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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开征集冶金行业节能降碳技术应用优秀案例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有关单位：

2021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

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关于加快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和《“十四五”节能减

排综合工作方案》等双碳顶层设计文件，构建了“1+N”双碳政策体系，

对钢铁行业开展节能改造和能效提升、推进低碳发展、加快绿色转型

具有重要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有

关部门出台了《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关于严格

能效约束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的若干意见》、《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

能效标杆水平和基准水平（2021年版）》、《关于促进钢铁工业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和《高耗能行业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改造升级实施指南

（2022年版）》等指导文件，进一步完善了能耗双控制度，对钢铁行业

提质升级和低碳转型工作做出了具体部署和安排，对钢铁行业在产能

严控、产业优化、能效提升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对节能低碳改造

升级提出了具体方向。

加强冶金领域节能降碳技术推广和应用是冶金专委会最重要的职

能之一。为加快冶金行业节能降碳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和新产品

（以下统称为“新技术”）的推广普及，引导冶金企业进行节能降碳装

备技术改造升级，发挥优秀节能降碳案例带动作用，推进冶金行业绿

色低碳发展，冶金专委会现面向会员单位及社会各界开展节能降碳技

术产品及优秀案例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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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征集范围

一切有助于钢铁、有色、铁合金、焦化、炭素等冶金行业节能降

碳的技术和产品，包括但不局限于主生产工艺优化技术、能源高效回

收和转换技术、高效节能电机水泵风机等产品、智能化和信息化管控

技术、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替代技术、清洁运输技术、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碳捕集及利用技术等。申报的优秀案例需用于冶金行业。

二、征集对象

冶金生产企业、冶金生产企业下属节能公司、节能服务公司、技

术和设备厂家、设计院、研究院、相关技术拥有方等单位。

三、征集要求

申报优秀案例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节能降碳技术应用的项目案例需应用于冶金行业。

（二）申报单位及其申报的案例项目技术应用单位近三年来经营

发展正常，不涉及破产、重组、停牌等重大事项，无重大失信记录及

其他违法行为等。

（三）申报的案例技术无知识产权权属争议。

（四）申报的案例项目到申报截止之日时已稳定运行 1年以上，

无安全、环保等方面问题；有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对申报的

案例项目的节能效果检测报告或评价（评估）报告，或者由案例项目

技术应用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节能降碳效果显著，经济适用，可带来较好经济、环境和

社会效益，有利于促进冶金行业绿色低碳发展。

（六）目前冶金行业尚未完全普及，有一定推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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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优秀技术案例用途

（一）所有满足要求的申报技术案例经评选合格后全部纳入冶金

专委会节能降碳优秀技术案例库。

（二）优秀节能降碳技术案例将优先在冶金专委会开展的技术推

广会议上进行成果展示。

（三）推广潜力大的节能降碳技术产品，冶金专委会将组织召开

现场技术推广会。

（四）秘书处依托所在单位优势，在规划、设计阶段积极向用户

推荐所征集的节能降碳技术产品与优秀案例。

（五）优秀节能降碳技术案例将在会员专访活动中可随同进行介

绍推广。

（六）优秀节能降碳技术案例将在冶金专委会微信公众号进行宣

传。

（七）优秀节能降碳技术案例将优先向国家有关主管部门、中国

节能协会等推荐。

五、申报材料要求

1. 填写附件 1、2、3材料和表格；附件 2中的相关证明材料用扫

描件或复印件即可；附件 3 的项目案例申报数量最多 2 个、并明确优

先顺序，均要体现在申请报告中；表格不可留空，空格填写不下的另

附单页，电子版首页均需加盖公章后提供扫描 PDF版本。

2. 按附件 4要求撰写典型案例申请报告。电子版首页需要加盖单

位公章后扫描成 PDF版本。

3. 以 上 word 和 扫 描 PDF 版 本 文 件 请 打 包 发 送 至

yjzwh@mpi1972.com，邮件标题“企业全称+技术案例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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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他要求

（一）本次技术征集采取自愿申报原则，申报过程不收取任何费

用。

（二）同等条件下，冶金专委会会员单位优先享受推荐资格。

（三）请于 2022年 6月 15日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冶金专委会

秘书处，欢迎来人来电洽谈。

七、结果公布

本次项目征集案例不设数量限制，符合上述申报要求，经冶金专

委会评选合格的，均可纳入。

八、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创 史君杰

手 机： 13810160380，18611918873

电子信箱：yjzwh@mpi1972.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三环东路环球贸易中心 E座 12-15层

附件 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和承诺函

附件 2: 节能降碳技术基本情况表

附件 3：节能降碳技术应用案例项目情况表

附件 4: 申请报告正文格式和内容要求

中国节能协会冶金工业节能专业委员会

2022年 2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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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申报单位基本信息和承诺函

申报单位信息

申报单位名称

通信地址

邮 编 传 真

联系人姓名 电 话

手 机 E-mail

申报单位承诺函

我单位现承诺：此次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如有不实之处，

我单位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及相关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

法人代表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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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节能降碳技术基本情况表

申报的案例技术名称

所属领域及适用范围

应用及作用发挥情况

主要技术指标

技
术
内
容
描
述

技术原理

工艺流程

技术先进性

技术创新点

关键技术

能效水平

其他

技术鉴定、专利、获奖等

情况（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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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节能降碳技术应用案例项目情况表

案例项目全称

项目所在地

开工时间 竣工时间

投资额（万元） 投资回收期（年）

申报的案例技术

应用单位全称

建设或改造规模

建设或改造条件

新建或改造主要内容

案例项目总节能量

（tce）

案例项目总碳减排量

（tCO2）

申报的案例技术在此

案例项目中应用及发

挥节能作用情况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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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申请报告正文格式和内容要求

一、申报单位概况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包括申报单位全称、性质、法定代表人和单

位情况简介等。

二、申报的案例项目全称

申报的案例项目全称应包括：应用地点、单位，技术名称、主要

特征等要素，体现简明、易记、无歧义、便于推广等需要。

三、申报的案例技术情况

（一）技术基本情况。

（二）技术原理。

（三）工艺流程。详细说明技术工艺流程，必要时应附结构图、

流程图、示意图等。

（四）技术先进性、主要创新点、关键技术等。

（五）主要技术参数、能效指标与现有同类技术的对比情况；案

例为改造项目的，须同时提供改造前后的对比情况。

（六）其他应当说明的情况。

四、申报的案例项目概况

（一）案例项目基本情况。

（二）主要内容：新建项目应提供与同类现有技术的对比情况，

包括节能降碳效果、使用性能、经济效益等分析；节能降碳技术改造

项目应提供节能降碳改造前用能等主要情况，节能降碳改造具体内容，

改造后的节能降碳效果、使用性能、经济效益等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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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节能降碳效果相关内容，应包括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出

具的节能降碳效果检测报告或评价（评估）报告，或者由案例项目技

术应用单位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申报的案例技术应用单位评价结论

（一）案例技术应用单位对案例项目节能技术效果的评价及结论，

并应提供案例技术应用单位联系人、联系电话（包括手机号码）、电子

邮箱及详细联系地址等。

（二）案例技术应用项目证明，包括采购合同或发票（扫描件和

复印件均可）等。

（三）除申报的案例外，可提供其他案例技术应用单位对技术效

果的评价及结论；同时，还应列出其他案例技术应用单位清单，清单

应包括案例技术应用单位全称、案例项目全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及详细联系地址等。

六、申报的案例项目其他材料

申报的每个案例项目至少配 5张分辨率不低于 1000DPI的相关照

片，以及能说明案例技术应用效果的其他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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