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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津履约清缴于7月25日正式完成，
五大试点首年履约终于落下帷幕。本期《政策
聚焦》将带您梳理分析首年履约期内的市场情
况和政策调整。明年将会是七大试点首次集体
履约，市场将会受到更多的考验。本期《环保
桥观察》会着重聊一聊即将签发的中国自愿减
排量CCER对中国碳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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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提供新兴中国碳市场的最新资讯和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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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中国碳交易试点首年履约
易碳家期刊 2014-07-25报道

现有的七个试点中，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天津5处迎来首个履约期。但仅有上海、深圳试点在
法定期限内完成履约，其他三地均延后。
北京碳市场于6月27日正式结束履约，但未公布
最终的履约情况。此前根据北京市发改委发布的《关
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北京试点的
履约时间为6月15日之前。
6月30日，上海和深圳两地履约完毕。上海市发
改委分别发布公告称，上海碳市场191家企业已100%

系统提交足额配额，完成履约义务并公布了履
约企业名单, 深圳履约率为99.4%。
天津和广东分别将履约最后时间推迟至7月25日
和7月15日。天津碳市场企业履约率为96.5%，广州
的履约率为98.9%。
对于深圳、上海、北京、广东、天津这五个市
场而言，履约标志着碳市场首年运行的结束，也是
一次对市场设计的最终总结和考验。
来源：http://www.tanpaifang.com/tanjiaoyi/2014/0725/35826.html

履约。
6月30日也是深圳碳交易履约期的最后一天。深
圳排放权交易所于当日发布消息称，截至2014年6月
30日23时，该市已有629家管控单位通过注册登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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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体系基本建成

七大碳市场年度交易报告
环保桥 2014-8-1 报道

中国政府采购报 2014-07-17 报道

自2013年以来，北京、上海、广东、深圳、湖

北京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于6月

北、天津、重庆7个省市陆续开始碳排放权交易

30日正式发布。这标志着北京市基本建成了较为

试点，总量规模近8亿吨，覆盖企业约2200家，

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的基本制度。

配额量占各地区排放总量的30%~40%，试点期至

办法规定，该市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交

2015年结束。截至8月1日，中国碳市场累计成交

易主体是重点排放单位及其他自愿参与交易的单

量约1254.37万吨，累计成交金额约137021.38万

位。交易产品包括碳排放配额、经审定的碳减排

元。

量等。该市适时开展跨区域交易。

启动日期
6/18/2013
11/28/2013
12/19/2013
12/19/2013
12/27/2013
4/2/2014
6/19/2014
合计

试点
深圳
北京
上海
广东
天津
湖北
重庆

截至日期
8/1/2014
8/1/2014
8/1/2014
8/1/2014
8/1/2014
8/1/2014
8/1/2014

累计交易量(吨)
1,623,696
2,000,073
1,553,460
1,200,096
1,059,618
4,961,767
145,000
12,543,710

累计交易额(元)
111,437,161.4
988,311,663.0
60,917,272.7
65,208,457.4
21,859,863.0
118,021,850.0
4,457,500.0
1,370,213,767.5

办法明确，市发展改革委应当对符合本市规定
条件的第三方核查机构予以备案，建立第三方核
查机构目录库，并加强动态管理。重点排放单位
应当委托目录库中的第三方核查机构对碳排放报
告进行核查，并按照规定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核
查报告。第三方核查机构应当按照相关规定开展
核查工作。

数据来源：各试点交易所，环保桥分析整理。
来源 http://news.hexun.com/2014-07-17/166737515.html

上海碳市场将会允许投资机构“进场”

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
国家发改委 2014年7月15日 报道

21世纪经济 2014-07-21 报道

6月30日，上海碳交易试点首年履约以100%的
履约率宣布完成。这是国内第一个公布履约进展、
履约结果的试点，也是唯一一个纳入企业全部按期
履约的试点。

2014年7月15日，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成立大会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国家发展
改革委气候司孙翠华副司长和国家标准委工业一部
丁吉柱主任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上宣读了
国家标准委对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

据主管上海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上海市

批复，并向委员颁发证书。与会委员审议讨论并原

发改委秘书长周强说上海碳市场将会允许投资机构

则通过了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章程、

“进场”，

秘书处工作细则、标准体系框架以及第一届委员会

投资机构进来之后也是大家机会平等

的一个过程，现在推投资者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工作计划。

投资机构进入的确会提高市场的不确定性，但

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主要负责碳

同时对于市场的流动性、便利性是有好处的。其实

排放管理术语、统计、监测，区域碳排放清单编制

不少企业是了解这一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方法，企业、项目层面的碳排放核算与报告，低碳

如果参与投资的人多了，有利于价格形成，配额的

产品、碳捕获与碳储存等低碳技术与设备，碳中和

投资价值就会产生出来。

与碳汇等领域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对口国际标准

来源

化组织二氧化碳捕集、运输与地质封存技术委员会

http://money.21cbh.com/2014/7-21/1NMDA0MDRfMTIzOTc1NA.html

（ISO/TC265）和环境管理技术委员会温室气体管
2

理及相关活动分技术委员会（ISO/TC207/SC7）。
第一届全国碳排放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由27名委
员组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副主任邹骥担任主任委
员。
来源 http://qhs.ndrc.gov.cn/gzdt/201407/t20140717_619058.html

截至昨天晚上，上述5家单位都没有在市碳
排放交易所开通碳排放交易账户。
百盛、统一等5家企业将接到市节能监察大队
开出的一纸罚单。这将是自去年11月，碳市场正
式开市交易以来开出的罚单。而随着越来越多碳
排放超额的单位入场交易，目前市场上的碳排放
交易价格出现上涨的势头。
来源

百盛、统一、微软等企业碳排放超标被罚
北京晚报 2014年7月2日 报道

7月2日上午，北京市节能监察大队派出四组人
员，分别对百盛商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摩比
斯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北京统一饮品有限公司、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和北京世邦魏理仕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共5家单位进行现场监察。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bj.xinhuanet.com/bjyw/20

14-07/02/c_1111428179.htm）

政策聚焦
五大碳交易试点首年履约大考
余丰毅

庄雯洁1

随着7月28日天津发改委对碳排放履约情况的公告,除了北京暂无明确履约公告外，连同其余各
试点地区都交出中国第一次碳排放权交易履约的成绩单。排除湖北和重庆还未要求在今年履约外，
从今年五月之来，尤其是随着履约截止日期的临近，各试点都为了能让控排企业顺利履约绞尽脑
汁，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和政策。以下将对这些干预政策做简要分析。
先把焦点聚焦在最早启动碳交易的深圳，首批纳管635家工业企业，碳排放量约占全市碳排放总
量的39%。从深圳发改委的通知中可以看到3，直到今年5月7日，深圳仍有部分管控企业未提交碳排
放报告和工业增加值数据。随后在5月27日，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出台了第001号配额拍卖公告，拍卖
数量为20万吨，底价为当时市场平均价格的一半。并规定拍卖参与者只能为2013年度实际碳排放量
超过实际确认配额的单位，且申报数量不得超过实际碳排放量与实际确认配额之间差值的15%。虽
然那次拍卖的中标配额将被直接冻结，以专门用于履约，并不能自由在市场里流通。但可以发现自
发布此拍卖公告之后深圳碳价就再没回来当日最高的74.99元。考虑到最终配额总量是比去年预发
量减少8%4，深圳市场干预的效果颇为明显。在规定时间内，深圳共有631家企业完成2013年度碳排
放履约工作，企业履约率达到99.4%，配额履约率达到99.7%。

1

联系作者：yu.fengyi@climatebridge.com, zhuang.wenjie@climatebridge.com
http://www.chinatcx.com.cn/tcxweb/pages/news/news_info.jsp?article_id=2618
关于天津市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纳入企业2013年度碳排放履约情况的公告
3
http://www.cerx.cn/Portal/home.seam
关于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相关事宜的通知
4
企业一开始获得的配额数量是其预测的工业增加值乘以碳强度，但履约期末，要以该企业实际的工业增加值乘以碳强度得到企业实际可获得的配额数量。
2

3

与深圳相似，上海在临近履约前举办配额竞价有偿发放显得耐人寻味5。上海大部分规定都与深圳类似，

但值得注意的是竞价底价为上海市场平均价的1.2倍，时间为常规履约结束后的6月30日。这招不可谓一石双

鸟，一来是对企业高价履约的明显政策导向，随后几日碳价立刻见涨。二来虽然最后成交结果仅为7220吨，
与58万吨发放总量相距甚远6，但却给了之前内部程序没走完无法到市场购买配额的企业最后的履约机会。这

为最后上海试点企业最终100%圆满完成履约清缴画上句号！

广东 2013年度控排企业碳排放配额清缴期限由6月20日推后至7月15日，甚至在最后两周周末都没休市，

以让控排企业更方便履约 7。广东最后一次配额有偿竞价发放为2014年6月25日 8。最后广东首次碳配额的企

业履约率为98.9%，配额履约率达到99.97%。其中有2家企业没有完成履约。但值得注意是，其间有18家企
业由控排企业转为报告企业。
天津则经过了两次履约截止时间的调整，第一次推后至7月10日，第二次至7月25日，最终仍有4家企业未
能履约，履约率为96.5%。这与天津违约企业不会遭受行政罚款或许有些关系。违约企业只是三年内不能享受
优先融资服务、申报国家循环经济、节能减排等相关扶持政策。
北京目前未有履约情况官方公告，但据了解截止至6月27日北京试点的履约情况并不十分理想。北京会给

予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单位一定宽限。7月2日北京发改委节能监察大队前往五家未履约的企业进行取证，
作为之后开出罚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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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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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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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履约企业

天津
履约企业

未履约企业

3.51%

1.09%

98.91
%

96.49
%

图 1 2013 年深圳、上海、广东和天津碳排放企业履约率

图2中统计了各试点从各碳交易开始日起到履约结束的累计碳配额成交金额和成交量。其中汇总了北京截止
到7月25日的碳交易数据统计，累计成交量200万吨，成交额9863万元，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相当大部分为协议交
易。
经历了首次跌宕起伏的中国碳交易履约大考，我们可以看出开市时间最早的深圳凭着一路上升的价格，成
为累积成交金额最大的今年履约试点。上海则在排除机构和个人投资的情况下，控排企业顺利全部履约。广东
和天津在宽限了履约截止日之后较好地交上了答卷，且广东试点在有偿拍卖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北京由于其

5

http://www.cneeex.com/detail.jsp?main_colid=215&top_id=213&main_artid=6647
关于有偿发放上海市2013年度碳排放配额实施清缴期调控的公告
6
http://www.cneeex.com/detail.jsp?main_colid=215&top_id=213&main_artid=6694C
上海市2013年度碳排放配额清缴工作圆满完成，履约率100%
7
http://www.cnemission.com/article/news/jysgg/201407/20140700000747.shtml
关于7月5日-6日、7月12日-13日交易市场不休市的公告
8
http://www.cnemission.com/article/news/jysgg/201406/20140600000744.shtml
2013年度广东省碳排放配额有偿发放（第五次）竞价情况
4

地区特殊性面对更为复杂的环境，在履约过程中势必经历了不少坎坷。
总体而言，五大试点首年履约情况良好，今年履约过程中的政策调整和市场情况相信都将给明年七大试点
的履约以及未来碳市场的发展带来宝贵的经验和启迪。

注：北京统计的截止日期为 2014 年 7 月 25 日

图 2 各地截止各履约时间累计成交额和成交量

环保桥观察
CCER的签发将对中国碳市场带来何种影响
随着中国碳市场早期启动的五个试点在今年6月和7月开始第一次清缴，启动初期相对平静的碳交易市场
逐步活跃起来。从图3可以看到，五个履约碳市场的交易量从今年五月份涨幅增大，仅五月的交易量达到了
之前总和的一半。而在接近履约期的6月和7月交易量更是大幅度的提升，仅6月份的交易量就达到之前所有
累积交易量的三倍。体现出各地的控排企业在面临合规清缴的压力下积极寻求履约的态度。
同时，如图4所示，七大试点的配额价格，包括湖北和重庆这两个明年才会进行第一次履约的碳市场，
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以6月30日为例，配额交易收盘价最高的是深圳市场，为65元，几乎是当天湖北
市场配额交易收盘价的三倍。这既反映出各地碳市场运行的相对独立性，也说明各地碳市场在设计和运行中
的存在一定区别。
从理论上来说，碳配额的价格应该最终取决于减排成本。而碳交易机制的设定初衷也是希望通过市场手
段找到最合适的交易价格，从而以较低的成本高效地实现整个社会的减排。但事实上，除了减排成本以外，
碳价在形成过程中还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配额发放的松紧程度，市场的开放度，参与者的期望与积
极性，抵销机制设定的比例与供货状况，甚至包括当地的经济发展策略等。因此目前各地碳市场的价格相差
较大不足为奇。但是，随着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的签发并进入中国碳市场进行交易，这种局面有可能
会发生一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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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 7 月 24 日协议交易量 659116 吨。
图 3 五个履约碳市场的交易量 –截止 2014 年 7 月 25 日

图 4 各试点碳市场配额交易价格–截止到 2014 年 7 月 25 日
目前，各试点碳交易的品种比较单一，都只能进行配额的现货交易。而随着CCER的签发上市，各地交
易所可以基于CCER设计出更多的交易产品和交易模式，比如CCER的现货交易，CCER和配额的置换等。而且
即使只是CCER，也可能产生不同类别的CCER交易产品。从抵销机制的原理上来讲，控排企业可以在允许的
份额之内用CCER抵销等量的碳排放，相当于等量的碳配额。由于各地碳市场对于CCER的准入规则不同（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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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致不同类别CCER的价值出现差异。所以，对于各试点的交易所可以考虑是否将CCER按照不
同类别区分为不同的产品，例如通用CCER和不可用于本地清缴的CCER等。
随着碳市场交易产品的丰富，就会有更多的相关方（如业主，投资方或是咨询方等）参与到碳市
场，同时带动更多的机构甚至是个人参与到市场运作与交易当中，从而有效地促进整个碳市场的流
动性。考虑到CCER的供应将会是一种相对比较持续的状态，因此CCER将会相对均衡地推动市场流动
性，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平抑今年交易过度集中在接近履约截止期的这一状况。
另外，CCER的上市也会对各地碳市场的价格产生一定的影响。
首先，碳市场的价格体系将变得更为复杂。之前谈到碳价可以等同于配额的价格，但是随着CCER
的上 市，交易种类的增多，以后即使谈到同一地区的碳价，也必须明确是指配额的价格，还是CCER
的价格，甚至哪种CCER的价格，或是哪种碳交易产品的价格等。这给碳资产管理带来更大挑战的同
时，也给市场的参与者带来了更多增值碳资产的可能性。当然，这需要更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才能发
现和把握这些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产生的机会。

表一各试点碳市场
使用要求
上限比例

上海
配额的 5%

深圳
配额的 10%

地域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项目类型

无限制

无限制

CCER 准入规则

北京
湖北
广东
天津
配额的 5% 配额的 10% 配额的 10% 配额的 10%
50% 需使用 需使用来自 70% 需使用
来自北京的
本省的
来自本省的
无限制
CCER
CCER
CCER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无限制

重庆
配额的 8%
需使用来自
本省的
CCER
非水电

其次，CCER的上市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各地配额价格的走势。如前文分析所述，各地配额是由
各地方政府分配的“地方性”产品，相对独立，虽然彼此在心理层面会对价格有一定的相互影响，
但实质上配额无法在各试点间流通，这种心理层面对价格的影响还不明显。但是CCER是由国家发改
委签发，相当于“全国性”产品，即使部分试点对可用于清缴的CCER类型做出了一定的限制，但并
不能完全妨碍CCER在全国市场的流通性。之后一旦有CCER获得国家发改委签发，进入碳市场进行交
易，则会在各试点市场之间扮演类似连通器的作用，将原本相互独立的区域性碳试点在一定程度上
连接起来，并很可能缩减目前各地碳市场的价格差异。这种作用很有可在以下几个方面逐步体现：
1) 目前各试点碳市场的配额价格不同，意味着可达成的CCER交易价格的上限不同。因为对于买
家，尤其是控排企业来说，只要CCER的价格低于配额，就可以实现更低成本的减排，理论上讲就是
可执行的交易。所以在CCER供应市场的初期，CCER供应紧缺，各地市场信息不完全对称，在不同试
点区域可能会存在不同的CCER价格；
2) 同类CCER价格在不同试点出现差异后，则会有更多的CCER量流向价格较高的地区，增加该区
域的CCER供应，进而拉低该地区的CCER价格；相反原来CCER价格较低的区域，在CCER供应减少后，
价格会升高。最终随着CCER供应逐渐充足后，同类CCER在不同地区的价格将会逐步趋同；
3) 但是因为部分试点地区对可用于清缴的CCER类型有不同的限制，使不同类型CCER的价值出现
了差异，而这种差异也会体现在不同类别CCER的价格上。比如广东试点允许控排企业在清缴时使用
不超过10%的CCER，其中产自广东以外的CCER量不能超过3%。这就有可能导致未来在广东交易的产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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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CCER价格高于非广东CCER的价格；
4) CCER的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到配额的价格。第 2）点中谈到，原来CCER价格较低的
区域在一段一段时间后价格有可能增高，如果不是出现CCER和配额价格倒挂的情况，那么这种
CCER价格的升高就有可能“顶起”原来较低的配额价格。比如目前湖北碳市场的配额价格较低，
而一旦其它试点的CCER成交价高于湖北的配额价格，那么即使湖北本地的CCER也有可能流向其他
地区，这就有可能会促使湖北本地的配额价格升高，以便给本地CCER的成交价格留有更大的上限
空间。而对于原本配额价格较高的地区，随着CCER的上市，相当于市场的整体供应增大，在需求
不变的情况下，配额的价格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拉低”。所以，各地的配额价格的差异会
逐步缩小。
以上的分析主要是基于配额和不同类型CCER的价值，以及它们的供需关系来讨论的，但实际
市场的发

展，会远比上述的发展更为复杂，也会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比如配额发放的松紧程

度–配额发得越松，那么市场对CCER的需求越小，则CCER对市场的影响也会越小；或者不同市场
间CCER的流动成本–如果CCER在不同试点间的进入和退出会有较多的限制，那么也会影响到上文
所述的CCER的“连通”作用。无论如何，CCER的上市，都会让中国整个碳市场更加完善，也会让
进一步降低减排成本成为可能。具体CCER会对中国碳市场产生什么样的作用，让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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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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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上海

澳大利亚墨尔本

德国慕尼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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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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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媒体问询:

projects@climatebridge.com

public.relations@climatebridge.com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