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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部分.项目活动描述 

A.1.项目活动的目的和概述 

A.1.1.项目活动目的 

本项目为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百度地图作为公众出行平台，引导鼓励用户使

用低碳出行方式，减少高碳出行，降低用户使用小汽车出行带来的 CO2 排放，从而

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预计用户参与量级千万。 

A.1.2.项目活动概述 

本项目由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项目实施地点位于北京市。本项目于

2020年 9月 8日上线，从项目上线起开始计入减排量。本项目引导用户采用低碳出行

方式，降低用户使用小汽车出行带来的 CO2 排放，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预计年减

排量 15416tCO2。 

A.2.项目活动地点 

A.2.1.省/直辖市/自治区 

北京市 

A.3.项目活动的技术说明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为百度地图鼓励用户使用低碳出行方式出行，百度地图用

户在平台上自愿进行注册，百度地图通过注册用户的地图操作行为、实时 GPS轨迹数

据、用户活跃度等数据判定是否真实采用低碳出行方式出行，同时通过轨迹数据进行

出行里程的计算，结合《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计算出用户的碳

减排量。 

A.4.项目业主及审核法人 

表 1：项目业主及审核法人 

项目业主名称 申请项目备案的企业法人 受理备案申请的部门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梁志祥 北京市生态环境局 

 

B.部分.基准线和监测方法学的应用 

B.1.引用的方法学名称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引用《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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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方法学适用性 

（1）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是激励更多的地图出行注册用户自愿放弃高碳出行

而使用低碳出行方式出行，包括公交、地铁、步行、骑行等低碳出行方式，该项目满

足方法学要求，适用《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 

（2）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重点在北京市内实行，项目开展范围也满足方法学

要求。对于超出北京市域范围的低碳出行用户，不会纳入减排量计算范围内。 

B.3.项目边界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主要应用在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由于地图用户出发的

起点与终点覆盖范围较广、不容易掌握，因此北京市行政区域是项目实施的整体范围。 

表 2：项目实施整体范围 

排放源 温室气体种类 包括否？ 说明理由/解释 

基
准
线
排
放 

百度地图用户选择

高碳出行方式产生

的排放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项
目
排
放 

百度地图用户选择

低碳出行方式产生

的排放 

CO2 包含 主要排放源 

 

B.4.基准线情景的识别和描述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基准线情景是百度地图用户仍采用高碳出行的方式出

行，百度地图以往是驾车出行用户较高的出行平台，本项目是要转换其中的部分用户

为低碳出行用户，该基准线情景适用于《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 

本项目中，百度在识别基准线情景时，会按照用户在百度地图中的操作行为，判

别用户使用哪种出行方式，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按照地图方案查询的类别做

区分，例如查询驾车方案认为初步有高碳出行意向；第二部分是按照实际用户出行轨

迹做区分，例如通过实时 GPS轨迹判别用户的出行方式为驾车还是步行。在轨迹识别

这部分中，驾车与公交的轨迹较难区分，需要结合用户查询的起终点、公交的线路轨

迹进行二次匹配识别。对明确识别为高碳出行的用户会参照方法学中基准线排放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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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计算。 

B.5.减排量 

B.5.1.计算方法的说明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减排量的计算，是通过收集自愿注册用户的出行数据

（主要包括出行规划方案、出行 GPS轨迹等）来计算每个用户的出行里程，再通过方

法学中的减排计算方法，计算不同出行方式产生的减排量，将每个用户的碳减排量进

行加和即为单日百度整体产生的碳减排量，项目周期内累积单日碳减排量为项目碳减

排量。 

1.项目排放 

计算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使用低碳出行方式的注册用户的碳排放，具 

体计算步骤如下： 

（1）确定每种低碳出行方式人公里碳排放因子 EFk,PKM 

参照《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因子选择如下表： 

表 3：每种低碳出行方式人公里碳排放因子 

类型 排放因子（kgCO2/PKM） 

高碳出行 0.25 

轨道 0.0286 

公交 0.054 

出租车 0.27 

骑行 0.0072 

（2）确定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的出行里程 PDi,k,y 

公交、轨道出行：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会基于用户使用百度地图出行操作

行为判断用户出行方式 k，例如使用公交的方案查询且使用到站提醒等功能则判定用

户使用公交或轨道出行；另外还会按照用户出行方案规划来判断用户的出行轨迹，例

如用户选择公交 300线路且明确了上车下车站点，则能得到乘坐的轨迹，再将出行轨

迹与地图的道路 link 进行匹配，从而按照 link 的长度计算用户出行的里程 PDi,k,y；

对于无轨迹用户，也会提供相应的规划信息给核验方结合票务信息进行核验。 

自行车出行：百度地图会按照用户操作行为判定用户的出行方式 k，例如用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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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自行车骑行路线且发起自行车骑行导航则判定为使用自行车出行；使用自行车骑行

导航的用户，百度地图会记录其出行的 GPS轨迹，再基于轨迹匹配等算法将轨迹匹配

到具体 link上，从而按照 link的长度计算用户出行的里程 PDi,k,y。 

步行：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步行里程计算与骑行类似，百度地图会按照用

户操作行为判定用户的出行方式 k，例如用户规划步行路线且发起步行导航则判定为

使用步行出行；使用步行导航的用户，百度地图会记录其出行的 GPS轨迹，再基于轨

迹匹配等算法将轨迹匹配到具体 link上，从而按照 link的长度计算用户出行的里程

PDi,k,y。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轨迹匹配是比较重要的一步，百度轨迹匹配步骤简单

归纳如下： 

1）采集原始用户 GPS轨迹，由于手机设备等原因，原始采集到的轨迹会有比较

多的偏移等现象，见下图； 

图 1：采集原始 GPS轨迹 

2）通过地图的轨迹匹配算法过滤噪音，将用户轨迹匹配到具体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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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过滤噪音后的 GPS轨迹 

3）百度地图有海量的用户轨迹数据，具备丰富的轨迹匹配处理经验，目前轨迹

匹配的准确率能达到 95%以上（准确度受平行路、主辅路以及高架等场景影响）。 

在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由于会以激励的方式鼓励用户使用低碳出行，这种

商业化的形式可能会吸引部分用户作弊刷碳排放，所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对于步行、

骑行等短途出行方式，实际出行距离PDi,k,y会设定一个合理的阈值，通过百度地图的

常规里程分布情况，PDi,k,y设定如下： 

表 4：百度各出行方式不同里程设置 

出行方式 用户轨迹里程 计算里程PDi,k,y 

步行 
大于等于 9km 9km 

小于 9km PDi,k,y 

骑行 
大于等于 21km 21km 

小于 21km PDi,k,y 

（3）确定百度地图低碳出行用户碳排放𝑷𝑷𝑷𝑷𝒚𝒚 

采取低碳出行方式带来的碳排放量（PEy），计算公式如下： 

𝑃𝑃𝑃𝑃𝑦𝑦 = � � (𝑃𝑃𝐸𝐸𝑘𝑘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
𝑘𝑘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 ,𝑘𝑘 ,𝑦𝑦)
𝑖𝑖

 

其中： 

PEy：第 y 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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𝑃𝑃𝐸𝐸𝑘𝑘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基础年 k方式人公里速度排放因子（单位：tCO2/PKM）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 ,𝑘𝑘 ,𝑦𝑦：为第 y年第 i次中 k方式出行里程（单位：km） 

依据上述公式，百度地图项目排放量计算过程如下： 

计算公式： 

预估影响出行量* 预估出行方式比例 * 平均出行里程 * 排放因子 

表 5：低碳出行计算式各参数及取值参考 

参数 参数取值 取值参考 

月度影响出行量 500000 参照百度地图常规活动影响用户量

预估 

出行方式比例 公交：21.2%；轨道：46.4%；

步行：12.8%；骑行：19.6% 

由 9月 8日活动上线至 10月 15日

期间参与项目用户的出行比例计算

获得 

平均出行里程 公交：10.9；轨道：17.7；

步行：0.9；骑行：3 

基于《2019北京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发布的数值获得 

排放因子 公交：54.1；轨道：28.6；

步行：0；骑行：7.18 

参照方法学 

年度月数 12 每年 12月 

单位转化系数 1，000，000 1t= 1000000g 

 

计算式： 

公交：(500,000 * 21.2% * 10.9 * 54.1) * 12/1,000,000 =750(t) 

轨道：(500,000 * 46.4% * 17.7 * 28.6) * 12/1,000,000 =1409(t) 

步行：(500,000* 12.8% * 0.9 * 0) * 12/1,000,000 =0(t) 

自行车：(500,000 * 19.6% * 3 * 7.18) * 12/1,000,000 =25(t)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年排放量 = 750 + 1409 + 0 + 25 = 2184(t) 

2.基准线排放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确定基准线情景排放𝐵𝐵𝑃𝑃𝑦𝑦，计算方法如下： 

百度地图中同样的起终点，采取高碳出行方式带来的排放为基准线排放量（BEy），

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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𝐵𝐵𝑃𝑃𝑦𝑦 = ∑ (𝑃𝑃𝐸𝐸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 × 𝐵𝐵𝑃𝑃𝑖𝑖 ,𝑦𝑦) 

其中： 

BEy：第 y 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tCO2） 

𝑃𝑃𝐸𝐸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𝑖𝑖 ,𝑦𝑦：第 y年第 i次出行基准线人公里速度排放因子（单位：tCO2/PKM） 

𝐵𝐵𝑃𝑃𝑖𝑖 ,𝑦𝑦：第 y年第 i次出行基准情景出行里程（单位：PKM） 

（1） 确认基准线人公里碳排放因子 EFPKM,i,BL（kgCO2/PKM） 

北京市高碳出行加权平均人公里碳排放因子参考方法学中为 0.25 kgCO2/PKM，百

度碳排放项目使用该排放因子。基准线人公里碳排放因子的取值是基于 2019 年公开

发布的 2018 年度交通出行、行业能耗等相关数据计算的基础年的参数情况，基础年

每年年初进行调整，为出行年最近可获得数据的年份，百度地图每年会按照主管部门

公布参数为准。 

（2）确定基准情景出行里程 BDi,y 

百度碳排放项目中，基准情景的出行里程通过实际出行距离乘以小汽车路网与实

际出行方式路网转化系数获得，BDi,y的计算公式： 

BDi,y= m k×PDi,k,y 

其中： 

k：采取的低碳出行方式，包括公交、轨道、自行车、步行 

m k：基础年，北京路网条件下，相同起讫点下小汽车最短出行距离与方式 k出行

距离比值的平均值 

PDi,k,y：注册用户 y年第 i次低碳出行中采用方式 k的出行距离，与百度北京低碳

出行项目中出行距离 PDi,k,y相等（单位：km） 

（3）确认基准线排放量 

计算公式： 

预估月度影响出行量* 基准线小汽车排放速度因子 * 预估出行方式比例 * 平

均出行里程 * 路网转换系数 

表 6：基准排放量计算式各参数及取值参考 

参数 参数取值 取值参考 

预估月度影响出行量 500000 参照百度地图常规活动影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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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预估 

参数 参数取值 取值参考 

基准线小汽车排放速

度因子 

250 参照《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

法学（试行版）》 

出行方式比例 公交：21.2%；轨道：

46.4%；步行：12.8%；

自行车：19.6% 

由 9月 8日活动上线至 10月 15

日期间参与项目用户的出行比例

计算获得 

平均出行里程 公交：10.9；轨道：17.7；

步行：0.9；自行车：3 

基于《2019北京交通发展年度报

告》发布的数值获得 

路网转化系数 公交：0.97；轨道：1.06；

步行：1.27；自行车：

1.09 

参照《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

法学（试行版）》 

年度月数 12 每年 12月 

单位转化系数 1，000，000 1t= 1000000g 

计算式： 

公交：(500,000 * 250 * 21.21% * 10.9 * 0.97)* 12/1,000,000 =3362 (t) 

轨道：(500,000 * 250 * 46.41% * 17.7 * 1.06) * 12/1,000,000 =13058 (t) 

步行：（500,000 * 250 * 12.81% * 0.9 * 1.27) * 12/1,000,000 =220 (t) 

自行车：（500,000 * 250 * 19.6% * 3 * 1.09) * 12/1,000,000 =960 (t) 

基准线排放年排放量 = 3362+ 13058 + 220 + 960 = 17600(t) 

3.减排量计算 

百度碳排放项目中的减排量ERy，减排量由下列公式计算： 

ERy = BEy − PEy 

其中： 

ERy：y 年碳减排量（单位：tCO2） 

BEy：y 年基准线碳排放量（单位：tCO2） 

PEy：y 年项目碳排放量（单位：t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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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式，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的年碳减排量计算如下： 

项目年减排量=基准线年排放量-项目年排放量=17600-2184= 15416tCO2 

B.5.2.预先确定的参数和数据 

百度地图会参照主管部门公布的信息，每年年初对需事前确定的参数与数据进行

更新。需事前确定的参数与数据如下： 

1.加权平均人公里碳排放因子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中，采用 2018年北京市高碳出行加权平均人公里碳排放

因子为 0.25 kgCO2/PKM。 

2.方式转换系数 mk 

参照方法学，方式转换系数 m k比值计算结果如下： 

表 7：方式转换系数 

方式 系数 

步行 1.27 

自行车 1.09 

公交 0.97 

地铁 1.06 

3.不同方式排放因子 EFPKM,k（kgCO2/PKM） 

以下参数的取值是基于 2019年公开发布的 2018年度交通出行、行业能耗等相关

数据计算的基础年的参数情况。 

表 8：各方式排放因子 

类型 排放因子（kgCO2/PKM） 

高碳出行 0.25 

轨道 0.0286 

公交 0.054 

出租车 0.27 

骑行 0.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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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3.减排量事前计算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从 2020年 9月 8日开始上线，事前按照参与用户量进行

估算，减排量事前计算如下：  

表 9：减排量事前预估计算 

年份 基准线排放 

(tCO2e) 

项目排放 

(tCO2e) 

泄漏 

(tCO2e) 

减排量 

(tCO2e) 

2020年 9月 8日-2020

年 12月 31日 
5866 728 0 5138 

2020年事前减排量计算，

ERy = BEy − PEy = ∑ (𝑃𝑃𝐸𝐸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 × 𝐵𝐵𝑃𝑃𝑖𝑖 ,𝑦𝑦)-∑ ∑ (𝑃𝑃𝐸𝐸𝑘𝑘 ,𝑃𝑃𝑃𝑃𝑃𝑃 ×𝑘𝑘 𝑃𝑃𝑃𝑃𝑖𝑖 ,𝑘𝑘 ,𝑦𝑦)𝑖𝑖 = 5138 tCO2e 

B.5.4.事前估算减排量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事前预估碳减排量为 15416 tCO2e，计算过程如下： 

表 10：事前预估计算减排量详细值 

年份 基准线排放 

(tCO2e) 

项目排放 

(tCO2e) 

泄漏 

(tCO2e) 

减排量 

(tCO2e) 

2020年 9月 8日-2020

年 12月 31日 
5866 728 0 5138 

2021年 1月 1日-2021

年 12月 31日 
17600 2184 0 15416 

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12月 31日 
17600 2184 0 15416 

2023年 1月 1日-2023

年 9月 30日 
11734 1456 0 10278 

合计 52800 6552 0 46248 

计入期时间合计 46248 

计入期内年均值 17600 2184 0 15416 

说明：减排量计算时已经考虑了避免减排量“重复计算”的规则，主要包括： 

1）未包括私人小汽车法定禁行日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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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项目注册的用户未在其它项目内注册（北京市、国内等）； 

3）未参与和享受北京市“少开一天车”碳普惠。 

 

B.6.监测计划 

B.6.1.需要监测的参数和数据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通过线上程序鼓励民众低碳出行，并记录相关出行数据用

于计算与核验碳减排真值，因此需要对百度地图 APP中的用户出行行为、用户出行产

生的数据进行监测，具体包括日活跃用户数、低碳出行方式、低碳出行次数、低碳出

行里程、出行速度、轨迹坐标、起始位置等。根据《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

行版）》的指导，现将本项目涉及的监测数据汇总如下: 

数据/参数  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的用户数  

单位  人数 

描述  第 n天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的用户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由百度地图监测用户 id，并进行加总去重获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监测注册用户的出行行为与出行数据，并对出行数据进行

核验，核查出产生真实轨迹数据的用户量 

其他说明  用于评价项目效果  

 

 

 

数据/参数  k  

单位  - 

描述  低碳出行方式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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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数据/参数  k  

QA/QC程序  

（1）对于公交、地铁，可利用北京市对应出行的票务系统

数据与出行轨迹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2）对于步骑行，可以利用用户的轨迹数据与规划轨迹数 

据进行匹配验证。；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数据/参数  i 

单位  次  

描述  第 y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次数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监测注册用户的出行行为与出行数据，并对注册用户的出行

数据进行核验，核查注册用户产生真实轨迹数据的出行次数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数据/参数  低碳出行替代高碳出行的里程数 

单位  km 

描述  第 n年注册用户可记录的低碳出行里程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由百度地图记录用户出行轨迹，计算所得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 15 - 
 

QA/QC 程序  监测用户的出行行为与出行数据，并对出行数据进行核验 

其他说明  用于评价项目效果  

 

 

 

 

数据/参数  Ti 

单位  - 

描述  第 y年 i次低碳出行的起始时间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监测用户的出行行为与出行数据，并对出行数据进行核验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碳排放量 

 

 

数据/参数  低碳出行的结束时间 

单位  - 

描述  第 y年 i次低碳出行的结束时间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监测注册用户的出行行为与出行数据，并对注册用户的出行

数据进行核验，核查注册用户产生真实轨迹数据的结束时间 

其他说明  
用于与出行里程进行交叉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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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参数  Ls,i 

单位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描述  第 y 年 i次低碳出行的起始位置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数据/参数  Lc,i 

单位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描述  第 y 年 i次低碳出行过程中的轨迹坐标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数据/参数  Le,i 

单位  平面地图二维坐标  

描述  第 y 年 i次低碳出行的结束位置  

所使用的数据来源  由百度地图监测获得  

测量方法和程序  百度地图同碳排放核验平台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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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频率  实时监测  

QA/QC 程序  - 

其他说明  
用于计算基准线情景和项目情景碳排放量 

 

 

B.6.2.监测计划其它内容 

为了确保用户真实选择低碳出行交通方式，并保证项目计入期减排量的准确计算，

百度地图特制订此监测计划。监测计划由百度地图公共出行团队负责执行。现将监测

对象、组织机构、监测程序与设备、数据质量控制与保障、人员培训等事项列举如下： 

1.监测对象 

根据《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需要监测的参数均列在 B6.1

部分，具体包括日活跃用户数、低碳出行方式、低碳出行次数、低碳出行里程、出行

速度、轨迹坐标、起始位置等，由此计算与核验碳减排量。 

2.实施监测计划的组织机构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由百度地图公共出行总经理担任主要负责人，总经理在公

共出行团队内部任命一位项目经理或项目负责人。由公交业务负责人、步行业务负责

人、骑行业务负责人每日收集对应出行方式的用户出行行为数据，并将收集到的数据

存储于在线服务器上，每日生成报表呈现给项目经理或者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负责

监测数据有效性，并定期向总经理汇报。公共出行总经理需要对监测事项、用户行为

数据、用户里程数据和监测报告等文件进行确认。  

工作分工管理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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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项目分工管理结构图 

各业务负责人在监测工作中的职责分配如下:  

（1）公交团队负责人:负责监测每日公交用户参与碳减排活动的活跃用户数量，

确定用户真实出行行为，同时收集公交出行过程中的轨迹、里程等数据； 

（2）步行团队负责人:负责监测每日步行用户参与碳减排活动的活跃用户数量，

确定用户使用步行导航的真实性，同时收集步行导航过程中的原始轨迹数据； 

（3）骑行团队负责人:负责监测每日骑行用户参与碳减排活动的活跃用户数量，

确定用户使用骑行导航的真实性，区分用户是自行⻋出行还是电动⻋出行，同时收集骑

行导航过程中的原始轨迹数据。  

3.监测程序及设备 

通过 GPS定位、埋点、用户日志、数据挖掘等方式获取用户唯一标识、用户检索

行为、行中轨迹等相关数据。监测程序及监测数据获得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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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项目监测程序 

4.数据质量控制与保障措施  

百度地图将对用户检索行为、公交基础数据、行中轨迹数据与交通动态数据等多

源数据进行接入与整合，提升数据的召回率与准确性，识别用户真正的使用场景；并

通过异常数据监控、每日数据通报、数据报警等机制，保障碳减排计算的准确性。 

 

图 5：项目数据质量控制 

5.数据收集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的监测系统能够自动记录与保存数据，各业务负责人将管

理相应数据，每日向项目经理提交监测报告，项目经理每月向总经理进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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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管理系统 

为对监测过程中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妥善保存，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将建立完整

的监测数据管理系统。如:以纸质文件记录从信息来源到最终数据计算的全过程，对

收集的所有监测数据进行电子版存档并至少保存至最后一个计入期结束后两年；在每

一个计入年年底，项目业主编制监测报告，报告中需要包括监测结果和相关证据，且

项目业主有责任提供额外必要数据和信息以满足相关方的核查要求。 

7.监测报告  

监测数据由各业务负责人收集整理后，由项目经理统一编制监测报告。项目经理

应保证监测报告的格式和内容符合项目设计文件中确定的监测方法学。  

8.人员培训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将对上岗人员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北京市低碳出行

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的基本概念和运行模式、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的数据监

测和存档方法、监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监测和核查主要文件的准备等。 

 

B.7.项目活动期限 

B.7.1.项目活动开始日期 

2020年 9月 8日项目上线 

B.7.2.项目活动运行寿命 

3年  

 

B.8.项目活动减排计入期 

B.8.1.计入期类型  

固定计入期 

B.8.2.第一计入期开始日期  

2020年 9月 8日 

B.8.3.第一计入期⻋度  

固定计入期：3年（2020年 9月-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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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部分.环境影响 

C.1.环境影响分析  

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引导用户采用低碳出行方式，减少用户使用小汽车出行过

程中的 CO2排放，从而实现温室气体减排，预计年减排量 15416tCO2e。 

除项目碳减排外，项目的实施对氮氧化合物、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等非碳污染

物排放也有减排效果，测算结果如下:  

表 11：项目对非碳污染排放测算 

污染物类型 每公里排放 g/km 减排量 t/y 

氮氧化合物 0.03 7 

一氧化碳 0.47 110.45 

碳氢化合物 0.06 12.9 

综上可得，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对保护环境起了正向作用，是合理可行的。 

 

C.2.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认为百度北京低碳出行项目在落实项目设计文件中的监测计划后，

并在《北京市低碳出行碳减排方法学（试行版）》的指导下，计算碳减排的方案是合

理可行的，能够达到预期减排的目标与环境效益。因此，从环境保护角度来说，本项

目是可行的。  

 

D部分. 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意见 

D.1. 简要说明如何征求地方利益相关方的评价意见及如何汇总这些意见 

由于本项目为低碳出行项目，其行业相关部门主要是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故识别

其为利益相关方。通过召开会议的方式，邀请北京市交通委员会 MaaS 及出行相关处

室、事业单位开展项目的评价意见咨询及意见征集，通过会议记录的方式汇总这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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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D.2. 收到的评价意见的汇总 

各利益相关方均非常支持百度地图开展低碳出行引导的活动，主要意见如下： 

（1）期望 MaaS平台尽可能纳入更多的绿色出行方式 

（2）期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项目活动，将平台建设成民众友好型的 MaaS

平台 

（3）建议加强数据真实性验证以及数据质量监控 

D.3. 对所收到的评价意见如何给予相应考虑的报告 

针对各利益相关方提出的意见，百度地图做出了针对性的相应，具体措施如下： 

交通委以及交研院等相关部门给出了指导意见如下： 

（1）期望 MaaS平台尽可能纳入更多的低碳出行方式 

百度地图作为综合性的 MaaS 平台，融合了公交、轨道、步行、骑行、智行等多

种低碳出行方式，可提供综合低碳出行方案。结合该意见，百度地图会将能提供服务

的低碳出行方式——公交、轨道、步行、骑行都纳入项目范围。 

（2）期望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公众参与项目活动，将平台建设成民众友好型的 MaaS

平台 

百度地图设置了一系列的宣传方案及精神物质奖励来吸引尽可能多的用户参与

到活动中来，具体宣传方案如下： 

1） 百度地图在端内各个运营位，引导用户参加低碳出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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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百度地图端内活动引导 

2） 百度地图联合手百等集团资源，进行市场宣传，扩大低碳出行的影响 

 

图 6：百度地图市场宣传 

（3）建议加强数据真实性验证以及数据质量监控 

百度地图会对参与低碳出行的用户进行严格的审核，对于公交用户要求打开下车提醒

或者行中导航，对于步骑行用户要求全程开启导航以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在数据质量

监控上，百度地图有线上数据实时监控系统，保证数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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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项目开发方的企业法人联系信息 

 

企业法人名称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十街 10号百度大厦 2层  

邮政编码  100085  

电话  01059928888  

传真  - 

电子邮件  - 

网址  www.baidu.com  

授权代表  - 

姓名  梁辉  

职务  地图高级商务经理  

部⻋ 地图业务发展部  

手机  13911065217  

传真  01059920061  

电话  01050818211  

电子邮件  lianghui02@baidu.c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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