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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8年英国拟定《气候变化法》，该法案规定将

2008 ~ 2012年、2013 ~ 2017年、2018 ~ 2022年划分为

碳预算实施的三个阶段，并计划用20年的时间在绿

色环保领域投入3100亿英镑，使英国转变为以绿色

节能为主导的国家。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后，美国

等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积极推行碳减排政策以抢占碳

预算框架制定的话语权，并要求中国在内的众多发

展中国家积极履行碳减排责任，意图向发展中国家

施压。钢铁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举足轻重，据国家

统计局披露的数据，2015年我国钢铁行业主营业务

收入占GDP的比重达 10%，钢铁年产量为 11.2亿
吨，高产量的背后意味着二氧化碳的高排放，钢铁产

量与二氧化碳排放比约为1∶2。为了应对国际压力，

同时为响应落实碳减排政策，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

符合我国国情的一套碳预算制度与体系，并深入贯

彻到企业层面。

“碳预算”一词最初应用于生态学领域，指生态

环境系统中某地区累计温室气体排放量及碳汇，也

代表该地区陆地系统、森林系统的碳吸收能力。早在

20世纪 80 ~ 90年代，P. G. Rodhouse、R. Yangnagi

等就做了全球碳预算和东京湾碳预算，为后来各国

碳预算制度的确立及其方法的选取提供了参考。2008
年英国制定《气候变化法》，首次将碳预算引入企业

层面。Kanitkar（2011）对全球碳预算、国家碳预算及

区域碳预算进行了概念界定和框架设计。M. Arens
（2017）根据 1990 ~ 2015年德国钢铁行业的耗能、产

量和排放趋势制定了2035年的碳预算值，认为钢铁

企业耗能及减排方式主要依靠增加二级钢产量。

陈迎（2000）在国内最早提出碳预算是在考虑各

种因素的情况下碳排放的最优水平，在遵守公平和

效率原则的前提下，使总的碳排放量平衡。都阳、陆

旸（2010）先明确碳减排预算额，将该预算额与统计

得到的碳排放量比较，在碳交易体系下，将碳排放额

分配到各个省份，每个省份以获得的配额为基准逐

渐下发，以明确排放标准。潘家华（2013）进行了新型

城镇化过程中碳预算制度设计，提出碳预算管理是

一个计划碳排放量逐渐减少的进程，并根据我国东

中西部不同的发展特点制定不同的碳预算战略。周

志方、李成和曾辉祥（2016）基于产品生命周期构建

了生产行业的碳预算体系，认为应根据碳足迹追踪

碳排放关键点，明确企业碳排放边界，规范减排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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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涂建明、邓玲和沈永平（2016）以发电企业为例，

构思了一套包含若干子预算的碳预算制度，以此规

划企业的碳排放、碳减排和碳排放权交易等活动。碳

预算属于碳会计范畴，在企业预算中设立碳预算，有

助于完善企业会计制度。王爱国（2012）认为碳会计

从广义上是指核算产品从开始生产到最终消费等各

个环节的“碳足迹”和“碳成本”，并构建相应的核算

制度和相关科目，这为将碳预算纳入会计体系提供

了新思路。

虽然国外很多国家都制定了本国的碳预算框

架，但并未在各行业形成统一标准，而且国内对碳预

算的研究处于讨论制定总体框架的初期阶段，对碳

预算实行方式及如何在企业层面展开碳预算工作

也在进一步探究中。因此，以管理会计的视角设计钢

铁行业的碳预算制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具有一

定的推广性。

二、钢铁企业碳预算内容

我国钢铁行业正处于“去产能，调整生产结构”

的关键转型时期，碳预算方面缺乏统一的规定和指

导，实施碳预算势必会给企业的短期利益造成一定

的影响，如果政府部门能正确引导，积极推行碳预算

体系的建立，企业一定会据此获得长期效益。因此，

政府部门要结合钢铁企业的现状编制国家层面、区

域层面以及企业层面的碳预算制度，使碳预算制度

能全面高效、低成本地在各个层面得到执行。为落实

减排责任，必须将碳管理会计方案落实到碳计量中，

形成一套完善的基于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的计量体

系。在管理会计的视角下，作为能源消耗型企业的钢

铁企业必须核算通过耗用燃料及原料而排放的二氧

化碳量，同时为响应减排政策，要上报本年度的减排

方式及减排量。2017年我国全面实施碳排放权交

易，这为碳预算制度的编制与碳预算整体框架的形

成确立了基本条件，碳排放权交易的全面开展势必

会影响能源消耗型企业的会计报表。因此，钢铁企业

碳预算内容应包含耗用原料及燃料排放核算、碳减

排量核算和碳排放权交易量核算。

1. 耗用原料及燃料碳排放核算。核算钢铁行业

碳排放量不限于燃烧燃料及耗用原料、炼钢入炉中

碱溶剂和电极的碳排放，固碳产品等生产过程产生

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还包含购入含碳原料、电力热

力以及输出电力热力等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等间接

排放。钢铁企业必须做好原料及燃料的购入量、生产

过程的消耗量等统计工作，并将分类计量的数据反

映到企业的财务报表，以便进行碳预算时能快速准

确地找到核算数据。钢铁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

包含了整个生产过程的碳排放量，因此应监测计算

各主要排放环节，主要包括计量一定周期内化石燃

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企业购入电热所对应的

二氧化碳量。将上述排放量加总，减去固碳、输出电

热等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即得一定周期内的二氧化

碳总排放量。用公式表示如下：

E总=E燃烧+E过程+E购入电、热-E固碳-E输出电、热

（1）
其中：

E燃烧=∑AD（i）×EF（i） （2）
E过程=E碱溶剂+E电极+E外购 （3）
E购入电、热=∑AD（k）×EF（k） （4）
E固碳=∑AD（m）×EF（m） （5）
E输出电、热 =∑AD（n）×EF（n） （6）
上述各式各项含义见表1。

上述式（2）是指耗用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量等

于该燃料的耗用量与该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

乘积。则第 i种燃料的活动数据：

AD（i）=FC（i）×NCV（i） （7）
其中：FC（i）指燃料 i在生产过程中的消耗量，

若燃料是固体或液体，单位为 t；若燃料为气体，单位

为m3。NCV（i）是指第 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

那么第 i种燃料对应的排放因子：

EF（i）=CC（i）×OF（i）× 44
12 （8）

表 1 各公式因子解释

要素

E总

E燃烧

E过程

E购入电、热

E固碳

E输出电、热

E碱溶剂

E电极

E外购

AD

EF

i，k，m，n

含 义

全过程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

燃烧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生产过程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购入电力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固碳产品产生的二氧化碳量

输出电量和热能过程产生的二
氧化碳量

碱溶剂消耗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电极消耗排放的二氧化碳量

外购原料消耗的二氧化碳量

燃料活动数据

某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对应的第 i，k，m，n种因素

单 位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吨二氧化碳（tCO2）

吉焦（GJ）
吨二氧化碳每吉焦
（tCO2/GJ）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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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C（i）指投入的第 i种燃料燃烧产生单位

热值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单位为 tCO2/GJ；OF（i）

指对应的该种燃料的碳氧化率；
44
12 是指二氧化碳

和碳的相对分子质量的比值。

式（3）计算的是生产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即烧结及精炼过程中购入含碳原料、碱溶剂反应和

电极氧化等活动产生的二氧化碳。E碱溶剂指钢铁生

产过程中耗用的生石灰、白云石等原料中所含的氧

化钙、氧化镁等经过化学反应排放的二氧化碳

量。E电极指炼钢炉和精炼炉在炼钢过程中电极反应

生成的二氧化碳量。E外购是指外购未加工的原材料

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量。计算公式如下：

E碱溶剂=∑P（r）×DX（r）×EF（r） （9）
其中：P（r）指该年度内第 r种溶剂的消耗量；DX

（r）指该年度内第 r种溶剂的平均纯度。

E电极=P电极×EF电极 （10）
其中：P 电极是指该生产周期内电极的耗用量；

EF电极是指所耗用电极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E外购=∑M（w）×EF（w） （11）
其中：M（w）指该生产周期内需耗用第w种原

料的外购量。

由于输入、输出的热电是由燃料消耗形成的，因

此在输入、输出热电活动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也

计为消耗燃料的排放。

2. 碳减排量核算。实施减排，钢铁企业可选择

外购清洁能源，清洁能源相比于化石燃料价格较高，

实现减排目标需要长期购买，即付出“长期成本”。也

可以选择购买、租赁减排设备，一次性付款，或分期

支付，并按使用年限摊销，即“摊销成本”。如果技术

和设备成熟，采用清洁能源会大大降低原料的购入

成本。技术设备的改变要求决策者优化生产系统并

考虑回收期，才能提高生产效率。决策者要根据财务

状况和减排指标进行权衡，选择合适的减排方式。购

入清洁燃料的减排量等于燃烧原始燃料产生的二氧

化碳量与选择替代原始燃料的清洁能源产生二氧化

碳量之差，即：

E减排1=E原来燃料-E清洁燃料 （12）
通过购买或租赁技术、设备可以减少碳排放量，

此时二氧化碳减排量是采用原来的技术和设备与采

用新技术和设备所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之差，即：

E减排2=E原来技术、设备-E新技术、设备 （13）
企业采购清洁燃料或先进的设备、技术或二者

兼而有之进行减排，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外购清洁

能源多付出的成本体现在每次采购的过程中，而采

用新技术和设备减排通常一次性计算成本，或按期

租赁摊销成本。为方便企业进行成本比较，可按使用

年限进行成本摊销，此时外购清洁燃料多付出的成

本为：

C减排1=C购买清洁燃料-C原始燃料 （14）
企业购买或租赁生产技术和减排设备，按年限

摊销成本，则：

C减排2=（C租赁或购买先进技术、设备-C采用原始技术、设备）

÷n （15）
其中：n表示使用年限。

3. 碳排放权交易量与碳预算。在碳排放权交易

制度下，钢铁企业获得相应的碳排放指标，在一定的

排放周期内，如果企业的碳排放量高于该指标，超排

的部分必须交纳罚款或从碳排放权交易所购买等量

的排放权；若碳排放量小于该指标，多出的额度可以

在碳排放权交易所卖出。由此，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系

统，企业就有可能获取收入，超量排放会有更多的损

失。企业进行交易的碳排放额为：

Q=G-E （16）
其中：G代表政府部门碳排放权配额量；E指企

业排放量。当Q为正值时，企业可通过碳排放权交

易系统售出该数额的碳排放权；若该值为负，企业需

购入该绝对值数额的碳排放权。由此产生的收益或

损失为：

S=Q×a （17）
其中：a表示碳排放权的平均交易价格。

三、钢铁企业碳预算体系

在国家、地区和企业层面都要建立碳预算制度，

各层次的碳预算制度环环相扣，相互渗透，相互监

督，这样才能保证碳预算在各层面顺利实施。钢铁企

业要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在国家和地区碳预算

整体框架下编制碳预算报告，将碳预算报告纳入企

业总预算。耗用原料及燃料的碳排放预算，即核算本

企业在采购、生产等活动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包含燃

料燃烧，固碳、碱溶剂的电极反应和输入输出热电等

过程。减排碳预算是计量企业该预算周期内实行减

排所对应的二氧化碳减排量。碳排放权交易碳预算

是将企业本预算周期内的碳排放量与该周期内分配

的碳排放权额度进行比较，以决定是否需要购入或

卖出碳排放权。最终将各分预算所获取的收入或付

出的成本计入总预算中，使碳预算与企业会计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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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结合。

构建钢铁企业的基本预算框架如下图所示。

四、钢铁企业碳预算编制

根据碳排放核算公式，对碳预算的三个分预算

分别设计碳预算表，各报表必须在钢铁行业内保持

基本形式一致，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适当

增加备注。将统计和计算值列入碳预算表中并上报

至环保部门，同时企业通过核算碳排放需求量并编

制碳预算，可以更好地规划下个年度的钢铁生产。

1. 原料、燃料消耗排放与碳预算编制。原料及

燃料消耗排放碳预算可进一步分为燃料类消耗碳预

算和原料类消耗碳预算。

钢铁企业燃料类消耗碳预算是指耗用煤、焦炭、

粗苯以及油气类燃料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需求预

算，各企业由于生产技术和产量的差异，各原料的用

量和使用比例也各不相同。各燃料的碳排放需求计

算如下：

若原有的技术和设备不变，可通过预计耗用燃

料量计算该预算周期内的预计碳排放需求量。根据

表2和式（2）、（7）、（8），可计算出无烟煤燃烧的碳排

放量［无烟煤耗用量（t）×27.4×10-3×94%×44/12］。
同理，可计算出其他燃料的预计碳排放需求量。其他

燃料主要是型煤、石油等数量较少的燃料。

原料类消耗碳预算是指核算钢铁公司在固碳程

序中产生的二氧化碳量，即销售的产成品中的生铁、

甲醇、粗钢及产生副产品的程序中所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由于副产品种类多但数量少，难以统一测算，

故只对主要原料，即生铁、甲醇及粗钢计算其二氧化

碳排放量。

固碳产成品、碱溶剂、电极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预

算编制如表3所示。

表 2 燃料消耗碳排放需求计算

燃料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焦炭

洗精煤

汽油

柴油

焦油

粗苯

天然气

其他

总计

预计
耗用量
（t 或

104Nm3）

燃料的低位
发热量

（GJ/t或
GJ/104Nm3）

26.70
19.57
11.90
28.44
26.33
43.07
42.65
33.45
41.82

389.301
N/A
N/A

单位热值
含碳量

（tC/GJ）

27.4×10-3

26.1×10-3

28.0×10-3

29.5×10-3

25.4×10-3

18.9×10-3

20.2×10-3

22.0×10-3

22.7×10-3

15.3×10-3

N/A
N/A

燃料
碳氧
化率

94%
93%
96%
93%
90%
98%
98%
98%
98%
99%
N/A
N/A

预计碳
排放需
求量

（tCO2）

种类

固碳
产品

碱溶剂

电极

外购
含碳
原料

外购
电力

总计

生铁

甲醇（折纯）

粗钢

生石灰

白云石

电极

直接还原铁

镍铁合金

烙铁合金

钼铁合金

火电

N/A

预计耗用
量/购入量
（t，kw）

平均
纯度
（%）

N/A

N/A

N/A

80%~ 90%

80%~ 90%

N/A

N/A

N/A

N/A

N/A

N/A

N/A

排放
因子

（tCO2/t）

0.172

1.375

0.0154

0.440

0.471

3.663

0.073

0.037

0.275

0.018

0.8845

N/A

二氧化碳
排放量

（tCO2）

钢铁企业碳预算框架图

钢铁企业
碳预算

排放与
碳预算

减排与
碳预算

碳排放权交
易与碳预算

燃
料
燃
烧

固
碳

碱
溶
剂
电
极
反
应

输
入
输
出
电
热

采购清
洁能源
作为燃
料

更新环
保技术、
设备

排放量是否
大于政府配额

在二级
市场上
购买碳
排放额

出售多
余的碳
排放额

生产成本

超排罚款

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
支出

营业外
收入

在企业会
计预算中

反映

是 否

表 3 原料消耗碳排放需求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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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不同钢铁厂的炉料类型和比例不同，生产

单位钢铁消耗的电极量也不同，在这里假设为运用

最多的冷料入炉情形，该种情况下消耗1.5千克电极

约生产1吨钢铁。根据式（9）、（10）、（11）可核算固碳

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碱溶剂的平均纯度通常

在80% ~ 90%之间，钢铁企业可根据本企业的实际值

列入计算。固碳产成品、电极、外购含碳原料和电力

可由预计购入量乘以各相关碳排放因子来核算二氧

化碳的排放量；而碱溶剂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的

二氧化碳量是预计耗用量、相应的平均纯度和排放

因子的乘积。除此之外，钢铁企业生产中购入火电属

于二氧化碳的间接排放，也应计入碳排放。

2. 减排与碳预算编制。提升燃料的利用率并改

进电力购进及使用效率，是钢铁企业实行减排的必

要步骤。钢铁生产企业进行减排的主要方式是购进

清洁能源，包括清洁燃料和清洁电力。所谓清洁电

力，是指利用发电设施将风能、光能等绿色能源转化

成无污染的电力。对于钢铁企业，改变供电商需要考

虑供电距离、供电设备、电力价格等多种因素，短期

内难以改变供电方式和来源。所以，购买清洁燃料和

节能技术、设备是减排的主要手段。设计的减排模块

碳预算表见表4、表5。

通过购买或租赁设备和技术实现减排需要增加

成本，与购入清洁能源不同的是，购买的设备和技术

有一定的使用年限，为此要将总成本按年度摊销，得

出每年的成本计入减排预算表中。以无烟煤、洗精煤

等单位热值碳排放量较少的能源替代烟煤和褐煤可

大大减少碳排放量。根据上个年度各燃料的使用量，

确定本年度的使用增量或减量，根据式（2）、（7）、
（8），可计算出各燃料增加或减少对应的减排量。共

计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A = 无烟煤增加量（t）×
26.70×27.4×10-3×94%×44/12+天然气使用增加量

（m3）×389.301×15.3×10-3×99%×44/12+洗净煤使

用增加量（t）×26.33×25.4×10-3×99%×44/12。若相

对上个年度增加，在计算时其A取正值；反之，取负

值。使用烟煤和褐煤相对上个年度少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 B=烟煤使用减少量（t）×19.57×26.1×10-3×
93%×44/12+褐煤使用减少量（t）×11.9×28×10-3×
96%×44/12。若相对上个年度增加，B取负值；反之，

取正值。最后，该年度的减排净值即为：A-B。最终将

减排净值加总计入碳减排总量。

3. 碳排放权交易与碳预算编制。我国现已全面

实施碳排放权交易，而多数高排企业并未将碳排放

权交易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企业要以此为契机，设

立碳排放权交易统计制度，在会计整体预算框架下，

将一系列碳排放权交易事项入账。企业参与碳排放

权交易既能合理安排碳减排预算，又能响应减排政

策，实行减排。企业统计本年度的碳排放权交易量，

由式（16）、（17）得到本企业在该年度可在碳排放权

交易市场上售卖的碳排放额。通过碳排放权交易所

可获得碳排放权交易的实时价格，由此可计算该预

算期间内企业销售碳排放权获得的收益，进而编制

碳排放权交易预算。该预算表按照季度编制，企业可

根据本企业特点编制每个月的碳排放权交易预算，

进行汇总。

4. 碳预算纳入会计预算。碳预算的主要目的是

计量企业、行业乃至区域层面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通

过超排罚款、减排奖励的原则达到减排的目的，在实

行碳预算过程中，企业会涉及相关财务收支的变动，

燃料燃烧

碳减排总量

燃料
种类

无烟煤

天然气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他

相对上
个年度
增加量
（t）

相对上
个年度
减少量
（t）

支出
（元）

二氧化
碳排量

（tCO2）

活动

购进、租赁设备

购买、开发技术

技术、设备名称 年限 每年成本 支出

季度/
项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计

碳排放
预算量
（t）

配额
（t）

碳排放
权购买
量（t）

碳排放
权出售
量（t）

交易价格
（元/t）

收益
（元）

表 4 引进新技术、设备减排统计

表 5 购入清洁能源减排统计

表 6 碳排放权交易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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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规定标准而造成的罚款、企

业减排奖励、购置和租赁相关减排技术与设备的支

出等。为防止各企业对此类财务活动的会计处理方

式不一致，相关部门必须规定企业由于实施碳预算

造成的相关财务变动的入账标准。

重污染企业碳排放量和碳交易量较大，由此产

生的各类支出和收益会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因此，

按照会计复式记账原理，可将各分预算归入本年度

企业财务预算体系，并在企业会计二级科目或三级

科目中增加相应的碳预算科目。如果燃料及原料耗

用碳预算中二氧化碳的总排放量超过规定标准，企

业需支付罚款，碳排放权分预算中购买碳排放权支

出应计入损益类账户：借：营业外支出——碳预算；

贷：银行存款。

减排分预算中政府的减排奖励、碳排放权交易

中的出售碳排放权的会计处理如下：借：银行存款；

贷：营业外收入——碳预算。

钢铁企业在参与碳排放权时获得的碳排放配额

应按公允价值计量，并记入“无形资产”科目；对于专

门在市场上交易的碳排放权，应按照“交易性金融资

产”核算，对分配的碳排放权入账后才能在交易市场

上买卖。

为减排而购买的清洁燃料，属于生产用直接材

料，会计处理如下：借：原材料——碳预算，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贷：银行存款。对领用

的原材料结转成本，会计处理如下：借：生产成本

——碳预算；贷：原材料——碳预算。

为减排而购买或租赁的技术和设备，由于使用

年限较长，可按一般生产技术和设备进行入账。由

此，碳预算产生的收支与企业财务挂钩，既可以真实

地反映企业账务的实际收支情况，又可以使企业重

视减排，积极采取减排行动。

五、结论和启示

企业实施碳预算可以将本企业的生产、碳排放

权交易与企业减排联系起来，各减排预算相互影响，

相互推动。同时，将碳预算嵌入企业预算并逐步列入

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中，推动高效绿色生产。将编制的

本企业碳预算报至环保部门，环保部门根据上报的

碳预算综合确定年度碳排放上限，将碳排放额合理

分配至各区域，形成一套完整的碳预算体系。

编制碳预算作为碳减排的一种有效方式，其必

要性不言而喻。而碳预算制度在我国各行业尚未统

一实施，各行业对碳排放的统计缺少统一标准。在绿

色减排背景下，作为我国高污染行业之一，钢铁企业

减排、去产能、实现盈利是当前的主要任务，碳减排

政策的逐步完善、碳减排机制的不断发展和刚刚开

始实施的全面碳排放权交易等为企业编制碳预算奠

定了基础。通过制定钢铁企业碳预算制度，使钢铁企

业只需对使用的生产原料加以汇总统计，按照原料

的使用量就可计算出本企业的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碳总量。为此，我国必须尽快制定碳预算总体框架，

企业在规定的碳预算总体框架下制定本企业的碳预

算方案，同时可将钢铁企业碳预算作为我国高污染

行业推广碳预算制度的试点，逐渐推广至其他行业，

等到碳交易体系成熟后，可由政府管理，统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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