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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来美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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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概述

定位 碳中和创新型综合服务商

凯来美气候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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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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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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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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碳中和，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目标，写进《巴黎协定》并细化至各国的奋斗目标。我国

力争在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因此会带来一场从能源革命到技术革命这样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凯来美公司从成立的第一天就推动了我国第一例碳中和会议达成（下表第三条案例，2008年

12月16-18日），之后陆续创造了多个不同行业（多个）第一的碳中和案例。

服务案例碳中和

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或服务单位

碳中和

北京冬奥会碳中和

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碳中和

林业碳汇国际研讨会碳中和

北京稻香湖景酒店碳中和

中国绿公司年会碳中和

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碳中和

安捷物联大厦碳中和

福建建峰包装有限公司碳中和

8

国家林业局（原）组织召开全国第一例企业碳中和新闻发布会



服务案例 碳核算

碳核算是碳管理的基础，没有量化就没有管理。

企业不分大小都将面临来自碳市场履约、准入门槛、绿色信贷等等各种碳约束，良好的碳

管理和较低的碳强度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良策。

企业碳核算围绕两个维度展开：组织碳盘查和产品碳足迹。凯来美公司已为众多企业提供碳核

算服务。

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或服务单位

产品碳足迹

青岛啤酒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海尔空调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蒙牛集团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中粮生化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金隅集团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哈尔滨汽轮机厂汽轮机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常州天合光能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沈阳华利集团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仪征化纤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蚌埠凯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浮法玻璃退火窑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远大阀门集团有限公司闸阀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金冠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河南新牡丹纺织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河南天海电器有限公司整车线束与连接器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昆山裕同印刷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昆山广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定颖电子（昆山）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苏州庆欣电子有限公司产品碳足迹盘查项目

LCA项目

上海ABB电机有限公司交流电动机产品LCA评价

双钱集团（江苏）轮胎有限公司轮胎产品LCA评价

双钱集团(安徽)回力轮胎有限公司轮胎产品LCA评价

普利司通（无锡）轮胎有限公司轮胎产品LCA评价

安徽辉隆集团五禾生态肥业有限公司复合肥产品LCA评价

碳排放管理

技术服务

上海箱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普惠环保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圣奥化学科技有限公司

艾地盟食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企业双碳咨询 小米集团双碳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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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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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稳固的技术团

队积累了丰富的开发经验。具备为业主提供最专业的一站式交付的服务能力，成为业界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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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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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足迹/碳中和计算器，是我公司专利产品，居市场垄断地位。被各级政府部门和各类社会组

织广泛使用，各类媒体竞相报道。包括CCTV、地方电视台和其他网络媒体在内众多权威媒体报道

多达数十次。

服务项目 项目名称或服务单位

碳足迹/碳中和

计算器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信部等相关部委

中国科协/国家节能中心等国家事业单位

中国林学会等NGO组织

北京市政府及委办局

北京城市规划展览馆等多家场馆展馆

中国发展门户网/中国天气网/北京绿色交易所等各大网络平台

天津生态城

中国人寿等多家大型企业

碳足迹/碳中和计算器



凯来美服务

www.kailaimei.com



行业 挑战 机遇

能源行业 电力脱碳+碳捕捉 上游新能源+中游储能+下游电气化

工业 双高退出+流程再造 循环利用+产业升级+数字化+智慧化

建筑业 绿色建材+绿色建筑 材料替代+装配式建筑+被动式建筑（零碳建筑）

交通运输业 油车退出+公转铁+公转水 运输结构改变+新能源交通+智慧交通

农林牧渔业 变碳源为碳汇 生态效益货币化

双碳目标给企业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企业双碳战略实现路径建议

碳诊断 碳规划 碳管理 碳减排 碳中和

凯来美 为企业提供一站式“碳管家”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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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约束 覆盖范围 应对之策

碳市场履约 控排企业 碳核算+碳减排，低成本履约

准入 全部企业 碳核算+降低产品碳强度，过门槛

ESG碳披露 上市公司 碳核算+碳管理，提升抗风险能力

供应链 供应链企业 碳核算+降低产品碳强度，达标，优胜劣汰

绿色采购 全部企业 碳核算+降低产品碳强度，达标，优胜劣汰

碳金融 所有企业 碳核算+碳管理+低排放，提高碳信用

碳税/碳关税 所有企业 碳核算+降低产品碳强度，优胜劣汰

企业应对碳约束之策略

准入

ESG

碳披露

碳市场

履约
供应链

绿色

采购

碳税

碳关税

碳金融

www.kailaimei.com



凯来美为企业碳管理赋能，提供“碳管家”服务，以“碳管家”软件为载体，测量评估企业碳排放总量及

强度，针对性提出减碳路径方案建议，通过建章建制和人才培养，将碳管理制度化和日常化，建立碳管理长

效机制。

产品服务

提供/选择

碳诊断与

双碳规划

碳管理体系建设

培训 建章建制 管理工具（平台）

问碳SaaS 碳管家定制版

碳核算工具A

(SaaS)

√

碳核算工具B

(定制化私有部署)

√

碳能力建设 √ √ √

全套解决方案 √ √ √ √

企业的碳管理解决方案

产品（服务）菜单，供企业选择

碳诊断

碳规划
碳管理三大能力建设
建章建制+人才培养+碳管家软件

双碳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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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减排路径

长期减排方案

外部合作与生态
体系建设

组织赋能

减排加速场景评估

投资方管理

减排路径制定与运营优化

评估企业当前的

碳排放来源与类型

在当前排放与政策下，预

测未来的发展基线

确定减排的目标

梳理各类减排措施

评估举措的效果，技术成

熟度和经济效益

企业碳诊断与碳规划技术路线

目标制定与减排举措评估企业碳排放现状评估

企业碳盘查

1.确定边界

2.确定基准年

3.识别排放源

4.收集活动数据

5.选取排放系数

6.计算排放量

7.编制排放清册

8.编制报告

9.内审

10.外审

11.成果发布

产品碳足迹

1.建立产品生命

周期流程图

2.确定产品边界

3.确定基准年

4. 识别排放源

5.收集活动数据

6.选取排放因子

7.计算排放总量

8.分配产品碳足迹
9.编制报告

10.内审

11.外审

12.成果发布

www.kailaimei.com



建章建制

碳核算工具

碳管理能力建设 赋能描述

建章建制 把“碳管理”融入企业管理制度体系，使碳管理制度化日常化

人才培养 培训各阶层员工胜任碳管理需要

碳核算工具 设计搭建适合企业的软件工具，提高管理效率

企业碳管理三大能力建设

专业的碳中和人才社群

• “碳中和+ ”量身定制课程

• 汇聚业界资深专家

• 构建碳管理全面科学知识体系

• 聚焦碳圈实际场景应用

• 打造普适性碳人才认证体系

16

人才培养



SaaS版信息化工具—问碳

问碳SaaS

• D-Digitalize数据化（自动采集+手工填报，数据化信息化）

• C-Calculate计算（量化碳排放，摸清家底，明晰差距）

• R-report报告（发表声明，彰显减排努力）

• C-Certificate认证（第三方认证，权威背书）

• M-Manage管理（管理碳数据，优化减碳路径）

• 凯来美问碳（SaaS）

D（数据化） C（计算） C（认证）R（报告） M（管理）

www.kailaimei.com



碳管家—企业碳管理信息化智能化全要素管理平台

定制版信息化工具—碳管家

从“能源”“碳排放”“碳资产”“碳服务”四个维度全流程全要素管理，满足企业碳管理全部需求。

定制开发，私有化部署，托管运维。适用于大型企业（集团）。

企业能源监控

企业能耗统计

能源趋势分析

清洁能源管理

碳配额预测

碳配额预警

绿电预测

减排项目（CCER）开发

碳配额交易

能源管理 碳资产管理

碳达峰碳中和路径规划

企业碳排放统计

企业碳排放核查

企业碳排放报告

碳认证及发布

碳排放管理

减排潜力分析

行业对标分析

减排方法应用

企业对标分析

低碳政策 碳市场信息

行业信息 园区政务信息

减排服务

企业碳管理平台

四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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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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