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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年中五个试点陆续完成履约之后，中国碳市场
趋于平稳。控排企业在下半年度主要进行碳资产管理的规
划，同时密切关注全国及所在试点地区的政策变动。本期
《政策聚焦》关注CCER限制性政策对市场的影响。《环保
桥观察》则着重探讨在履约第二年碳市场生态圈的变化。

为您提供新兴中国碳市场的形势政策和深度解读

政策聚焦
中国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CCER限制性政策分析
高志文1

一、CCER项目情况汇总及各地已有的限制政策
2012年6月13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办法规定了四
类项目均可以申请CCER，包括：
（一）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备案的方法学开发的减排项目；
（二）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批准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或者其他国际国内减排机
制下注册的项目；
（三）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前就已经产生减排量的项目；
（四）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但未获得签发的项目。
截止2014年11月3日，自愿碳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已公示CCER项目409个，项目数量和减排量按照上述四
类项目分类汇总情况见图1和图2：

图 1 按项目数量汇总

图 2 按项目减排量汇总

注：第三类项目由于是一次性签发，因此按照总减排量统计；其他三类项目均按照年均减排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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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试点发布的碳交易管理办法，均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CCER作为碳排放配额的补充，各试点已
有的要求如下：

表 1 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CCER 限制政策

试点地区

CCER 比例

CCER 要求
（一） 2013 年 1 月 1 日后实际产生的减排量；
（二）京外项目产生的核证自愿减排量不得超过其当年核发配额量的
2.5%。
优先使用河北省、天津市等与本市签署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建设、大气污染
治理等相关合作协议地区的核证自愿减排量；
（三）非来自减排氢氟碳化物（ HFCs ）、全氟化碳（ PFCs）、氧化亚氮（ N 2O）、
六氟化硫（ SF6）气体的项目及水电项目的减排量；
（四）非来自本市行政辖区内重点排放单位固定设施的减排量。

北京

5%

天津

10%

暂无限制

上海

5%

重庆

8%

暂无限制
来源于本省，且 项目应当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后投入运行（碳汇项目不受此
限），且属于以下类型之一：
（一）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
（二）清洁能源和非水可再生能源；
（三）碳汇；
（四）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废弃物处理等领域减排

湖北

10%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产生

广东

10%

70%以上来源于本省

深圳

10%

暂无限制

由表1可以看出，CCER的限制性政策主要分为如下几类：
1）项目所在地限制：如重庆、湖北仅接受本地的CCER项目；广东、北京则优先使用本地的CCER
项目，且作了最低量的限制要求；
2）项目类型的限制：如重庆、北京均不接受水电项目及工业气体项目产生的CCER；
3）项目时间的限制：如重庆不接受2011年1月1日前投产项目产生的CCER，北京不接受2013年1月1日前产
生的CCER。

二、CCER限制政策原因分析
CCER限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为了控制CCER的供给量，但各个试点的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

1、地域限制
湖北、重庆、广东和北京设置了地域限制，一方面是出于对本地低碳项目的扶持，另一方面是这些
区域有开发低碳项目的潜力；限于本地项目，并不会影响CCER的供给。北京设置地域限制，同样有扶持
本地低碳项目的意思，不仅如此，北京还引入了两个新的抵消机制:(1)节能项目的减排量；和(2)碳汇
项目的减排量（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审批，非CCER项目），地方保护主义色彩浓重。
天津、上海、深圳未设置地域限制，主要是因为这些区域发展低碳项目的潜力有限，仅仅依靠本地
的项目，则CCER的供给量不足，不利于降低控排企业的履约成本。

2、类型限制
重庆和北京都限制了水电项目和工业气体（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氧化亚氮
（N2O）、六氟化硫（SF6）气体）类项目。主要是为了限制CCER的供给。以水电为例，截止2014年11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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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仅第三类水电项目可产生的CCER总量约2,300万吨。而工业气体类项目，根据以往CDM的经
验，如HFCs项目，单个项目的年均减排量就可达到1 ,000万吨。另外，水电项目的环境影响，目
前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也是水电项目被限制的因素之一。

3、时间限制
中国自2004年已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的研究，截止2014年8月31日,中国已注册CDM
项目7,538个，占全球CDM注册项目总量的50%；签发CERs1 ,473,762,708tCO2e，占全球CERs签发总
量的60%，中国具有大量的CDM项目积累。
而CCER的第三类项目，由于其开发、审定、备案的流程简单，项目业主熟知CDM的相关规则
和要求，且开发成本低而备受投资机构或项目业主的青睐。由于受欧盟政策的限制，这部分CCER
的产生时间基本都在2013年1月1日前。由图2可以看出，仅仅第三类项目的总减排量就达6,500万
吨。而北京的碳排放配额总量才5 ,000多万吨，因此北京采取时间限制，以减少第三类CCER的供
给就不难理解了。
那么，从碳市场发展的角度来看，各试点区域是否应该采取CCER限制政策呢？
如前文所述，中国10年左右的CDM项目开发历史，为中国碳市场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项目开
发、审核、审批等经验，也培养了一大批的碳减排项目开发人才。但是，中国试点地区的控排企
业自2013年才开始认识和了解碳减排和碳交易。这样就产生了不均衡性，即作为碳排放权交易主
体的控排企业缺乏知识和经验，而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补充的CCER市场却人才济济，经验丰富。
中国碳市场发展的另一个不均衡性是中国实施碳排放控制的试点区域仅为7个，受控的年碳
排放总量约10亿吨；而作为补充的CCER项目却可以来自全国各地。仅以风电和光伏项目为例，
2013年中国风电、光伏的新增装机容量分别为18GW和11GW。如果这些项目全部被开发为CCER项目
（风电、光伏的年运行小时分别以2,000h和1,200h计算，电网排放因子以0.8tCO2e/MWh计算），
则年碳减排量约为风电3,000万吨、光伏1,000万吨，总量约为4,000万吨，这还不包括风电和光伏
的历史存量和以后的新增量。
这两个不均衡性，就导致了中国的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冷清，以2013年履约期为例，交易的
碳排放配额仅约1,000万吨（不包括广东拍卖的配额量）；而CCER市场却火爆异常，尽管国家发
改委才审批了4批，共备案87个CCER项目，但这些项目截止2014年年底可产生的CCER总量却已达
到了3,600多万吨。7个试点中，广东的规模最大，2014年发放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约为4亿吨，其
中10%可以用CCER抵消，即广东可消纳的CCER最大量才为4,000万吨。因此，为了维护市场的稳定
性，未出台CCER限制政策的广东、上海、天津、深圳可能同样会出台CCER的限制政策。

三、CCER限制政策影响分析
根据前文，目前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参与者主要集中在CCER市场，目前公示的CCER项目是400
多个，以每个项目到实现第一次减排量签发为节点，总共投入的成本约为8,000多万元（以单个
项目的开发成本20万元计算），这还不包括一些投机机构购买CCER所花费或承诺花费的成本。各
地试点地区CCER政策的限制，无疑会使一大批业主、投资机构和咨询机构无法收回投资，打击这
些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同时由于CCER供给受限，CCER的交易
价格随之走高，增加了控排企业的履约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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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市场设立的初衷是通过对环境影响因素的外部性进行定价，通过市场手段市场解决环境
问题、达到环境管理成本和效率的最优化。其核心是对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定价，如果定价过低，
则不能有效地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量。CCER作为碳交易市场的补充，更多地是调剂市场的运行。如果
由于CCER的供给量远远超过了市场的可容纳量，则会影响碳排放配额的交易价格，进而影响碳交易市场
的效用。因此从长远来看，各个试点采取限制政策，是有利于市场的发展的。

或许，我们可以从欧盟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获取一部分经验。欧盟碳交易第一履约期自2005年开始
至2007年结束，而第二履约期和第一履约期之间没有延续性，导致在2007年底时配额价格由于配额分
配富裕而大幅度跳水至接近为0。自2008年开始的第二履约期，在初始阶段配额价格一直处于高位，作
为补充的CER价格约为配额价格的70%；但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双重影响，欧盟经济长期低
迷，碳排放总量远远低于预期，导致碳排放配额富裕，自2011年开始其价格一路走低，最低跌至3欧元
左右。而CER的价格同样跳水，甚至更为严重，因为CER还受到了供给过量的影响，价格跌至几近为0。
EUA（欧盟碳排放配额）（图3）和CER的价格走势图（图4）如下所示：

图 3 EUA 价格走势图

图 4 CER 价格走势图

因此，控制CCER的供给，避免重蹈欧盟碳交易市场的覆辙，更有利于碳交易市场的长远发展，这
也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四、结论和建议
从短期来看，CCER限制性政策会影响国内碳交易市场的活跃度，打击投资者的信心，增加控排企
业的履约成本；但是从长期来看，CCER限制性政策的出台有利于调控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稳定碳交易市
场的发展。
此外，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还有待两个不均衡性矛盾的解决：市场需要进一步培育控排企业
碳交易市场的理念，进一步活跃碳市场的交易，通过市场手段发现价格，并有效地配置资源；另一方
面需要扩大碳交易市场的规模，并且使市场具有延续性，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后言
作为中国CCER市场的参与者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幸运，是因为CDM市场自2012年崩盘，紧接着
中国就启动了国内的碳交易市场，因此，还有很多期许。不幸，是因为中国短短3年的试点期，CCER的
参与者可能很难从中获益。2013年履约期结束时，中国未有一吨CCER参与抵消；2014年，如试点地区
都出台严厉的CCER限制政策，则这些参与者可能不仅不能获得收益，还要面临损失；2015年试点结
束，富裕的配额将挤走CCER的获益机会,我们只能期许全国碳市场可以和碳试点实现无缝对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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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变革的履约第二年
相较于第一年履约期时的关注程度，第二期履约期来临后，中国碳市场生态圈内的各类企业和
机构均将重视程度提升了一个数量级。一方面由于政府已一再表明计划在十三五期间建立全国范围
碳交易市场的决心，大家对中国碳市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另一方面，企业也从第一年的履约经历
中摸索出了经验教训，期待有准备地进入第二年履约大战。

飞速提高的关注度创造跨要素市场
履约第二年早已不仅仅是控排企业们的战场，碳市生态圈已经将各种参与方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未来的碳市场会是一个跨要素的市场。在经历了2013年和2014年上半年之后，中国碳市场基本建立起
了属于自己的成熟生态圈。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碳减排业务基本是清洁发展减排机制CDM的天下，
辅以少量VCS和GS等国际自愿减排指标。彼时，核心角色是减排项目的开发业主，辅以咨询机构、中
介和国内外第三方核证机构，业务链很单一。而如今，我国的碳市生态圈已形成了闭合回路，核心角
色和辅助角色相互交融，蓬勃发展。

制定规则

配额分配与获取

企业减排

开发碳抵销项目

排放权交易

政策制定及监管者
交易所

核心角色

交易所
控排企业/报告企业
项目业主
碳盘查报告编制

碳盘查报告审核

辅助角色

规则和机制咨询

项目开发

交易/中介

项目核证

代理

排放咨询

交易咨询

市场培训和宣传
信息提供与分析

与碳市相关的各类服务和产品也应运而生。从往昔单一的减排量申请服务发展为现如今多层次的
咨询服务，包括CCER项目注册及减排量签发，企业碳战略规划咨询，与碳市场及温室气体减排相关
的能力建设服务，企业碳盘查和碳中和服务，以及各种讯息服务平台的建立。
各类辅助角色的参与度也大幅度提高。举例来说，在CDM时代，我国对方法学的开发几乎无人问
津。但在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自主研发的CCER方法学，尤其是在过去很难落实的碳汇项目领域有了
长足的进步。再举例来说，由于过去的碳市场是他国搭台，我们配合执行，因此在世界其他地区开
始玩转碳金融的时候，我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理查德·桑德尔在《延伸品不是坏孩子》一书中激
情澎湃地描述了21世纪初期他带领了一群立志于环境金融创新的伙伴们创立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故
事，后来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一度带来了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创新浪潮。而现在我们国家的碳金融发展
先驱者们正站在当时桑德尔的位置，在中国碳市场逐步发展起来的盛世下，碳票据、碳基金、碳排
放权抵押贷款这些新名词不绝于耳，银行、金融机构跃跃欲试，碳市场正在朝令人激动的多元化方
向发展。

企业参与展现多元化格局
上一期《碳桥》我们分析了第一年履约情况。相较于今年年中履约的仓促，明年六月左右的配额
清缴程序会更为成熟。我们根据履约清缴时间截点简单制作了针对控排企业的履约规划时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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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识的红线显示，根据一般规划，控排企业在目前阶段应该对自己的配额缺口或盈余有一定的了
解，甚至对是否要购买签发的中国自愿减排量CCER应该都已做出了决策。相对于时间线前半段里各
个企业闷头盘算自己生产运营或是项目扩建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未来几个月里企业将更多地关
心市场上碳配额和CCER的交易情况，以及各个碳试点相较于第一年的政策变动。
准备期

运营监测期

核查清缴期

12.31

制定下一年度
碳排放监测计
划

12.31

纳管企业生产运营并进行，自身减排

编制上一年度碳
排 放报告

03.31 04.30

06.011

06.30

第三方碳
年度碳排
配额清缴
排放核查
放量审定
报告

新建扩建项目碳排放配额申请
关停并转项目已发碳配额的转移和交还

配额与核证减排量的开发与交易

注：以上海地区作为示范，其他地区可做类似的履约工作时间图

面对第二年履约期，许多企业已不再像第一年那样打无准备之战。碳资产管理的概念被越来越多
的企业接受和理解。碳资产不仅仅是狭义上的碳排放权配额和碳抵消减排量（CCER），更多的是映射
了未来碳市发展的趋势：排放数据、碳交易知识、碳行业相关人才、节能减排技术、低碳品牌和声
誉...这些广义的碳资产都将越来越渗入到碳战略规划中，成为企业完成当年履约和规划未来碳战略
的必要条件。
组建一个完整的碳资产管理团队已经或将会成为企业的当务之急。在为企业提供能力建设服务
时，我们发现由于许多企业过去并没有专职负责温室气体减排或是碳足迹盘查等相关业务的团队，目
前相关业务都是从不同部门调派一两位员工负责。我们建议一个完整的碳资产管理至少需要来自于四
个部门的员工组成：质量管理、能源/新能源、采购、财务。参考过去欧洲企业参与欧盟碳交易市场
（EU ETS）的经验，采购往往在能源及排放权交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我国的控排企业来说也是
类似的，来自采购部门的员工往往决定了一家企业以怎样的策略参与碳交易市场：是仅仅履约就好，
还是积极参与二级市场，亦或是通过采取“CCER置换配额”的策略为企业赢得更多利益和参与度？
早在2007年，碳交易业界权威研究机构Ecosystem Marketplace曾经出版过一本自愿减排市场导
论<Voluntary Carbon Markets：A Business Guide to What They Are and How They Work>。当
时，书中将我们所处的碳交易市场按照交易主体是否具有强制减排义务分为强制减排市场
(compliance market)和自愿减排市场(voluntary market)。书中主要阐述了自愿市场为何将会带动
温室气体减排机制的革新。现在再回首看这本书，我们会发现两点问题：1）compliance (直译为服
从、遵从)这个词片面地定义了履约市场，容易让群众产生“被迫、不得不去做”的感受。事实上，
履约市场有许多值得我们创新的地方，多样的碳战略和碳衍生产品会使得这个市场十分丰富多彩。
2）强制市场和自愿市场并非水火不容，相互对立。随着履约试点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了
解了低碳减排，对未来发展自愿减排、自愿测算碳足迹、开展碳中和都具有积极作用。
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将在履约第二年看到更多的企业不单纯满足于“履约”，中国碳市场将会呈
现“被迫履约转为积极参与，强制减排带动自愿减排”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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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贤纳士
职位二：项目实习生

职位一：项目经理
主要职责

主要职责

1、负责CCER项目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开发。包括
但不限于：负责编写项目设计文件、指导客户准备

协助项目经理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开发咨询
工作。

项目材料、协同第三方审定机构进行项目审定和减
排量核查、准备项目在国家发改委备案的文件材料
等。
2、中国碳交易市场其他相关工作，包括但不限
于：面向企业的培训工作、行业研究等等。

参与同中国国内碳市场相关的其他工作，包括
但不限于：项目数据统计分析、市场研究、文件翻
译等。
职位要求

职位要求

每周上班至少三日，能够到岗五日者优先。

1、环境或其他相关专业，硕士毕业，英语水平优

工作认真负责，学习能力强，能够应对多任务

秀。

工作环境。

参与过CCER、CDM或其他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开

环境或其他相关专业优先，英语水平优秀。

发者优先，即编写过项目设计文件或减排量报告，

对中国及国际碳交易市场具备一定了解，或从

熟悉项目开发流程。

事过低碳技术、温室气体减排量计算等工作者将优

工作认真负责，细致，计划性强。

先考虑。

能够适应定期国内范围出差。

关于环保桥
作为碳市场专家，环保桥在中国及国际市场有着超过七年的市场经验。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提供灵活的合作模式，包括碳交易（CDM/VCS/GS/CCER）项目开发一站式服务，指标开发、购买
和交易，碳盘查，低碳战略规划咨询等。我们提供中国及世界其他地区最前沿的碳市场分析研
究，帮助我们的客户把握市场发展最新动态。

联系信息
德国慕尼黑
中国上海

澳大利亚墨尔本

Tel: +86 21 6246 2036
Fax: +86 21 2301 9950
Email: china@climatebridge.com
上海市静安区延平路121号三和大厦19D

Tel: +61 3 8684 9933
Fax: +61 3 9620 1418
Email: australia@climatebridge.com
Suite 207 Level 2,546 Collins St.
Melboure VIC 3000, Ausralia

Tel: +49 (89) 23519320-1
Email: munich@climatebridge.com
Room 3.23, St.-Martin-Str. 53-55
81669 Munich, Germany

更多咨询
一般问询:

网站问询:

info@climatebridge.com

webmaster@climatebridge.com

提交减排项目:

媒体问询:

projects@climatebridge.com

public.relations@climate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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