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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融资项目分类与评估指南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能效融资项目的分类，评估原则、评估程序和评估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在投资决策前对能效融资项目的分类和评估。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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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54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 28750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技术通则 

GB/T 32045 节能量测量和验证实施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能效融资项目energy efficiency financing project 

融资主体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的，能够提高能效、节约能源的经济活动。 

4 能效融资项目分类规则 

4.1原则 

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机构应按照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的要求，依据融资主体所属行业、

融资用途等建立能效融资项目分类规则。 

4.2按融资主体所属行业的分类规则 

可参照表1中的指标要求，根据GB/T 4754规定的国民经济分类和代码要求，按融资主体

所属行业对能效融资项目进行分类。 

表 1按融资主体所属行业进行能效融资项目分类说明 

国 民 经 济

分 类 名 称

和代码 

说明 备注 

A-农、林、

牧、渔业 

1） 购置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使用的高效装置/设

施； 

2） 对农、林、牧、渔业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施进行

节能改造，如锅炉节能改造、绿色照明改造、汽轮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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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机组系统能效提升等； 

3） 对农、林、牧、渔业的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

造，达到相应评价标准要求； 

B-采矿业 

1） 购置采矿业生产生活使用的高效装置/设施； 

2） 对采矿业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施进行节能改造，

如锅炉节能改造、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色照明改造

等； 

3） 对采矿业的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达到相

应评价标准要求； 

4） 针对采矿业的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服

务、用能权交易服务等； 

设施/装置能效指

标达到相关能效

标准中2级及以上

要求 

C-制造业 

1） 生产设备能效指标达到相关能效标准中 2 级及以上要

求； 

2） 产品生产能耗或工序能耗≤国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标准先进值； 

3） 产品能效指标优于相应能效标准中的能效 1 级指标或

相应技术标准要求（节能锅炉能效指标优于相应能效

标准能效 2 级要求）； 

4）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

升、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

汽轮发电机组系统能效提升等； 

5） 新建生产生活用建筑，达到超低能建筑建设或绿色建

筑要求； 

6） 生产生活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 

7） 生产用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 

8） 开展了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取得相关认证； 

9） 进行能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 

节能技术改造项

目的节能效果及

认定标准参照相

应节能量测量与

验证标准。 

D-电力、热

力、燃气及

水 生 产 和

供应业 

1） 生产设备能效指标达到相关能效标准中 2 级及以上要

求； 

2） 产品生产能耗或工序能耗≤国家单位产品能源消耗

限额标准先进值； 

3） 燃煤火力发电机限定为容量≥300MW 超超临界或超

临界热电（冷）联产机组和背压式供热机组（背压式

供热机组无机组容量限制）； 

4）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

升、余热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

汽轮发电机组系统能效提升等； 

5） 新建生产生活用建筑，达到超低能建筑建设或绿色建

筑要求； 

6） 生产生活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 

7） 生产用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 

8） 开展了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取得相关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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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能够提高供、需负荷平衡和响应能力，显著改善电网

综合能效、降低输变电损耗的技术升级改造项目。 

E-建筑业 

1） 生产设备能效指标达到相关能效标准中 2 级及以上要

求； 

2）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造、供热系统、采暖制冷系统、

照明设备和热水供应设施节能改造等； 

3） 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达到相应评价标准要

求； 

 

F- 批 发 和

零售业 

1） 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达到相应评价标准

要求； 
 

G- 交 通 运

输、仓储和

邮政业 

1) 铁路、道路、水上、航空、管道运输业设施/装置节

能技术改造或更新； 

2) 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达到相应评价标准

要求； 

3) 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和运营； 

4) 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及机场廊桥供电设施建设； 

5)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和运营； 

6)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 

7) 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节能环保改造，应达到

绿色铁路客站评价相关标准要求； 

设施/装置能效指

标达到相关能效

标准中2级及以上

要求； 

H- 住 宿 和

餐饮业 

1） 购置高效灶具等生产设备； 

2）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余热

余压利用、能量系统优化、绿色照明改造等； 

3） 新建住宿和餐饮场所为超低能耗建筑或绿色建筑； 

4） 既有住宿和餐饮场所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符合相

应节能改造技术规程、规范、评价标准等的要求； 

能效指标达到相

关能效标准中2级

及以上要求； 

I- 信 息 传

输、软件和

信 息 技 术

服务业 

1） 购置高效计算机、复印机、显示器、碎纸机、服务器

等办公设备； 

2） 以移动通讯终端、通讯基站、卫星定位设备、互联网

等设备、设施为依托，应用物联网感知、大数据等技

术开发建设的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的软硬件设施和系

统，如能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包括：能耗数据采集

方案设计、能耗监测远程终端设备采购、能耗在线监

测计算机平台开发、能耗计量和在线监测设备校准服

务、能耗监测数据库和应用软件开发等。 

 

J-金融业 1） 开展合同能源管理融资等服务；  

K- 房 地 产

业 

1) 新建超低能耗建筑或绿色建筑； 

2)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符合相应节能改造技术

规程、规范、评价标准等的要求； 

 

L- 租 赁 和

商务 

1) 购置相关高效办公等设备，包括计算机、复印机、显

示器、碎纸机、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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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科 学 研

究 和 技 术

服务业 

1) 购置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的高效设备/装置； 

2)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

如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

色照明改造等； 

3) 开展先进节能技术研究； 

4) 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服务； 

5) 开展合同能源管理服务； 

6) 开展用能权交易服务； 

7) 开展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 

8) 开展节能评估和能源审计； 

9) 开展能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服务； 

 

N-水利、环

境 和 公 共

设 施 管 理

业 

1) 购置用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高效设备/

装置； 

2) 对生产生活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

如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

色照明改造等； 

设施/装置能效指

标达到相关能效

标准中2级及以上

要求 

O- 居 民 服

务、修理和

其 他 服 务

业 

1) 为用能单位提供能源管理体系建设服务，包括体系咨

询、成效评估、工具软件开发、认证等服务； 

2) 为用能单位提供节能量审核、节能效果评估、实施节

能改造工程等咨询服务； 

3) 为用能单位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包括企业节能改

造服务、合同能源管理商务模式咨询和融资服务等； 

4) 为用能单位提供用能权交易服务，包括用能权统计核

算、第三方审核、资产管理和运营服务等； 

5) 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 

6) 节能评估服务。 

 

P-教育 

1) 购置教育用高效办公等设备，包括计算机、复印机、

显示器、碎纸机、服务器等； 

2) 教室等教育场所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绿色照明改造等； 

 

Q- 卫 生 和

社会工作 

2) 购置相关高效办公等设备，包括计算机、复印机、显

示器、碎纸机、服务器等； 

3) 工作场所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色

照明改造等； 

 

R-文化、体

育 和 娱 乐

业 

1) 购置相关高效办公等设备，包括计算机、复印机、显

示器、碎纸机、服务器等； 

2) 工作场所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色

照明改造等； 

 

S- 公 共 管

理、社会保

1) 购置相关高效办公等设备，包括计算机、复印机、显

示器、碎纸机、服务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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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 和 社 会

组织 

2) 工作场所使用的装置/设备和场所进行节能改造，如

锅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电机系统能效提升、绿色

照明改造等； 

T- 国 际 组

织 
无  

 

4.3按融资用途的分类规则 

可参照表2中的指标要求，按融资用途对能效融资项目进行分类。 

表 2按融资用途进行能效融资项目分类说明 

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节能环保

产业 

高效节能装

备制造 

1) 节能锅炉制造，能效优于相应能效标准能效2级要求、热效

率目标值要求等； 

2) 节能型泵及真空设备、节能型气体压缩设备、节能风机风

扇、节能电机、节能型变压器、交流接触器、高效节能家

用电器、高效节能商用设备、高效照明产品及系统等设备，

能效优于相应能效标准中能效1级要求； 

3) 通用变频调速设备，符合相应技术标准要求； 

4) 采用先进节能技术的节能窑炉，节能型液压气压元件，高

效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余热余压余气利用设备，绿色建筑

材料，能源计量、监测、控制设备等； 

节能改造 

1) 锅炉（窑炉）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 

2) 电机系统能效提升； 

3) 余热余压利用； 

4) 能量系统优化； 

5) 绿色照明改造； 

6) 汽轮发电机组系统能效提升； 

基础设施

绿色升级 

建筑节能与

绿色建筑 

1) 超低能耗建筑建设，符合相应技术标准； 

2) 绿色建筑，达到相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中一星及以上标准

要求或相关行业标准； 

3) 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符合相应节能改造技术规程、

规范、评价标准等的要求； 

4) 物流仓储场所的绿色建设和改造，达到相应评价标准要求； 

绿色交通 

1) 不停车收费系统建设和运营； 

2) 港口、码头岸电设施及机场廊桥供电设施建设； 

3) 智能交通体系建设和运营； 

4) 城乡公共交通系统建设和运营； 

5) 货物运输铁路建设运营和铁路节能环保改造，应达到绿色

铁路客站评价相关标准要求； 

绿色服务 
项目运营管

理 

1) 能源管理体系建设，包括体系咨询服务、标杆企业信息咨

询、成效评估、工具软件开发、认证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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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分类 二级分类 说明 

2) 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包括企业节能改造服务、合同能源管

理商务模式咨询和融资服务等； 

3) 用能权交易服务，包括用能权统计核算、用能权第三方审

核、用能权交易法律咨询服务、节能方案咨询与服务、用

能权交易平台建设、用能权资产管理和运营服务、用能权

金融质押服务等； 

4) 电力需求侧管理服务，包括节约用电服务、绿色用电服务、

智能用电服务、有序用电服务等，符合相应管理办法； 

项目评估审

计核查 
1) 节能评估和能源审计； 

监测检测 

1) 能源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包括能耗数据采集方案设计、能

耗监测远程终端设备采购、能耗在线监测计算机平台开发、

能耗计量和在线监测设备校准服务、能耗监测数据库和应

用软件开发等； 

技术产品认

证和推广 

1) 节能产品认证推广，包括计算机、复印机、显示器、碎纸

机、服务器、中小型三相异步电机等产品的节能认证和推

广。产品应符合相关产品的能效标准或相关标准中的能效

要求。 

 

5 能效融资项目评估 

5.1 评估原则 

开展能效融资项目评估时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 中立性。评估过程和结果不应受到任何一方的影响，评估者应根据独立判断给出结

果； 

b) 合规性。评估的过程和方法应符合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 

c) 保守性。评估者应给出保守的评估结果。且不是所有的项目都能进行评估，对于基

础数据不全、条件不具备的项目，应说明由于条件不具备无法评估； 

d) 可追溯性。评估的过程、依据的数据、计算过程、评估结果均应有书面的记录，并

得到各方的认可。 

5.2 评估程序 

能效融资项目评估分为 3 个阶段，即前期准备、项目评估和评估报告。 

5.3 评估内容 

5.3.1 前期准备 

5.3.1.1收集基础资料 

能效融资项目评估应收集的项目信息和文件资料可包括但不限于： 

a) 项目基本情况； 

b) 项目合规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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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设计方案等； 

d) 项目节能评估等相关专项报告； 

e) 其他必要文件资料。 

5.3.1.2确定评估依据 

根据政策导向和项目实际情况，按照全面、客观、完整、适用的原则收集并确定评估依

据，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a) 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 

b) 相关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等； 

c) 节能等相关标准及规范； 

d) 类比项目及其资料等。 

5.3.2 项目评估 

5.3.2.1 筛选评估 

a) 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判定项目是否符合 4.2、4.3 的分类规则。 

b) 评估结论为不符合的项目，评估工作中止，不再进行节能效益评估。 

5.3.2.2 节能效益评估 

a) 应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对项目产生的节能量等节能效益进行前评估。 

b) 评估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依据 GB/T 28750、GB/T 32045 等相关标准计算得出的项目直接产生的节能效益进行

评估； 

--依据项目直接产生的节能效益与同类可比项目的比较情况（如比较单位投资额节能量）

进行评估。 

5.3.3 评估报告 

评估报告应包括以下主要部分： 

a) 评估目的； 

b) 评估范围，明确项目的范围及涉及的技术、设备设施等； 

c) 数据来源，明确依据的技术资料和数据以及这些资料和数据的提供者； 

d) 评估内容，说明筛选评估、节能效益评估的工作内容及其计算方法； 

e) 评估结论，包括筛选评估、节能效益评估等的结果及其印证材料等； 

f) 重点关注，评估机构应客观、公正的提出在评估过程中发现的，值得关注的可能影

响项目节能效益的重大影响因素。关注点可包括有利于节能效益实现的因素（正面关注），

也可包括不利于节能效益实现的因素（负面关注）； 

g) 建议意见，评估结果应根据评估结论和重点关注（特别是负面关注），提出完善项

目管理和信息披露的具体建议意见； 

h) 项目技术资料等相关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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