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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来美介绍



企业概述

Beijing

Shanghai

• 成立于2008年

• 高新技术企业

•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服务商

• 国内首批林业碳汇实践公司

• 国内首批碳中和服务公司

• 国内首家碳中和企业/建筑/酒店服务公司

• 发明碳足迹/碳中和计算器，成为联合国指定礼品，并被编入人教版《道德与法治》课本

定位 碳中和创新型综合服务商

凯来美气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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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1
START

2008

凯来美成立，成为国内最

早以应对气候变化为核心

业务的专业公司

凯来美与腾讯网推出“直通

哥本哈根”频道，“碳足迹

计算器”11天会期使用人数

超过200万

3 4

2009

获得高新技术企业称号

5

完成中国酒店行业首个PAS 2060

碳中和案例；

碳足迹计算器成为联合国指定礼品，

潘基文召开发布会推荐

www.kailaimei.com

为福建建峰包装公司提供碳中和服务，

中国第一家碳中和企业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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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2011

2012

获百度应用创新大赛一等奖；

央视新闻回顾一年来中国应对气候

变化大事记，凯来美位列其中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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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的五年”成就展，

受到国家发改委致信感谢

成为冬奥会

碳中和服务商；

推出企业级碳核算

SaaS平台“问碳”

开发北京第一例林业碳汇项目，

央视新闻专题报道；

为APEC会议提供碳核算碳中和服务；

获北京市科学技术奖

全国唯一的林业碳汇项目

计量监测平台诞生

6
FUTURE
20218 9

2015

107

2014

IPCC副主席在Top Talk大会上

推荐第二代碳足迹计算器；

获北京市新技术新产品证书

2016

2017

2019
碳足迹计算器编入人教版课本



碳资产开发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CCER，VCS，GS）

其他类型CCER开发

CCER方法学开发

产品与服务

碳管理软件

一站式碳核算碳认证系统

能碳双控动态管理智能系统

碳排放大数据智能管理系统

减碳智能模型建议系统

碳资产管理师培训

证书培训—碳资产管理师培训

企业定制化培训

碳终端产品

碳足迹/碳中和计算器

碳足迹/碳中和计算罗盘

碳管理咨询

企业碳诊断与双碳规划

碳管理体系建设与赋能

减排路径设计

碳履约降本优化方案

www.kailaimei.com



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是所有类型CCER项目中难度最大专业程度最高的一个类别，且因其更多的

环境效益被政府及市场青睐。

凯来美公司在CCER项目开发上主攻林业碳汇项目开发，积累了丰富开发经验并培养了稳固的

技术团队，具备为业主提供最专业的一站式交付服务能力，开发了众多项目案例，成为业界翘楚。

凯来美荣幸地成为北京冬奥会碳中和服务商，承担碳中和造林工程的碳汇计量监测工作。

服务案例林业碳汇项目开发

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或服务单位

林业碳汇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造林工程项目

北京延庆碳汇造林项目

黑龙江伊春碳汇造林项目和碳汇营林项目

浙江温州市12个碳汇造林项目

北京市百万亩碳汇造林项目

青海碳汇造林项目

贵州扎佐碳汇造林项目

北京顺义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北京房山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河北承德市丰宁县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河北丰宁县碳汇造林项目

北京大兴碳汇造林项目

碳汇研究 北京市森林碳汇储量计算与潜力评估（平原+山区）

8



• 此项目是中国碳市场第一例林业碳汇CCER项目

• 2014年开发，面积4万亩，年均碳汇预估2.7万吨，第一监测期碳汇量16万吨，已售罄，待提交

第二监测期

• 在北京市碳市场预签发，用于北京市控排企业履约抵消项目

• 在国家碳市场CCER平台后签发，扣除北京碳市场预签发销售数量

经典碳汇项目案例一

(2014,中国碳市场第一例

CCTV-20151201报道)

承德市丰宁县千松坝林场碳汇造林一期项目

www.kailaimei.com



•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抵消项目

• 碳汇造林项目，面积71万亩，第一监测期碳汇量52万吨

经典碳汇项目案例二

10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造林工程项目

(2021,大型活动碳中和,

CCTV-20210927报道)



凯来美碳汇服务

www.kailaimei.com



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势在必行

12

1.用于中国碳市场控排企业履约

2.正规碳中和标准下自愿碳中和

国际自愿市场碳中和

林业碳汇

项目开发

林业应对气候变化

功能体现

林业建设

资金的重要补充

林业生态价值变现的

唯一途径

林农收入

的主要来源

开发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方向

林业

碳汇

CCER

GS/VCS VER

国内大型活动自愿碳中和（非注册）



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方法学

方法学编号 方法学名称

AR-CM-001-V01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

AR-CM-002-V01 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3-V01 森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AR-CM-004-V01 可持续草地管理温室气体减排计量与监测方法学

AR-CM-005-V01 竹林经营碳汇项目方法学

CM-099-V01 小规模非煤矿区生态修复项目方法学

CM-100-V01 废弃农作物秸秆替代木材生产人造板项目减排方案学

现行方法学清单

方法学基本框架

条件

• 适用条件

• 土地合格性
• 项目边界

• 基线与额外性

计量

• 碳源/汇选择

• 基线碳汇量
• 项目碳汇量

• 项目减排量

监测

• 抽样设计

• 监测计划
• 样地调查

• 精度矫正

建设林业碳汇项目需依据的相关管理规范和标准

① 《造林技术规程》(GB/T 15776-2016) 

② 《碳汇造林技术规程》(LY/T2252-2014) 

③ 有关森林经营技术规程

④ 其他相关技术和标准等

www.kailaimei.com



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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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立项 立项会议决议+项目实施方案（含基线调查报告）

项目批复 申请+批复

项目建设 开工证明+工程验收报告

项目计量 项目过程文件增补+项目设计文档(PDD）

项目备案

项目监测(第1个监测期) 样地监测+监测报告(MR)

项目签发(第一个监测期)

项目监测(第2-n个监测期) 样地监测+监测报告(MR)

项目签发(第2-n个监测期)

业主承担的工作

（可在咨询机构指导下开展）

森林经营(周期性)

项目计入期满

需外包给专业机构

（专业咨询机构承担）

项目核证(第1个监测期) 第三方核证报告

项目审定 第三方审定报告

项目核证(第2-n个监测期) 第三方核证报告

第三方机构承担工作

（咨询机构对接）

重要提醒：

1. 不是每一片森林都能开发成林业碳汇项目，额外性不可忽视。

2. 碳汇量的大小取决于人为投入的多少。



县土地局

各级

林草局

CCER林业碳汇项目开发参与方

重要提醒：

1. 因碳汇项目复杂，需要专业咨询机构的支撑服务。

2. 项目参与方众多，协调工作艰巨而繁杂。

CCER
碳汇

业主

DOE

咨询机构

评审

专家

碳资产

开发机构

各级

发改委

www.kailaimei.com



凯来美提供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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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清单

委托事项 项目任务 备注

□ 全域林业资源碳汇开发潜力评估

□ 项目前期咨询评估

□ 基线调查与监测

□ 项目设计文档(PDD)编制

□ 项目审定报告编制

□ 项目备案申报

□ 项目样地监测(第一个监测期)

□ 项目监测报告(MR)编制

□ 项目监测核证报告编制

□ 业主开户及项目签发申报

凯来美可提供全流程一条龙技术咨询服务

为规范的林业碳汇项目开发提供技术支撑



服务专员：

联系方式：

l 总部：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北路19号院5号楼603

l 华东总部：

上海市长宁区种德桥路2号-1

l 分公司： 全国各主要城市

联 系 我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