是指处理污水时使用电力而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排放因子数值来源于香港渠务署 2008 年公布

的数据。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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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低碳酒店评价汇总表

表C.1 低碳酒店评价数据汇总表

15

酒店基准年固定燃烧源年排放量（ ）（千克） A0 --

酒店基准年移动燃烧源年排放量（ ）（千克） B0 --

酒店基准年电力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千

克）
C0 --

酒店基准年购买煤气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

（千克）
D0 --

酒 店基 准年 购买 自来 水间 接引 致的 年排 放量

（ ）（千克）
E0 --

酒店基准年污水排放处理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 ）（千克）
F0 --

酒店评价年固定燃烧源年排放量（ ）（千克） A1 --

酒店评价年移动燃烧源年排放量（ ）（千克） B1 --

酒店评价年电力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千

克）
C1 --

酒店评价年购买煤气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

（千克）
D1 --

酒 店评 价年 购买 自来 水间 接引 致的 年排 放量

（ ）（千克）
E1 --

酒店评价年污水排放处理间接引致的年排放量

（ ）（千克）
F1 --

酒店基准年建筑面积( ) S0 --

酒店评价年建筑面积( ) S1 --

酒店基准年营业收入（万元） Y0 --

酒店评价年营业收入（万元） Y1 --

酒店基准年客房总数（间） Z0

酒店评价年客房总数（间） Z1 --

酒店基准年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千克） M0=A0+B0+C0+D0+E0+F0 --

酒店评价年二氧化碳年排放总量（千克） M1=A1+B1+C1+D1+E1+F1 --

酒店基准年单位面积年排放量（CO2） W0= M0/S0 --

酒店评价年单位面积年排放量（CO2） W1= M1/S1 --

BC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CO2

m2

m2

(kg/m2)

(kg/m2)

项目
基准年 评价年

项目 项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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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1（续）

16

酒店单位面积减碳百分比(%) N1=（1-W1/W0）×100%

酒店基准年单位营业收入年排放量（CO2） 万元 V0= M0/Y0 --

酒店评价年单位营业收入年排放量（CO2） 万元 V1= M1/Y1 --

酒店单位营业收入减碳百分比(%) N2=（1-V1/V0）×100%

酒店基准年单位客房年排放量（CO2） 间 Q0=M0/Z0 --

酒店评价年单位客房年排放量（CO2） 间 Q1=M1/Z1 --

酒店单位客房减碳百分比(%) N3=（1-Q1/Q0）×100%

酒店减碳百分比(%) N=(N1×0.3)+(N2×0.5)+

（N3×0.2）

项目
基准年 评价年

项目 项目表示

(kg/ )

(kg/ )

(kg/ )

(k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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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低碳酒店评价申请材料

D.1 低碳酒店评价申请表

表D.1 企业基础信息

注1：

注2：

表D.2 酒店经营及能耗、物耗年度统计报表

注1：

注2：

17

申请低碳酒店评价的企业应填写表D.1与表D.2。

企业名称 星级

单位地址 邮编

酒店网址 电子邮箱

负责人 电话 传真

开业时间
最近一次改造装修

时间
员工人数，人

基准年建筑面积，m2 基准年占地面积，m2 客房总数，间

评价年建筑面积，m2 评价年占地面积，m2 餐位总数，个

基准年经营情况

接待客户人数 营业收入，万元

经营费用，万元 利润，万元

总能耗费用，万元
总能耗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例，%

评价年经营情况

接待客户人数 营业收入，万元

经营费用，万元 利润，万元

总能耗费用，万元
总能耗费用占营业

收入比例，%

表中所填信息应以酒店内部文件为依据，表中客房总数如有变化，请列出两年数据。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接待客户人数、员工人数等指标不计入。

项目
水 a

（立方米）

电 b

（千瓦时）

煤气 c

（立方米）

天然气 c

（立方米）

液化石油气 c

（公升）

煤炭 d

（千克）

基准年

评价年

项目
木炭 d

（千克）

柴油 d

（公斤）

煤油 d

（千克）

汽油（车用）d

（公斤）

汽油（船舶用）

（公斤）d

客房一次性用

品费用 d（万元）

基准年

评价年

表中所填数据均为全年数据，酒店未涉及以上能耗物耗的项目可不填。

外租物业的能耗物耗、建筑面积、营业收入、酒店的物业租金收入、接待客户人数、员工人数等指标不计入。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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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D.2（续）

D.2 酒店低碳管理现状及问题

D.3 评价年节能环保降耗业绩报告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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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水量以水务局出具的水费单为依据。
b   用电量以供电局出具的电费单为依据。
c   煤气、天然气、液化石油气以燃料公司出具的燃料单据为依据。
d   煤炭、木炭、柴油、煤油、汽油及其他能耗物耗应以年度内的燃料单据、采购记录或酒店内部正式文件记录为依

据。

要求阐述制定相关节能环保减排计划、制度、措施和低碳设计等。

业绩报告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a) 节能管理；

b) 污染物控制；

c) 污水排放处理；

d) 垃圾处理；

e) 绿化情况；

f) 物资消耗；

g) 宣传培训；

h) 其他。
可从具体项目、技改措施、投资金额、社会环境效益进行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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