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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随着五个地区试点首年履约期临近
以及CCER项目批量公示，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持续升
温。“新国九条”的出台也为碳金融发展奠定了基
石。本期“政策聚焦”关注了北京以及其他试点首
次履约前夕的动态。“环保桥观察”除了详细总结
了迄今为止的CCER项目公示情况以外，还特别邀请
了Sven Kolmetz 博士来同我们探讨一下大家密切关
心的空气污染问题与碳交易市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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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动态
首批两个风电CCER项目进入监测公示期
碳道 2014年5月14日报道

5月14日，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更新了减

排量备案板块，首批获得备案的两个风电项目进入监
测报告的公示期（2014.05.14-2014.05.21，共7

国内首单碳债券“花落”中广核
国内碳金融市场迈大步
上海证劵报 2014年5月8日报道

5月8日，中广核风电公司规模10亿的中期票据

天）此时距6月份各试点集中履约到期已不到50天。

正式发行。该票据与深圳碳排放交易所联合发布，

这是中国自主碳交易体系下，首批CCER项目进入监测

浮动利率与碳收益率挂钩。这是国内首单碳债券，

报告公示阶段。这两个风电项目分别是内蒙古巴彦淖

也是国内碳金融市场突破性的创新。

尔乌兰伊力更300兆瓦风电项目和甘肃安西向阳风电

具体来看，根据上海清算所5日披露的中票募集

场项目，总计年减排量为84.86万吨。根据公示的监

说明书，本次发行的中期票据期限五年，主要投向

测报告，监测期内实际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为124.11万

银行间市场。票面利率采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结

吨，比项目设计文件中预估的监测期内减排量少了52

合方式，其中浮动利率与公司5个风电项目未来5年

万吨。今年的3月27日在信息平台上公示成功备案。

碳资产预期收益率挂钩，浮动区间为5Bp到20BP

自成功备案至监测报告公示近75天。

(基点)。若期内发行人碳收益等于或低于50万元，

来源 http://ideacarbon.org/archives/20831#rd

截至发稿时,全国共有16个CCER项目成功备案,其
中包括5个由环保桥开发且已进入监测报告公示期的
项目。

浮动利率将执行5bp；若高于200万，浮动利率则执
行20bp；介于这两者之间的按实际收益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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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国九条”将推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
上述五个项目分别是均为49.5MW的内蒙古商
都项目、新疆吉木乃一期、民勤咸水井项目、乌

阿思达克财经 2014年5月12日报道

力吉二期项目以及35.7MW的台山（汶村）风电

国务院印发的《关於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

场。中广核风电公司预测，如果CCER为8元/吨

发展的若干意见》(新国九条)提出到2020年，基

-20元/吨，未来五年每年的最低碳收益都将超过

本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规范透明、稳健高

50万的最低限，最高将超过300万。

效、开放包容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以提升产
业服务能力和配合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来源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5/08/c_126474909.htm

环保桥也参与了上述某个项目的交易。

为重点，继续推出大宗资源性产品期货品种，发
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
配合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

重庆碳方案出台
允许个人和机构参与交易

适应资本市场风险管理需要，平稳有序发展金融
衍生产品。逐步丰富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股票
期权品种。实施公开透明、进退有序的证券期货

21世纪经济报 2014年5月5日报道

业务牌照管理制度。支持证券期货服务业、各类

目前，重庆碳排放权交易时间依然未确定。

资产管理机构利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产品、业务

“有可能是5月下旬，也有可能是6月上旬”，一位

和交易方式。稳步开放境外个人直接投资境内资

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据了解，目前重庆

本市场，有序推进境内个人直接投资境外资本市

市纳入范围为2008-2012年任一年度碳排放量超过2

场。适时扩大外资参股或控股的境内证券期货经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所有工业企业，不包括建筑和

营机构的经营范围。

交通，总共纳入数目为240家左右。
配额量约为1.3亿吨
据悉，重庆碳排放交易配额总量为1.3亿吨二氧

来源 http://www.aastocks.com/SC/News/HK6/65/NOW.604259.html

从目前至2020年，中国碳市场将由7试点向全

国铺开，届时或形成成熟的碳市场和衍生工具。

化碳当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配额总量控制
制度是控制所有试点企业配额之和，并非要求每个

广东第四次配额拍卖仍有企业未参与

企业碳排放绝对量逐年减少。企业每年所获配额是

或有新的拍卖计划

在政府年度配额总量控制目标下，根据企业年度需
求量申报等因素确定。
CCER比例设置为8%

碳道 2014年5月5日报道

5月5日，广东碳排放权交易所完成了广东省
2013年度第四次配额有偿发放竞价活动的第三批

从权威部门获悉，CCER使用比例为8%，并且有

拍卖，仍有部分企业未参与此次拍卖。

区域的限制，相关减排项目需要为重庆本地。除此
之外，受偏好项目为非水电项目的可再生能源，水

当日有偿配额发放总量为239.1645万吨，有效

电项目已经明确排除。同时，重庆方面也鼓励配额

申报量为52.8796万吨，39家控排企业和新建项目

管理单位使用林业碳汇项目等产生的经国家备案并

单位竞价成功，竞买总量为52.8796万吨。本次发

登记的减排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控排企业

放的竞买底价为每吨60元人民币，最高申报价格

以外，重庆方面也允许机构与个人参与交易。

为72元人民币，最低申报价为60元人民币，平均
报价为61.09元人民币，竞买统一价为60元人民

来源

币，总成交金额为31,727,760元人民币。

http://money.21cbh.com/2014/5-6/0NMDA2NzZfMTE1NjI0Ng.html

截止目前为止，除了上海试点以外的其他试点

按照历次拍卖情况统计，广东省至今已拍卖
976万吨配额，共累计有178家/次企业参与了竞拍

均向个人投资者开放。
2

并获得配额。广东省共纳入242家控排企业，其中
含有新建项目企业40家。目前仍然有约64家企业尚
未获得有偿配额。这部分企业未解冻其免费配额，
无法进行配额交易及履约工作。
按照规则，广东省需要完成总计2900万吨13年
有偿配额的拍卖，仅企业配额的有偿拍卖量就有
1050万吨，至今广东省拍出的配额量少于1000万
吨。因此，预计广东仍有可能在短期内举办配额竞
价发放。
来源
http://ideacarbon.org/archives/20668#rd&sukey=f64bfa68330f696ade
64cc535a5fca91e093819eff6df1e5b2a7e0a763438ff55543d8be6a60268c3f
6da538ab6d8aa6

除了广东以外，湖北、深圳也举行过配额拍
卖。最新消息称六月初深圳举行的首次拍卖交易
惨淡，底价成交7.5万吨。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发布碳交易市场指数
新华社 2014年5月2日报道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４月３０日发布置信碳指
数。该指数旨在反映我国多个碳交易市场总体走
势，有助进一步巩固上海作为国内碳交易试点区的
市场地位。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
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即把二氧化碳排
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为实现减排目标的二
氧化碳排放权交易，简称碳交易。
据 介 绍 ， 此 次 发 布 的 置 信 碳 指 数 （ Zhixin
CarbonIndex） 采 样 范 围 涵 盖 全 国 碳 交 易 试 点 市
场，综合反映全国碳交易试点市场的整体运行状况
和碳价变动，将成为国内碳交易指数化投资和衍生
品开发的参考依据。该指数由上海置信碳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负责研发。
按照国家发改委《关于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工作的通知》，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
广东等省市已获批开展碳交易试点工作。2013年11
月26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已正式启动上海市碳
排放交易。
来源 http://www.sh.xinhuanet.com/2014-05/02/c_133304882.htm

京津冀等五省有望破冰区域碳交易
北京商报 2014年5月5日报道

一直频繁被相关部委领导提及的区域碳交易机制
有望率先在京津冀等华北五省形成。日前，国家发
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明确表示，今年我国
碳交易工作的重点不在于开辟新的试点，而是探索
在区域内进行碳排放交易。苏伟以京津冀等区域为
例表示，比如以京津冀为中心辐射华北五省市，探
索区域性碳交易规则和机制，为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做铺垫。
虽然不少试点区域的碳交易已经步入正轨，但与
能充分激励节能减排项目的投资和运行的初衷还有
不小的距离。具体而言，中国人民大学环境金融学
院教授蓝虹表示，由于每个开展碳交易的城市交易
仅局限在本城市之中，因此作为市场主体的不同产
业间、产业内不同企业间差异性小，容易造成企业
间供需极不平衡，无法形成活跃交易的市场状态。
在蓝虹看来，目前京津冀乃至整个华北五省实现
区域碳交易的难点主要在于交易总量的设定和配额
的分配比例。“各省市如果要形成统一的碳交易市
场，就要确定一个总单位的交易总量，并在各方都
认可的情况下确定初始配额的分配方法，而治污能
力相对不足、企业排放量较高的城市肯定希望获得
更多的配额。”
来源 http://www.bbtnews.com.cn/news/2014-05/05000000137810.shtml

除开京津冀抱团，有消息称江浙未来也可能并入

上海实现地区性交易。与此同时，低碳试点也已在
全国全面铺开。目前我国已确立的6个省区低碳试
点、36个低碳试点城市。

深圳非现货交易或年内推出
公共交通将纳入碳交易
水晶碳投 2014年4月29日报道

近日，率先在全国开展碳交易的深圳又传出新消
息：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
融公司（IFC）签署合作备忘录，正在酝酿推出创新
性碳交易产品。据预测，非现货交易产品有望于年
内推出。
此外，在双方的签约仪式上，深圳市副市长、深
圳碳交易“总设计师”唐杰透露，深圳碳交易履约
元年，实际履约配额将比去年预发放给控排企业的
配额总量减少8%。唐杰还透露，今年深圳将会把公
共交通纳入碳交易。
来源 http://money.21cbh.com/2014/4-29/2NMDA2NzZfMTE1MTQ2N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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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聚焦
排放权交易履约规则
蔡琳嘉1
自2013年6月深圳碳排放交易所正式开始碳交易起，中国碳交易试点陆续展开。历时一年，除了湖北和重
庆之外，其他的五个试点省市都迎来了首个履约期。为了让首次履约高效严格的执行，2014年5月6日，北京
市发改委下发《关于规范碳排放权交易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2，将依此规定
对碳排放权交易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北京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履约规则上起到了带头表率的作用。

《规定》依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情节、主观和客观等因素明确了不予处罚、从轻处罚、一般处罚及从重
处罚等四种处罚情形。另外，对于逾期未完成履行控制排放责任的重点排放单位，将根据其超出配额许可范
围的碳排放量按照北京市碳排放权场内交易前六个月成交均价的3至5倍予以处罚。

序号 违法行为

违法情节

适用主体

1

责令限期 5 个工作
日内报送碳排放报
告

年能源消耗
不予处罚
2000 吨标准煤
（含）以上的法

无

逾期仍未报送碳排
放报告

人单位

从轻处罚

3 万元以下

一般处罚

3 万元~4 万元

从重处罚

4 万元~5 万元

不予处罚

无

从轻处罚

3 万元以下

一般处罚

3 万元~4 万元

从重处罚

4 万元~5 万元

不予处罚

无

从轻处罚

按照市场均价的 3 倍
对超出配额许可范围
的排放量予以罚款

一般处罚

按照市场均价的 4 倍
对超出配额许可范围
的排放量予以罚款

从重处罚

按照市场均价的 5 倍

2

未按规定报送
碳排放报告

未按规定报送

责令限期 5 日内报

第三方核查报
告

送第三方碳排放报
告

重点排放单位

逾期仍未报送第三
方核查报告
3

重点排放单位
超出配额许可

在责令期限 10 个工 重点排放单位
作日内完成履行控

范围进行排放
的

制排放责任
逾期仍未完成履行
控制排放责任

适用情形

处罚幅度

对超出配额许可范围
的排放量予以罚款
1
联系作者：cai.linjia@climatebridge.com
2

http://news.bjx.com.cn/html/20140512/51000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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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处罚规定不存在追溯性，因此条例中的部分规定对今年北京的履约行为意义不大。此外，市发改委是
否会在履约期结束后根据今年的企业完成情况而公布相应的处罚名单还是个未知数，我们认为将履约完成情况
公开透明化能够为碳交易市场奠定良好的基石，有利于今后各地乃至全国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同时，对于其他
的履约试点省市，我们也期待看到出台类似于北京的处罚机制，我们会持续关注其他试点的处罚力度和适用情
形，以及各地在碳交易形成处罚规定中异同点。
另一方面，有消息称北京市对CCER抵消项目可能设置限制条件，以避免产生由于供应过量而导致的价格崩
盘。例如，禁止使用水电、工业项目、弃用2013年1月1日之前产生的减排量、限制减排量的产生地区等。虽
然，鉴于目前CCER的备案情况，CCER抵消项目对今年六月的履约期影响很小，但是尽早地对CCER抵消项目在
试点地区的使用出台明确的规则，有利于CCER市场发展，便于控排企业有效地对合适的CCER项目进行采购，
以及进行碳资产管理规划。
除了北京以外，其他各地都尚未出台具体详细的行政处罚规定。上海提出了违规企业10万元的惩罚，而其
他各地仅在配额调控方面体现各自的独创性：
深圳经过一年的试点之后，发现可能出现配额过剩的问题。目前核查机构已大致完成了对控排企业的核查,
结果显示,深圳今年实际履约的配额总量将在去年预发放3300万吨的基础上削减8%。由于这8%的配额是直接
扣除,所以不会出现在交易市场上,从而也不会稀释碳价。
然而，在广东省，却有着另一番不同的局面。按照其规定，控排企业需要以60元的价格购买3%的配额之
后才可以免费得到剩余的97%的配额。在5月5日，最有一次拍卖结束后，242家控排企业中仍然有64家没有购
买3%的配额量，其中大部分的企业所持有的态度是不愿意参与或是没有资金购买有偿的配额。目前，广东省
开始在考虑一些应对措施，例如举行另一次的拍卖以及利用拍卖所得帮助企业进行节能减排。
近期将要启动的重庆碳交易的细则处于即将试水阶段。其在碳排放气体的定义和监管部门的纳入相较于其
他6个省市有着全新的设计。重庆成为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唯一一个纳入六大类温室气体的地区，其它六
个试点均只纳入二氧化碳排放。同时，重庆也是目前唯一一个明确金融主管部门作为交易所监管部门的试点，
有利于加强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工作。
纵观而论，各个试点相继出台的各项措施无疑都是在为其碳市场的良性发展提供必要的保障。由于实施过
程中总是难以避免有意想不到或是无法面面俱到的情况，规则的进一步细化将会是未来必然的趋势。实际裁量
过程中对规定的解读和操作流程也将会是排放企业所关心的重点。

环保桥观察
CCER项目开发情况概览
董建 庄雯洁3
六月临近，意味着一批试点城市即将迎来首年履约清缴。在这个时间截点，越来越多人将目光投注到国内
正如火如荼进行着的CCER开发上。虽然到目前为止仅有两个风电场CCER项目的监测报告开始了公示 4，意味着
首年采用CCER协助履约的可能性很小，但随着越来越多的CCER项目开始公示，人们愈发关注CCER项目对市场活
跃度的积极意义。

3

联系作者：dong.jian@climatebridge.com, zhuang.wenjie@climatebridge.com
http://203.207.195.145:92/zylist.aspx?clmId=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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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2014年5月23日，全国共有185个CCER项目完成项目设计文件PDD的公示，2个项目完成备案。也就是
这2个第一批完成备案的项目最先开始了监测报告的公示。首批完成备案的项目均属于第三类CCER项目，即获
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为CDM项目且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前产生减排量的项目，两个项目合计申请减排量超
过120万吨。
目前公示的CCER项目中，第三类项目占据主导地位，共公示82个项目。紧随其后的是第一类项目，即采用
经国家发改委备案的方法学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共公示67个项目。第二类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为CDM
项目但未在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注册）和第四类项目（在联合国注册但减排量未获得签发）相对较少。图一
统计了截止至5月23日，全国四大类别CCER项目的公示数。

图一 四类CCER项目公示统计
对于第一、二、四类项目由于计入期取备案时间和发电时间较晚者，所以这些项目目前几乎没有有效CCER
产生。因此表一仅统计了第三类（注册前）项目的预估减排量，总量超过4000万吨CO2e。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预估减排量可能同未来实际签发减排量存在一定差异。

图二 公示CCER项目数地理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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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分布角度来看，七大碳交易试点内的项目为33个，试点外项目为152个。其中湖北试点和广东试点的
公示项目明显较其他试点多，申请情况更为活跃。图二统计了公示CCER项目的地理分布。其中红色柱状图表示
七大试点的项目公示数量。
再就第三类CCER项目申请量来看，较为有趣的是，与公示项目数量不同，七大试点地区中申请量拔得头筹
的是深圳试点，紧随其后的是上海试点。而其他试点地区的CCER申请量很少。但目前深圳和上海暂时都没有对
今后采用CCER项目履约的CCER来源地做明确要求。图三根据第三类项目申请CCER的量进行了地理分布统计。其
中红色柱状代表试点区的第三类CCER项目申请量。

图三 第三类公示项目CCER申请量地理分布
今后，随着监测报告公示拉开CCER项目签发序幕，以及各试点地区对使用CCER项目来进行履约的要求逐步
具体明确，未来我们对CCER抵消机制对试点市场的影响会逐步清晰起来。

气候变化与空气污染-异流同源
Sven Kolmetz 博士5

空气污染也许是中国各大城市面临的最紧急挑战，主要和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黑碳和其他悬浮颗粒有
关。如果我们从国际视角来看待黑碳和二氧化硫，我们会发现中国显然是一个热点地区。而其他很多地区同样
受灾严重，比如巴西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因为中国过度依赖燃煤发电且工业产量占据巨大份额，家用炉子和
燃烧木材更可能是污染的主要来源。二氧化硫相似地显露于全球其他工业化地区，见下图。除了煤炭之外，石
油和柴油是也这部分污染的主要成因。
5

Sven Kolmetz博士为环保桥技术总监，同时兼任联合国项目发展论坛副主席。Kolmetz博士在清洁能源行业拥有20多年从业经验。
本文为Kolmetz博士在2014年CLEAN AIR DAY活动中的发言总结。联系作者：sven.kolmetz@climatebridg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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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成因涉及花粉，火山灰和砂砾。而扬沙在北京则更为普遍，深入的客观原因是源于汽车排放和建筑
的灰尘。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虽然空气污染来源多种多样，但大部分的污染源于化石燃料（煤和石油）的燃
烧，涉及电力，工业生产，运输和热力行业。如果我们可以消除这些污染源，我们显然能在空气污染物治理
方面更上一层楼。
十分有趣的一点是，空气污染的来源也同样导致了气候变化！两者之间的关联不容忽视。全球变暖（本
文主要探讨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而非迟早要发生的自然气温波动）是由一些吸热气体例如二氧化碳，甲烷以
及其他使我们的蓝色星球变成巨大温室的气体所造成的。由于二氧化碳是由化石燃料燃烧造成的，也就是说
我们减少煤，石油和汽油的燃烧就可以同时与空气污染和全球变暖这两个挑战作斗争。此外，黑碳会吸收很
多太阳辐射，因而也要为气候变暖负部分责任，尤其是在冰川因此而融化的喜马拉雅地区。另一方面，二氧
化硫正在减弱全球变暖效应。 这意味着，脱硫和过滤会在二氧化硫方面减少空气污染但同时增强气候变化！
这实在是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可以同时抵御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只要我们用了正确的方法——尽可
能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
每人每天都可以这么做，不能干等相关政策法规的出台（当然了，如果政府能执行所需的行动这将是多
有裨益的） 例如，我们可以靠地铁，火车和自行车通勤而不是汽车，以此避免二氧化碳，氮氧化物，黑碳和
因车辆行驶制动磨损而产生的道路扬尘。我们也可以关掉空调来避免许多用于发电的煤的使用。在夏天我们
真的需要如此低的室内温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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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正如你们所看的那样，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更可持续地享受生活，并且鼓励他人也采用健康的生活
方

O式。你也许会说这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我想要改善这个情况，其他人可能仍旧在使情况恶化，所以

总的来说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是的，那不假，但当雾霾一类的问题袭来，全地区没有一个人能幸免，
包括你和我。必须要有一些人来做一些事，让人欣慰的是一些事正在发生。
2014年中国政府在七个试点省市开展了碳交易的新方案，上海是较早启动的省市之一。 在新方案中，如

果重点污染者没有得到足够配额，他们将不能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如果因为业务的壮大而需要排放更多二
氧化碳，他们就必须买更多配额。也就是说污染物被贴上了价签同时被最高上限所控制。

一定数量的配额（上海是5%）可以用CCERs（来自认证注册项目的经核证的减排量）来抵消。每个CCER
等于一吨在其他地方被认证的CCER项目减少的二氧化碳。例如，如果一个项目开发者用一家新风电厂替代了
一家燃煤电厂，那么减排的量就可以被卖给污染者同时风电场可以以此牟利。污染不会超过既定的上限而且
通常绝对的上限会被降低来确保长期内污染的减少。
在上海，这些配额在上海环交所进行交易，在那里污染的价格被确定。然而，由政府驱动的碳交易体制
只能覆盖全上海总排放量的36%，因而每一个上海市民都对剩下的64%负有责任。
幸运的是，针对个人的碳交易方法已经问世，名为碳中和体制。通过该体制，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支持已
登记的项目例如可再生能源来抵消每天自己造成的碳排放。这意味着，你和我可以不仅仅减少自身造成的排
放，甚至可以超过这个范围使碳能够中和。实际上，在我们缓和气候变化的同时，我们也大大减少了其他空
气污染物。我们也可以走的更远：我们可以购买碳中和产品和服务。如果我们把消息传开来，有更多人参与
进来，上海可以实现碳中和以及所有必需的改变：从过时的化石燃料燃烧到先进的可再生能源，从尘土飞扬
的车流到清洁的电动汽车，从污染严重的产业到可持续生产的制造商融资成功。我不能说这一切很容易并将
快速进步，但能不能跨出第一步取决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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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