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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季度 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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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碳市场观察涵盖2016年1月至3月期间的市场数
据信息。

内容要点
 · 截止2016年3月31日，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二级市场累计交易量达

0.62亿吨，成交额达到2.7亿美元，交易均价为4.41美元/吨。

 · 2016年第一季度，深圳、上海、北京、广东、湖北和重庆的成交量
与成交额明显优于2015年第四季度。深圳、北京、天津三试点在本
次报告期内的平均交易价格较上次报告期（2015年9月至12月）略
高。碳市场参与者纷纷着手收集和分析各自财务情况和能源消费等
生产信息，企业对自身配额短缺或盈余情况有力清晰的了解，由此
带来市场规模扩大和交易频率上升。

 · 深圳、北京、天津、广东、湖北和重庆试点在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
交易价格略微下降，主要是协议转让及拍卖占比提高，而协议转让
及拍卖的价格较低。 

 · 截止2016年3月31日，全国共计备案项目501个，签发项目100个，签发
减排量共计2,709万吨，从项目类别上看，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签发的
减排量，第三类项目均占主要地位，比重分别占到77%和81%。7个试
点CCER累计交易量达到4,158万吨，其中上海碳市场交易量最大，约占
全部交易量的71%。

 · 国家碳市场正在建设当中，预计于2017年初步建成。确保试点顺利
过渡是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重点任务中重要的一项，国家将按照“集
中统一、适度灵活”的原则与各试点碳市场进行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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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市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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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
（百万吨，2013年6月18日-2016年3月31日)

图2-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额
（百万美元，2013年6月18日-2016年3月31日）

图3.中国碳市场公开交易的成交均价(美元/吨)
（2013年6月18日-2016年3月31日）

深圳

试点碳市场
2013年6月18日至2016年3月31日，中国七试点二级市场累计
交易量达0.62亿吨，累计交易额约为2.7亿美元，交易均价约
为4.41美元/吨。公开交易和协议转让成交量分别占总成交量
的67%和33%，公开交易和协议转让成交量额分别占总成交额
的71%和29%。

2016年第一季度深圳、上海、北京、广东、湖北和重庆的成交
量与成交额明显优于2015年第四季度。受春节假期影响，七试
点在2月停市超过一周，但市场交易结果并未受到严重冲击，
上海、广东和湖北的交易在2月甚至出现了增长。

本报告期内，碳市场参与者纷纷着手收集和分析各自财务情况
和能源消费等生产信息，以对2015年进行年终总结，并向地方
统计局和发改委提交相关报告。这一行为为企业了解自身碳排
放情况提供了良好的机会。试点碳交易主管部门也开始陆续启
动碳排放核查工作。在排放报告和核查报告的基础上，企业对
自身配额短缺或盈余情况有力清晰的了解，这是1月至3月市场
规模扩大和交易频率上升的主要原因。

国家碳市场正在建设当中，预计于2017年初步建成。2016年
是全国碳市场运行前的最后一年，部分试点开始着手碳市场过
渡工作。北京宣布北京碳市场将在全国碳交易市场建成后继续
运行，消除了参与者有关市场存续情况的担忧，有利于其交易
的稳定性。此外，上海、广东和湖北将精力投放在配额远期产
品的开发上，远期产品对避免价格过度波动、提升市场流动性
和维持市场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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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日至3月1日。除广东
外，其他试点数据均为二级市场数据，包括公开交易和协议
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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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深圳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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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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上海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1日）

表2-上海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上海

表1-深圳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要点

 · 报告期内，深圳成交量4,309,211吨（占七试点总成交量
的36%）和成交额16,994,391美元（占七试点总成交额的
41%）。成交量和成交额均列七试点第一位。SZA15最为活
跃，SZA14紧随其后，SZA13表现差强人意。

 · 深圳公开交易成交92,104吨，成交额560,834美元。公开交
易成交价波动区间为4.63美元/吨至7.7美元/吨。报告期公开
交易成交均价6.09美元/吨（七试点最高）。

 · 协议转让成交频率远低于公开交易，但是成交量达4,217,107
吨，成交额16,433,558美元，协议转让成交均价3.9美
元/吨，低于公开交易成交均价。

要点

 · 上海共交易1,097,420吨配额，成交额3,211,889美元，分

别占七试点总成交量和总成交额的9% 和8%。SHEA15是

上海市场规模最大的配额种类，SHEA14仅成交2吨。

 · 上海试点公开交易量97,420吨，交易额131,889美元。报

告期公开交易成交均价1.35美元/吨，位居七试点末位。价

格波动范围为1.03美元/吨至1.74美元/吨。

 · 仅3月出现了协议转让成交：成交量1,000,000吨，成交

额3,080,000美元。虽然协议转让成交的交易频率远低于

公开交易，但成交量、成交额和成交均价明显高于公开交

易。

 · 春节后，SHEA15成交量在2月25日激增至21,300吨。

 · 3月15日，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了其配额远期产品的

设计方案，将在2016年第三季度推出。该产品的推出有利

于降低因缺乏流动性和配额过度集中造成了价格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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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广东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广东

要点

 · 广东共成交排放配额1,834,210万吨，成交额4,063,442美
元，分别占七试点总成交量和总成交额的16%和10%。本
报告期内，交易持续增长。

 · 广东排放配额公开交易成交量1,034,210吨，成交额
2,554,530美元。公开交易成交价波动范围为2.05美元/吨
至2.84美元/吨，均价为2.47美元/吨。

 · 协议转让成交800,000吨，成交额1,508,912美元。广东是
唯一一个每月都有协议转让成交的试点。

 · 广东3月29日举行了一场2015年度配额拍卖，共计成交50
万吨，成交额98万美元。成交价1.95美元/吨。

 · 3月28日，广东完成了其第一笔配额远期交易，也是中国
试点中的第一笔远期产品交易，开启了碳金融创新的新篇
章。

图6-北京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表3-北京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北京

要点

 · 北京共计成交587,939吨，成交额2,711,058美元，分别
占七试点成交总量的5%，成交额的7%日。

 · 报告期内，北京出现了七试点公开交易成交价格的最高
值，8.25美元/吨。北京公开交易成交价格波动范围为
4.99美元/吨至8.25美元/吨。北京公开交易成交均价位居
七试点首位，接近末位上海试点的4倍。

 · 27%的北京配额交易发生在线上，成交量156,940吨，成
交额886,609吨。

 · 73%的北京配额为协议转让成交：成交量430,999吨，成
交额1,824,449吨，成交均价4.23美元/吨，低于公开交
易成交均价。

 · 北京明确表示其碳市场将在国家碳交易体系2017年建成
后继续运行，增强了市场信心，维持了较高的市场价格。
此外，北京将其市场准入门槛降至5,000吨二氧化碳，并
增加了交通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市场规模。多项措
施并举，极大促进了履约前的交易增长。

表4-广东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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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要点

 · 重庆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共交易24,948吨配额，成交额
38,420美元，占七试点总成交量的0.21%，总成交额的
0.09%，所占份额仅高于天津。所有交易发生在线上。

 · 成交均价1.54美元/吨，仅高于上海。

图8-天津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表6-天津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天津

要点

 · 1月至3月，天津的表现都差强人意，仅成交了1,800吨，
成交额6,379美元，占总成交量和总成交额的0.02%。所有

表5-广东2015年配额拍卖数据
（2016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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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要点

 · 湖北公开交易4,060,235吨排放配额，成交额14,268,121美
元，湖北试点未公布协议转让交易信息，本报告以公开交易
代表湖北碳市场整体情况。湖北成交量和成交额占七试点总
成交的34%和35%，皆位居七试点第二（仅次于深圳）。

 · 湖北公开交易价格较为稳定，波动范围从3.25美元/吨至
3.67美元/吨，成交均价3.51美元/吨，稳定性仅次于天津。

 · 湖北是唯一一个每个交易日都有成交的试点。
 · 3月31日，湖北发行了其第一个配额远期产品，提升了碳市

场衍生品的多样性，为碳金融创新做出了贡献。新产品有利

于促进湖北市场流动性和投资热情。

表7-湖北二级碳市场数据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图9-湖北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2016年1月1日-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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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CCER项目类型（签发项目%）

图11-CCER项目类型（签发量%）

图12-已签发CCER项目地理分布
(tons CO2e)

CCER市场

根据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提供的信息，截止2016年3月

31日，公示CCER审定项目累计达到1,399个，备案项目501

个，签发项目100个，签发减排量共计27,095,273tCO2e。值

得注意的是，在7个碳市场CCER抵消规则下，风电、小水电、

太阳能光伏、林业碳汇等项目是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已 签 发 的 1 0 0 个 项 目 中 ， 第 一 类 项 目 2 0 个 ， 签 发 减 排 量

4,594,201tCO2e；第二类项目3个，签发减排量641,185 

tCO2e；第三类项目77个，签发减排量21,859,887tCO2e。

其中，风电项目43个，减排量为5,466,065tCO2e；光伏发

电项目5个，减排量为331,063tCO2e；水电项目23个，减排

量为9,129,015tCO2e；农村户用沼气项目12个，减排量为

1,510,331tCO2e；其他项目类型还包括余热发电、生物质发

电、林业碳汇等，签发项目相对较少。

截止3月31日，中国CCER累计交易量达到4,158万吨。其中，

上海碳市场交易量最大为2,959万吨，占到试点交易总量的四

分之三以上。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碳市场自履约期后CCER交易

频繁，几乎每周都有数笔交易，每天交易量均在万吨以上，而

北京等其他试点在履约期后几乎无CCER交易。七个试点碳市场

中，湖北和重庆没有公布CCER的成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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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追踪及分析
浅谈试点碳市场向全国碳市场过度面临的挑战

确保试点顺利过渡是全国碳市场建设工作重点任务中重要的一

项，国家将按照“集中统一、适度灵活”的原则与各试点碳市场

进行衔接。而试点现有碳交易体系与全国碳市场设计思路的差异

是试点过渡时面临的主要障碍。在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前的过渡

期，试点碳市场需要深入分析现有体系与全国碳市场建设思路的

差异，提前制定调整方案，明确各阶段的工作重点，确保与全国

碳市场顺利衔接。

要素 主要障碍 详细描述

立法 现行法规需要进行调整

由于与当前全国碳市场的设计思路存在一定差异，
试点碳市场需要基于全国碳市场的顶层制度设计对
重庆涉及覆盖范围、MRV、配额分配、抵消机制和
履约机制等的相关法规进行调整，配合中央对全国
碳市场的部署。 

覆盖范围

全国碳市场覆盖范围外的本地行
业是否一并纳入全国碳市场

如纳入，则需要商请国家发改委提出相应的行业核
算指南和配额分配方法，或商请国家对试点的方法
学进行认证并上升成国家方法学；
如不纳入，将其保留在本地碳市场，试点发改委就
需要同时管理两个碳市场，需要着重解决两个碳市
场体系的协调管理以及不同碳市场下企业之间的公
平竞争问题。

是否有全国碳市场纳入但本地尚
未纳入的行业

如试点包含此类行业企业，那么由于这部分企业对
碳市场的运行方法不熟悉，需要试点发改委向其明
确国家政策方向、着重进行动员和能力建设，并可
考虑将其纳入过渡时期碳市场中。

配额分配 配额分配方法学与国家方法学不

统一

在全国碳市场阶段，试点控排企业需要根据国家配
额分配方法重新计算配额量，这可能使得企业获得
的配额量紧缩，给企业履约造成较大压力。
建议试点尽快按照国家的分配方法开展试分配，并
将试分配结果及建议上报至国家发改委，在分配方
法的最终确立上为试点控排企业争取空间。

通过与全国碳市场设计思路的对比分析，试点在向全国碳市场过

渡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障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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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制定更严格的配额分配
方法

按照国家的配额分配思路，地方可在国家分配方法
的基础上设定更严格的配额分配方法，如设置更严
格的基准线和强度下降系数、设置有偿分配机制等。
采用更严格的分配方法可以进一步发挥碳市场作为
政策工具的减排作用，但也会给履约企业施加更大
的压力。

试点阶段配额结转至全国碳市场
政策不明

目前国家尚未明确试点剩余配额如何结转兑换全国
碳市场配额。
建议试点加强与国家发改委的政策沟通协调，争取
国家在公布配额分配方案的同时，能够就此问题提
出可操作的方案。

MRV

依据国家指南开展核算、报告和
核查

国家已经发布的行业核算指南和第三方机构核查指
南与重庆现行的规定均有差异，控排企业和第三方
核查机构需要尽早熟悉国家的要求，提前解决在实
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第三方核查机构是否需要重新备
案。

第三方机构及核查人员的备案条件与国家发布的参
考条件在注册资金、核查业绩和经验等方面的要求
有差异。据此，已经备案的核查机构是否还具有核
查资质、是否需要根据新的标准重新备案是地方主
管部门需要尽快决策的问题。

履约机制 是否为全国碳市场首次履约做好
准备

按照全国碳市场中央和地方两级管理的思路，辖区
内控排企业履约和处罚是地方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
之一。为此，试点主管部门要尽快确定纳入行业企
业名单，提前做好控排企业履约动员、完成企业注
册登记系统开户、确立监督执法机构等工作。

交易平台

申请全国交易平台需要主管部门
提供支持。

交易所独立申请国家平台时力量较薄弱，需要试点
主管部门在政策、资金等方面提供一定的支持。

交易所配套政策需要调整
随着国家碳排放权交易的顶层设计和实施细则的发
布，试点交易所需要积极调整或新增管理办法，以
适应全国碳市场的需要。

交易系统需要进一步完善
目前试点的交易系统只和本地登记系统连接，下一
步需要在技术上实现与全国统一注册登记系统的对
接，还有可能需要实现与其他交易平台系统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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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级市场）。因此，《中国碳市场观察》仅研究免费或拍卖后进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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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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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数据由对

市场交易方进行调研获得。

3. CCER项目、注册及签发信息来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此为CCER项目

各试点碳市场按照分配计划决定交易的配额年份。

4. 上海一次性发放三年配额（2013、2014和2015）。深圳和天津按照

年份发放配额。北京和广东每年都会发放配额，但不区分年份。

本报告的BEA和GDEA指的是2013年至2014年所有的北京排放配额和

广东排放配额。重庆分配2013年配额，但并不区分年份。CQEA-1

是重庆排放配额，在2014年5月28日至2015年12月31日期间有效。

湖北分配2014年配额，但没有使用年份，因此HBEA是湖北试点阶

段的配额，从2014年4月2日至2015年12月31日。

5. 人民币/美元的汇率是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