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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一般用户包括自愿减排项目业主和其他一般用户，其他一般用户又包括企业

/机构/团体和个人。一般用户需在系统中开设项目减排账户或一般持有账户及关

联的交易账户。 

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不同账户之间 CCER 转移需要通过

交易所交付账户作为中转。一般用户的项目减排账户或一般持有账户通过相关联

交易账户与交易所交付账户实现对接。一般用户的账户管理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

量（CCER）转移及交易、试点地区上缴、自愿取消、信息查询等功能由账户代

表实现。一般用户的账户代表根据权限的不同可分为发起代表和确认代表，发起

代表发起操作申请，确认代表审核发起代表提起的申请。一位账户代表在获得授

权的情况下可同时管理多个账户，但不可同时拥有同一账户的两个权限。各类用

户的账户及功能见下表： 

表 1 服务类用户功能 

用户类型 开设账户 主要功能 

自愿减排项目业主 
项目减排账户及相关联的交易

账户 

获得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签发

的 CCER、CCER 交易 

非业主企业/机构/团体 
一般持有账户及相关联的交易

账户 

CCER 交易、试点地区上缴、取消、

信息查询等 

个人 
一般持有账户及相关联的交易

账户 
CCER 交易、取消、信息查询等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一般用户手册 

I 

 

目 录 
 

第一章 自愿减排项目业主用户及其功能 ......................................... - 1 - 

1.1 账户登录及账户管理 .................................................................. - 2 - 

1.2 CCER 转移 ................................................................................... - 7 - 

1.3 CCER 交易 ................................................................................. - 14 - 

1.4 操作记录查询 ............................................................................ - 18 - 

第二章 其他用户及其功能 ............................................................... - 20 - 

2.1 账户登录及账户管理 ................................................................ - 21 - 

2.2 CCER 转移 ................................................................................. - 26 - 

2.3 CCER 交易 ................................................................................. - 33 - 

2.4 CCER 试点地区上缴 ................................................................. - 37 - 

2.5 CCER 自愿取消 ......................................................................... - 40 - 

2.6 操作记录查询 ............................................................................ - 43 - 

名词解释和缩略语 ............................................................................. - 45 -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一般用户手册 

- 1 - 

第一章 自愿减排项目业主用户及其功能 

项目业主用户的账户按照其被授予的业务功能权限不同，可分为项目减排账

户和相关联交易账户。项目减排账户是项目业主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

统中开设的账户，用于接受国家签发的 CCER，每个法人只准开设一个项目减排

账户，每个项目减排账户对应该法人所有的 CCER 项目；项目减排账户关联的

交易账户对接项目减排账户和交易所交付账户，用以实现 CCER 交易。账户代

表按照其被授权的代表类型不同，可分为发起代表和确认代表。发起代表提起操

作申请，确认代表审核发起代表提起的操作申请。项目减排账户的账户代表在进

行 CCER 转移、交易等重要操作时，需通过手机短信验证码进行验证[1]，并会在

操作完成后收到相应的邮件通知。 

表 2 自愿减排项目业主用户功能 

操作 功能 

1.1 账户登录及账户关联 登录/登出项目业主的账户并查看管理相应的账户信息 

1.2 CCER 转移 
从项目减排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或从交易

账户向其对应的项目减排账户转移 CCER 

1.3 CCER 交易 
从项目减排账户关联的交易账户向交易所交付账户转移

CCER，以实现 CCER 的交易 

1.4 操作记录查询 查看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记录 

 

                                                             
[1] 手机短信验证码有效时间 30 分钟，每隔 60 秒可重发一次。用户 10 分钟内获取手机短信验证码条数不

能超过 8 条，每天获取条数不能超过 3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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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账户登录及账户管理 

【功能】 

登录/登出项目业主的账户并查看管理相应的账户信息。 

【操作步骤】 

1.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首页“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栏目，选

择“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或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http://registry.ccchina.gov.cn，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密码、验证码，

点击【登录】按钮，登录用户管理界面。 

 

2.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中【账户信息】->【账户列表】选项，导航菜单右侧

显示出账户列表。 

http://registry.cc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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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减排账户： 

3. 点击项目减排账户的【账户 ID】或者【账户类型】，左侧菜单栏列出如下

功能列表，发起代表的界面见左图，确认代表的界面见右图。 

              
4. 点击【项目减排账户】->【账户基本信息】，右侧显示出该账户的基本信

息。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一般用户手册 

- 4 - 

5. 点击【项目减排账户】->【账户代表信息】选项，右侧显示出账户代表

信息列表。 

 
6. 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账户代表基本信息界面，显示出基本信息。 

 
7.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账户代表信息列表界面。 

交易账户： 

8. 点击交易账户的【账户 ID】或者【账户类型】，左侧菜单栏列出如下功能

列表，发起代表的界面见左图，确认代表的界面见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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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点击【交易账户】->【账户基本信息】，右侧显示出该账户的基本信息。 

 
10. 点击【交易账户】->【账户代表信息】选项，右侧显示出账户代表信息

列表。 

 
11. 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账户代表基本信息界面，显示出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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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账户代表信息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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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CCER 转移 

【功能】 

从项目减排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或从交易账户向其对应的

项目减排账户转移 CCER。 

1.2.1 向交易账户转移 CCER 

【功能】 

从项目减排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项目减排账户】->【转移

至交易账户】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交易账户界面。 

 
2. 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输入验证码，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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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认界面的【确定】按钮，“转移至交易账户”任务生成；点击【取

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项目减排账户】->【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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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操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2]。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7. 【CCER 转移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2] 图中操作类型一栏“直接转移”是指项目减排账户与相关联交易账户之间的减排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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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CER 转移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1.2.2 向项目减排账户转移 CCER 

【功能】 

从交易账户向其对应的项目减排账户转移 CCER。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转移至项

目减排账户】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项目减排账户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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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输入验证码，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转移至项目减排账户”任务生成；点

击【取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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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待确认操

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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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移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

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转移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

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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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CCER 交易 

【功能】 

从项目减排账户关联的交易账户向交易所交付账户转移 CCER，以实现

CCER 的交易。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转移至交

易平台】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交易平台界面。 

 
2. 选择所要交易的交易所账户 ID，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

【确认】复选框，输入验证码，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转移至交易平台”任务生成；点击【取

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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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待确认操

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3]。 

 

                                                             
[3] 图中操作类型一栏“间接转移”是指交易账户与交易所交付账户之间的减排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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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7. 【CCER 交易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CCER 交易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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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移完成后，用户登录其在试点地区交易所开设的账户，完成交易。 

 



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一般用户手册 

- 18 - 

1.4 操作记录查询 

【功能】 

查看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记录。 

【操作步骤】 

1. 账户代表登录后，点击【项目减排账户】->【交易记录】选项，右侧显

示交易记录界面。 

 
2.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交易记录中显示出符合要求的信息。 

 
3. 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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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交易账户】->【交易记录】选项，右侧显示出交易账户的交易记

录界面。 

 
5. 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交易记录中显示出符合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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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其他用户及其功能 

其他用户包括企业/机构/团体和个人。其他用户的账户按照其被授予的业务

功能权限不同，可分为一般持有账户和相关联交易账户。一般持有账户可以进行

CCER 转移、试点地区上缴、自愿取消和查询操作；一般持有账户关联的交易账

户对接一般持有账户和交易所交付账户，用以实现 CCER 交易。账户代表按照

其被授权的代表类型不同，可分为发起代表和确认代表。发起代表提起操作申请，

确认代表审核确认发起代表提起的操作申请。一般持有账户的账户代表在进行

CCER 转移及交易、试点地区上缴、自愿取消等重要操作时，需通过手机短信验

证码验证[4]，并会在操作完成后收到相应的邮件通知。 

表 3 其他用户功能 

操作 功能 

2.1 账户登录及账户管理 登录/登出一般用户的账户并查看管理相应的账户信息 

2.2 CCER 转移 
从一般持有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或从交易账

户向其对应的一般持有账户转移 CCER 

2.3 CCER 交易 
从一般持有账户关联的交易账户向交易所交付账户转移

CCER，以实现 CCER 的交易 

2.4 CCER 试点地区上缴 
试点地区控排单位向试点地区 CCER 抵消账户上缴 CCER 进

行试点地区抵消履约 

2.5 CCER 自愿取消 向省级取消账户转移 CCER，完成 CCER 的自愿取消 

2.6 操作记录查询 查看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记录 

                                                             
[4] 手机短信验证码有效时间 30 分钟，每隔 60 秒可重发一次。用户 10 分钟内获取手机短信验证码条数不

能超过 8 条，每天获取条数不能超过 3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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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账户登录及账户管理 

【功能】 

登录/登出其他用户的账户并查看管理相应的账户信息。 

【操作步骤】 

1. 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首页“政务服务中心”->“网上办事”栏目，选

择“国家自愿减排和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或直接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

http://registry.ccchina.gov.cn，进入登录界面，输入相应的用户名、密码、验证码，

点击【登录】按钮，登录用户管理界面。 

 

2. 点击左侧导航菜单中【账户信息】->【账户列表】选项，导航菜单右侧

显示出账户列表。 

http://registry.ccchin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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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持有账户： 

3. 点击一般持有账户的【账户 ID】或者【账户类型】，左侧菜单栏列出如下

功能列表，发起代表的界面见左图，确认代表的界面见右图。 

          

4. 点击【一般持有账户】->【账户基本信息】，右侧显示出该账户的基本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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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一般持有账户】->【账户代表信息】选项，右侧显示出账户代表

信息列表。 

 
6. 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账户代表基本信息界面，显示出基本信息。 

 
7.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账户代表信息列表界面。 

交易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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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点击交易账户的【账户 ID】或者【账户类型】，左侧菜单栏列出如下功能

列表，发起代表的界面见左图，确认代表的界面见右图。 

          

9. 点击【交易账户】->【账户基本信息】，右侧显示出该账户的基本信息。 

 
10. 点击【交易账户】->【账户代表信息】选项，右侧显示出账户代表信息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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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点击【查看】按钮，进入账户代表基本信息界面，显示出基本信息。 

 
12.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账户代表信息列表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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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CCER 转移 

【功能】 

从一般持有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或从交易账户向其对应的

一般持有账户转移 CCER。 

2.2.1 向交易账户转移 CCER 

【功能】 

一般持有账户向其关联的交易账户转移 CCER。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一般持有账户】->【转移

至交易账户】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交易账户界面。 

 
2. 选择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填写验证

码，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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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确认界面的【确定】按钮，“转移至交易账户”任务完成；点击【取

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一般持有账户】->【待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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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操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5] 。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7. 【CCER 转移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5] 图中操作类型一栏“直接转移”是指一般持有账户与相关联交易账户之间的减排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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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CCER 转移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2.2.2 向一般持有账户转移 CCER 

【功能】 

从交易账户向其对应的一般持有账户转移 CCER。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转移至一

般持有账户】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一般持有账户界面。 

 
2. 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填写验证码，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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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转移至一般持有账户”任务生成；点

击【取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填写的信息被清空。 

 
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待确认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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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7. 【转移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

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转移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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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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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CER 交易 

【功能】 

从项目减排账户关联的交易账户向交易所交付账户转移 CCER[6]，以实现

CCER 的交易。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转移至交

易平台】选项，右侧显示转移至交易平台界面。  

 
2. 选择所要交易的交易所账户 ID，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

【确认】复选框，输入验证码，点击【确定】按钮，弹出确认界面。 

 
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转移至交易平台”任务生成；点击【取

                                                             
[6] 交易所交付账户向交易账户转移减排量是通过各交易所交易系统与登记簿系统间的数据接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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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4. 在转移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交易账户】->【待确认操

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7]。 

                                                             
[7] 图中操作类型一栏“间接转移”是指交易账户与交易所交付账户之间的减排量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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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7. 【CCER 交易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CCER 交易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

中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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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移完成后，用户登录其在试点地区交易所开设的交易账户，完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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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CCER 试点地区上缴 

【功能】 

试点地区控排单位向试点地区 CCER 抵消账户上缴 CCER 进行试点地区抵

消履约。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点击【一般持有账户】->【试点地区上缴】选项，右

侧显示试点地区上缴界面。 

 
2. 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选择试点地区，

填写验证码，点击【确定】按钮，弹出提示窗口。 

 
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试点地区上缴”任务生成；点击【取

消】按钮，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填写的信息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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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试点地区上缴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点击【一般持有账户】->【待确认操作】选项，右侧

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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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点地区上缴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

口中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试点地区上缴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

口中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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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CCER 自愿取消 

【功能】 

向省级取消账户转移 CCER，完成 CCER 的自愿取消。 

【操作步骤】 

发起操作： 

1. 发起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一般持有账户】->【取消】

选项，右侧显示取消界面。 

 
2. 录入转移量，勾选要转移的项目对应的【确认】复选框，填写验证码，

点击【确定】按钮，弹出提示窗口。 

 
3. 点击提示窗口中的【确定】按钮，“取消”任务生成，点击【取消】按钮，

此次操作取消。点击【清空】按钮，录入的信息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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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取消界面，点击项目 ID 号，可查看项目基本信息。 

 
确认操作： 

5. 确认代表登录后，进入账户列表界面，点击【一般持有账户】->【待确

认操作】选项，右侧显示待确认操作界面。 

 
6. 通过列表或者查询方式找到相应的待确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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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自愿取消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

的【确定】按钮，确认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确认操作取消。 

 
8. 【自愿取消驳回】：点击【取消】按钮，弹出提示窗口。点击提示窗口中

的【确定】按钮，驳回操作完成；点击【取消】按钮，此次驳回操作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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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操作记录查询 

【功能】 

查看用户在系统中的操作记录。 

【操作步骤】 

1. 账户代表登录后，点击【一般持有账户】->【交易记录】选项，右侧显

示交易记录界面。 

 
2. 录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交易记录中显示出符合要求的信息。 

 
3. 点击【清空】按钮，录入信息被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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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交易账户】->【交易记录】选项，右侧显示交易账户的交易记录

界面。 

 

5. 填写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钮，交易记录中显示出符合要求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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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和缩略语 

1. CCER：全称“China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

指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施行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管理暂行办法》的规

定，经其备案和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 

2. 用户：是指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的使用者，包括国家主管机构、

省级主管机构、履约单位、交易机构、自愿减排项目业主、非履约企业/机构

/团体和个人。 

3. 账户：是指用户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内储存和管理 CCER 的，

每个用户可以拥有多个相对应的账户，如一个企业用户账户可以拥有“一般

持有账户”、“项目减排账户”、“交易账户”等账户。 

4. 账户代表：是指代表用户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进行具体操作的

人员。 

5. 一般用户：国家自愿减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的主要使用者，包括自愿减排项

目业主用户、其他一般用户（企业/机构/团体和个人）。 

6. 发起代表、确认代表：在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出于安全考虑，

用户可以对账户代表设定不同权限，包括发起和确认。发起代表发起各种事

务操作后，需要确认代表再进行审核确认。 

7. 试点地区上缴：是指试点地区控排单位按照主管部门的要求，在国家自愿减

排交易登记注册系统内上缴符合本地区抵消管理办法规定的 CCER 进行履

约的行为。 

8. 自愿取消：是指国家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一般用户自愿取消一部分

CCER 的有效性，使之退出市场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