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碳市场观察
2016年2月 第三期

《中国碳市场观察》旨在为PMR出资国及参与国提供中国试
点碳市场最新市场动态、碳市场核心政策、国家自愿减排项
目进展及交易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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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项目数还是签发的减排量，第三类项目均占主要地位。CCERs累计交
易量3,247万吨，其中上海交易量占到四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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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提出各省2016年在
全国碳交易建设过程中的重点工作及相应的时间表。同时，为各省
顺利开展相关工作，为各省报送历史排放数据及纳入企业提供技术
指导（含MRV技术问答平台）。
1 201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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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碳市场
图1-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
（百万吨，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2013年6月18日至2015年12月31日，中国七试点二级市场累
计交易量达4,979万吨，累计交易额约为2.3亿美元，交易均价
约为4.66美元/吨。公开交易和协议转让成交量分别占总成交
量的72%和28%，交易额分别占总交易额的76%和25%。
履约期后，七试点碳市场跨入新的发展阶段。除上海外，其他试
点9月开始市场逐步回暖，交易量一度达到履约结束前的水平，
但交易增高趋势未能持续，进入10月后交易量再次下滑。究其原
因有二，其一是市场经历剧烈震荡后进入调整期，导致交易走
低；其二是信息周期作用，企业尚未掌握全年碳排放信息，无法
判断配额的盈余或短缺情况，从而导致交易低迷。履约期后，试
点开始采取保守型交易策略来消化履约遗留影响。由于上海和深

图2-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额
（百万美元,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圳允许留存过往年度配额进行交易，所以两试点在调整期的交易
相对其他试点较为活跃。湖北碳市场较其他市场恢复速度较快，
主要得益于大量个人投资者对交易规模的拉升。
试点碳市场交易价格经过一段时间自我调整后，趋于稳定。本
次报告期内，北京、深圳交易均价位居第一梯队，分别是6.44
美元/吨和6.07美元/吨，但价格波动大，重庆交易价格一直处
于较低水平，约为1.07美元/吨。
本报告将就七试点碳市场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和总结。除特殊
说明外，数据的报告期均在2015年9月1日至12月31日。除广

图3.中国碳市场公开交易的成交均价(美元/吨)

东外，其他试点数据均为二级市场数据，包括公开交易和协

（2013年6月18日-2015年12月31日）

议转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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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深圳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要点
·· 2015年第4季度，深圳碳交易配额（SZA13，SZA14,

SZA15）

二级市场总成交量235.3万吨、总成交额1,428.6万美元，分
别位列七试点碳市场的第二位和第一位。其中，SZA14最为
活跃，占深圳二级市场总成交量的75.4%。
·· 其中，公开交易成交量达225.98万吨，交易额1380.9万美
元，公开交易成交价在4.1美元/吨至7.25美元/吨之间波
动。2015年12月9日，SZA14的公开交易成交价达到了报告
期内七试点的最高值，7.25美元/吨。
2 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所有的交易，包括协议转让（Over the Counter Transaction, OTC）都必须在交易平台进行交易（交易所）。
因此，本篇内容中的OTC指的是在交易所注册和清算的交易，交易双方在价格和成交量上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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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协议转让成交量达9.3万吨，成交额47.7万美元。协议转让

要点

成交频率远低于公开交易。
·· 上海排放配额公开交易和协议转让成交量合计66.9万吨，

·· 与其他试点相比，深圳同时发放了三年的排放配额，并允

约占七试点总成交量的8.51%，成交额137.2万美元，约

许市场参与者的存储配额用于未来交易，增强了深圳碳市

占总成交额的4.35%。履约期后，SHEA15逐步成为上海

场的流动性。

试点碳市场的主要交易产品。
·· 上海试点公开交易为5.9万吨，交易额12.3万美元，成交均

表1-深圳二级碳市场数据

价偏低，仅为2.08美元/吨，率高于重庆。其中，SHEA14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价格比较稳定，基本保持在1.8美元/吨；SHEA15波动较
大，浮动区间在1.54美元/吨至3.47美元/吨。
·· 协议转让成交量相对较高，成交量为6.1万吨，成交额
124.8万美元。协议转让成交均价为2.05美元/吨，略低于
公开交易成交均价。
·· 履约期后，由于排放单位对2015年排放情况尚不了解，导
致上海碳市场交易相对低迷。

图5-上海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上海

表2-上海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6 上海碳市场公开交易数据从2015年1月到4月15日。
7 2015年1月至4月15日期间北京碳市场公开交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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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广东

要点

要点

·· 本报告期内，北京配额交易全部为公开交易，总共成交3.4

·· 广东试点二级市场共成交排放配额139.6万吨，成交额

万吨，成交额达22.1万美元。有将近一半的交易量是在9月

342.8万美元，分别占七试点总成交量和总成交额的

完成的。

17.75%和10.88%.
·· 其中，公开交易成交量70.9万吨，成交额177.2万美元。

·· 日均成交价由7.17美元/吨跌至5.18美元/吨，但在12月末出
现反转，上升至6.25美元/吨。报告期内，北京排放配额均

报告期内，公开交易成交价略高于履约期成交价，并在9月

价为七试点最高，约为重庆（价格最低试点）价格的3倍有

初出现明显增长趋势，上涨至3.03美元/吨。
·· 协议转让仅发生在9月：成交量68.7万吨，成交额165.6万

余。

美元。尽管协议转让交易频率远低于公开交易，但成交量

·· 自2015年10月起，北京碳市场表现相当低迷。对于个人投

和成交额大致相当，公开交易以微弱优势取胜。

资者来说，虽然高的交易价格极具吸引力，但个人投资者还

·· 2015年9月21日和12月21日广东举行了两次配额拍卖，共

不足以影响整个市场的运行情况。

成交60万吨配额，成交额143万美元。交易价格从2.48美
元/吨降至2.31美元/吨，高于同期公开交易成交价。
·· 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在报告期内交易总量为199.5万吨，交
易额为349.7万美元。
图6-北京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 9月17日，广东省发改委发布了《广东省2015年度碳排放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配额有偿发放方案》（见附件1）。此次，广东省首次根据
前期市场价格设立了政府保留价，并规定申报量小于当期
发放量时所有申报均不成交。这项规则的调整意味着广东
省的配额将反映二级市场的价格。此外，本年度广东省有
偿配额数量大幅减小，由2014年度的800万吨缩减到200
万吨，有偿配额的稀缺性可以提升二级市场的活跃度。

图7-广东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表3-北京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8 广东碳市场公开交易数据从2015年1月到4月15日。
9 天津碳市场公开交易数据从2015年1月到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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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表4-广东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要点
表5-广东2015年配额拍卖数据

·· 天津2015年度排放配额公开交易成交1.42万吨，成交额5.1

（2015年9月21日、12月21日）

万美元。日均成交量均低于500吨。
·· 天津排放配额均价为3.57美元/吨，价格区间为3.45美
元/吨-3.72美元/吨，报告期内波动差值仅为0.27美元/吨，
是七试点中差值最小的试点。
·· 天津碳市场规模持续走低，在试点碳市场中处于弱势。

重庆
图8-天津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要点
··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在报告期内共交易9,217吨配额，成交
额1.57万美元，占七试点总成交量的0.01%，总成交额的

表6-天津二级碳市场数据

0.04%，所占份额最小。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 成交均价1.7美元/吨，是七试点最低水平。
·· 报告期内，重庆碳市场仅有8个成交日。
·· 2015年11月30日，重庆市发改委下发了2015年度碳排放配
额。此次配额分配重庆试点仍然采用企业申报的办法，未引
入基准线法或祖父法进行配额的分配。重庆也是唯一仍采用
申报方法进行分配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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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图9-湖北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要点
·· 湖北试点在本次报告期内未公布协议转让的交易信息，此处
仅对公开交易进行分析。
·· 湖北公开交易配额为344.2万吨，成交额1241.5万美元，以
表7-湖北二级碳市场数据

43.77%稳居七试点之首。成交量较大，但价格偏低，总体

(2015年9月1日-12月31日）

成交额仍低于深圳试点。
·· 公开交易价格波动范围为3.09美元/吨-3.98美元/吨，与履
约期相比小幅下降。
·· 2015年11月25日，湖北公布了2015年度排放配额分配方
案。湖北将采用基准线法分配的行业由电力扩大至水泥、电
力、热力及热电联产。湖北试点在发放2015年配额的同时
还发放了部分2016年配额用于交易。此外，湖北试点配额
管理的企业由2014年的138家扩大到167家。目前，2015年
配额分配方案尚未对市场造成影响。
·· 湖北试点严格的配额管理机制有效的约束了企业行为，促使
企业进行持续交易。同时，金融创新提升了市场参与者的热
情,提升湖北市场的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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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CCER项目类型（签发项目%）

CCER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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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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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公布的数据，截止2015年12月
31日，公示CCER审定项目累计达到1240个，备案项目341个，

Wind
Hydro

3.61%

签发项目83个，签发减排量共计25,044,551tCO2e。值得注意

40.96%

3.61%

的是，在七个试点碳市场CCER抵消规则的影响下，风电、小水

Household biogas
CMM power generation

电、太阳能光伏、林业碳汇等项目将会成为接受度较高的项

Waste heat power
generation

目。

Biomass energy

14.46%

在已签发的83个项目中，第一类项目17个，签发减排量435万

Nature gas power
generation

吨tCO2e；第二类项目3个，签发减排量64万吨tCO2e；第三类

Solar PV

项目63个，签发减排量2,005万tCO2e。其中，风电项目34个，

Forest carbon sink
Gas-fired cogeneration

25.30%

减排量为473万吨tCO2e；光伏发电项目2个，减排量为8.8万吨
tCO2e；水电项目21个，减排量为898万吨tCO2e；农村户用沼气
项目12个，减排量为1,510万tCO2e；其他项目类型还包括余热

图11-CCER项目类型（签发量%）

发电、生物质发电、林业碳汇等，签发项目相对较少。

0.35%

截止12月31日，中国CCER累计交易量达到3,247万吨，其中上海

6.03%

碳市场交易量最大2,465万吨，占到试点交易总量的四份之三以

4.41%

0.26%

0.02%
Wind

35.86%

上。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碳市场自履约期后CCER交易频繁，几

7.21%

乎每周都有数笔交易，每天交易量均在万吨以上。根据上海环

Hydro

Hyd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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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te heat pow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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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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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信息，CCER交易通常采用协议转让的方式
进行，投资机构是主要的参与者。目前，上海试点CCER价格为

CMM power
generation
Waste
heat power
generation

11.79%

Household
bio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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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美元/吨。湖北和重庆没有公布CCER的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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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ar PV

Solar PV

Gas-fired co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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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已签发CCER项目地理分布
(tons CO2e)

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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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

天津

上海

深圳

政策追踪及分析
国家发改委发布重要通知，推动国家统一碳市场建立
2016年1月19日，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

4.

国家发改委将继续组织各地方、各相关行业协会和中央管

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

理企业，结合工作实际，围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各个

[2016]57号）。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的有关部署，

环节，深入开展能力建设，针对不同的对象，制定系统的

根据“十二五”规划《纲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培训计划，组织开展分层次的培训，重点培训讲师队伍和

的任务要求，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取得了阶段性进展。2016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并发挥试点地区帮扶带作用，为全国

年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攻坚期，国家、地方、企业上下联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行提供人员保障。

动、协同推进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确保2017年启动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实施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此，通知明确提出了2016
年国家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点工作及时间表，并提供了有指导性的
技术文件。

出拟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名单；2）对纳入企业的历史碳
排放进行核算、报告与核查；3）培育和遴选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
员；4）强化能力建设。
提出拟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名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电力、航空等重点排放行业。参与企业主体为上述重点行业
2013至2015年中任意一年综合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万吨标准煤
以上（含）的企业法人单位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地方
主管部门对符合上述要求的企业进行摸底，于2016年2月29日
前将符合通知要求的企业名单报送至国家发改委，作为确定纳
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的参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明确了省级发改委、行业主管部门及央
企的任务，规定了历史排放数据报送核查的截至时间以及相关
的技术支撑平台，为历史排放数据报送核查提供指导和支撑。
建设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采取其他措施协助中央直属企业（央企）
为参与全国碳市场做准备。2016年1月，国际排放交易协会应国
家发改委委托，通过其市场准备商业伙伴关系（BPMR）平台，
组织了50家中央直属企业、30家国际公司共同探讨碳排放交易
机制议题。受邀国际企业向中国企业分享了其参与碳市场的一
手经验和教训。参与的中方企业遍布未来国家碳市场纳入的大
部分行业，包括电力、石化、航空、钢铁、水泥、造纸。国内

报告模板及基准年。通知要求地方主管部门组织管辖范围内拟

外企业就参与碳交易体系的关键要素、配额管理策略、基于项

纳入企业按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的要求，

目的碳信用等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分年度核算并报告其2013年、2014年和2015年共3年的温室
气体排放量及相关数据。此外，根据配额分配需要，企业须按
照通知提供的模板，同时核算并报告上述指南中未涉及的其他
相关基础数据。地方主管部门于2016年6月30日完成企业排放
报告、第三方核查报告审核，并按将相关数据报送至国家发改
委。
3.

核查的问题做统一答复。技术交流平台确保了规则的一致性，

这项通知是全国碳市场目前最综合、最详细的说明，对碳市场

市场第一阶段将涵盖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

2.

台，包括网站和热线电话。组织专家对利益相关方关于报告和
确保不同省份之间二氧化碳的同质性。

通知指出，2016年国家碳交易市场建设的重点工作包括：1）提

1.

此外，国家发改委还建立了关于数据报送和核查的技术问答平

培育和遴选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通知进一步要求企业上报
的数据由地方发改委负责挑选第三方核查机构及人员，根据通
知要求进行核查。国家将加快研究制定第三方核查机构管理办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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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中国七试点配额分配方法
无偿分配
试点

有偿分配

免费
拍卖
基准线

祖父法

占比

深圳

部分发电行业、天然气、供水、制造业

其他发电行业

100%

N/A

上海

电力、航空、机场、港口

其他行业

100%

N/A

北京

新增设施

既有设施

100%

N/A

广东

发电行业纯发电机组、燃煤热电联产、
水泥行业的水泥粉磨工序和熟料生产工
序、钢铁行业的长流程钢铁生产

电力行业热电联产机组、
水泥行业的矿山开采工
电 力 生 产 : 95%
序和熟料生产工序、石
钢铁 , 石化 , 水泥 :
化行业的石油加工和乙
97%
烯生产、钢铁行业的短
流程钢铁生产

天津

新增设施

既有设施

100%

N/A

湖北

水泥、发电、供热、热电联产

其他行业

100%

N/A

重庆

2014 年：800 万吨
2015 年：200 万 吨（ 价 格 参 考 二 级 市 场
价格）

100%

按照企业年排放量

N/A

数据来源及方法学
1.

在七个试点碳市场中，只有广东使用拍卖方式为控排企业分配配额

CCER项目信息的官方网站。CCER交易数据来自于媒体及七个试

（一级市场）。因此，《中国碳市场观察》仅研究免费或拍卖后进

点碳市场的交易方。

行流通的配额（二级市场）。在七个试点中，交易方只能在官方设

4.

计的交易平台（交易所）进行公开匿名交易。协议转让由交易方对

放三年配额（2013、2014和2015）。深圳和天津按照年份发放配

配额数量和价格达成一致后，在交易平台进行注册及清算。
2.

额。北京和广东每年都会发放配额，但不区分年份。本报告的BEA

七个试点碳市场都会发布公开交易信息（日成交量、成交额和平均

和GDEA指的是2013年至2014年所有的北京排放配额和广东排放

价格）。但七个试点发布协议转让交易信息在数据可获得性及发布

配额。重庆分配2013年配额，但并不区分年份。CQEA-1是重庆排

方式上有所不同：上海和天津会公开发布所有的协议转让交易数

放配额，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有效。湖北分

据；广东、北京和深圳在汇总基础上公开发布，因此要通过公开交

配2014年配额，但没有使用年份，因此HBEA是湖北试点阶段的配

易数据计算得出；湖北不公布协议转让数据，报告中的湖北协议转

额，从2014年4月2日至2015年12月31日。

让数据由对市场交易方进行调研获得。
3.

各试点碳市场按照分配计划决定交易的配额年份。上海一次性发

5.

CCER项目、注册及签发信息来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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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是0.16。

附录2：七个试点碳市场抵消规则比较
试点

抵消信用类型

使用规则

地点限制

时间和类型限制

深圳

CCER

不超过年度审定排放量
的10%

——

CCER要产生于现存或计划中的可
再生能源及新能源项目、清洁交通项
目、海洋碳汇项目、林业碳汇项目、
农业减排项目

上海

CCER

不超过配额数量的5%

纳入企业的CCER项目不能
使用

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生

北京

CCER；节能项目和
林业碳汇项目的核证
减排量

不超过配额数量的5%

年度京外CCER数量不超过
50%，优先使用来自与本市签
署合作协议地区的CCER，包
括湖北和天津

CCER、节能项目减排量
于2013年1月1日后实际产
生；HFCs、PFCs、N2O、SF6气
体及水电项目除外

广东

CCER

不超过年度审定排放量
的10%

70%以上的CCER来自于广东
省省内项目

CO2、CH4至少占50%；水电，
煤、油和天然气（不含煤层气）等化
石能源的发电、供热和余能利用项目
除外；pre-CDM项目除外

天津

CCER

不超过年度审定排放量
的10%

北京、天津和湖北的CCER
项目优先；天津纳入企业的
CCER和其他试点省市的
CCER项目不能使用

pre-CDM项目和水电项目除外

湖北

CCER

不超过配额数量的10%

仅限使用湖北境内产生的
CCER

仅包括小型水电项目

重庆

CCER

不超过年度排放量的8%

——

2010年12月31日后投入运行（碳汇
项目不受此限）；水电项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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