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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二级市场累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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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吨。进入第二个履约期后，北京、广东、上海、深圳和
天津试点从2015年3月后交易进入活跃期，较第一个履约季交
易活跃期提前3个月。这反映出各试点纳入企业对碳市场履
约规则更加了解，前期准备更加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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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报告期内，除湖北外，其他六个试点碳市场的交易价
格均呈下降趋势。从2015年1月至4月的2.94美元/吨至8.87美
元/吨，下降到2.18美元/吨至7.93美元/吨。价格出现回落趋
势主要是由于试点碳市场向全国碳市场过度阶段出现的政策
不稳定性造成。其中，试点碳市场和全国碳市场之间是否会
出现空档以及试点阶段配额在全国碳市场阶段是否可用成为
影响交易价格的主要因素。如2017年后试点碳市场不能继续
运行，纳入企业大部分会选择将配额全部卖出，而不是继续
持有配额，进而导致交易价格下跌。

•

截至2015年8月31日，中国自愿减排项目已公示的项目签发
数为70个，签发减排量共计20,642,388tCO2e，其中74%为preCDM项目。本年度试点企业也首次使用了CCER进行履约，
七个碳交易试点CCER累计交易量达到1,100万吨。

•

2015年7月29日，国家发改委气候司组织召开了《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听证会，就涉及的行政许可问题
进行讨论。该条例提交国务院批准后，将为全国碳市场建设
及运行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此次听证会的举行对于保证
国务院支持并最终通过条例具有重要意义。

•

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25日宣布中国将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
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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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碳市场交易以来截至2015年8月31日的数据。

1

履约期是指纳入企业集中完成配额缴纳义务的时间段。
例如，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第二个履约年份为2014年1月1
日至2014年12月31日，各试点碳市场要求纳入企业在次年
的六月或者七月之前缴纳上一年的配额。所以，我们通
常将2015年1月至7月称为第二个履约期。

2

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3

免责声明
该报告由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受世界银行委托撰写，世界银行集团专家负责监督管理工作。报告的观点、分析及结论不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其执行董事
会及其所代表政府的观点。
世界银行集团不保证报告中数据的准确性。报告任何图片上显示的边界、颜色、教派和上面的其他信息并不代表世界银行集团对于任何
领土法律地位的判断，也不代表世界银行集团认可或接受这样的领土边界。如果您有任何意见和反馈，请联系PMR秘书处(pmrsecretariat@
worldban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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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碳市场
从2013年6月18日至2015年8月31日，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
交易活跃，二级市场4累计交易量达4,209万吨，成交额达到
2.00亿美元，交易均价为4.76美元/吨。

图1-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量（百万吨）

0.28

6月至7月，除湖北外其他六个试点碳市场均出现了历史最
低交易价。7月31日，SHEA14价格为1.53美元/吨，为七
试点碳市场最低价格。这一价格出现在履约期末期，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价格下跌有可能是受到2017年后配额有效性
的影响，各试点纳入企业选择将剩余配额全部抛售而非存
储，以降低保有配额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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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七个试点全部开始履约的第一年。截止2015年7月
31日，七个试点全部顺利完成履约工作。与去年相比，履
约率整体提升。上海连续两年履约率达100%，北京和广东
在今年也实现了100%履约；深圳和天津的履约率均在99%
以上，但两试点暂未公布处罚措施；湖北和重庆均延长了
履约时间，最终湖北履约率达到100%，重庆尚未正式公布
履约情况。

图2-中国七个试点碳市场累计成交额（百万吨）

1.31

本报告就七试点碳市场运行情况进行了以下的分析和说
明。第一期的分析数据截至到2015年4月15日。除特殊说明
外，本期选取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的数据。除广东试
点外，其他试点的数据均为二级市场数据，包括公开交易
和协议转让5。

1.08

深圳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成交量

1,230,363吨（SZA13, SZA14, SZA156）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6.17%

成交额

7,380,611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9.38%

平均价格

6.00美元/吨

深圳
要点
•

Figure4. Shenzhen Carbon Markets: Online Trading

•

•

深圳试点碳市场公开交易成交量约为73.87万吨，占
深圳二级市场交易量的60.04%。交易价格集中在3.46
美元/吨至8.09美元/吨之间，平均交易价格为6.41美
元/吨。
协议转让交易量达49.16万吨，约占深圳二级市场
交易量的39.96%，交易价介于4.52美元/吨到7.18美
元/吨之间，平均价格5.38美元，比公开交易价格低
33.25%。
总体而言，深圳配额价格在履约期结束前相对稳
定，但6月30日履约结束之后，SZA13价格下跌18.9%
，SZA14价格下跌29.76%，两种配额的交易量也出

4
二级市场不包括广东政府拍卖（即一级市场）的配额。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广东共举行11次拍卖，拍出GDEA 14,561,885吨，拍卖收入1.24亿美元。广东试点是唯一一
个有一级市场的试点。
5
在中国试点碳市场中，所有的交易，包括协议转让在内，必须在交易平台进行（即交易所）。因此，报告中的“OTC”指的是双方对于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达成一致
后，在交易所注册和清算的交易。
6
SZA15在2015年7月14日开始交易，成交量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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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下跌。2015年6月28日，深圳出现了2015年报告期
内最高交易价8.09美元/吨，主要是由于履约期临近
结束，部分企业集中完成履约任务而产生的交易高
价。
深圳2014年度配额履约率为99.7%。纳入企业636
家，其中两家纳入企业未完成履约任务。两家企业
名单在深圳排放权交易所官网上进行了公示。

要点
•

•
•

表1-深圳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4月16日-8月31日）

•

June

•
June

上海试点公开交易量922,831吨，占交易总量的61.85%
，交易价格在1.53美元/吨至4.66美元/吨之间，平均交
易价格为3.25美元/吨。
协议转让交易量为569,333吨（约占上海二级市场交易
量的38.15%），交易额达1,929,515美元。
上海是七个碳交易试点中唯一一个连续两年100%履约
率达到的试点。
上海试点碳市场在6月30日履约季结束前的交易相对比
较活跃。随着履约的结束，交易量大幅下降。
2014年履约季过后，SHEA14的价格持续下跌，7月31
日达到自交易开始以来的历史最低价格1.53美元/吨，
比开市价低63%。

北京
北京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上海
上海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成交量

1,492,164吨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7.48%

成交额

4,932,062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6.27%

成交均价

3.31美元/吨

成交量

2,163,826吨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10.85%

成交额

14,051,805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17.86%

成交均价

6.49美元/吨

要点
•
•

北京试点第二个履约期履约率为100%。
北京试点碳市场公开交易量为983,076吨，交易额7,229,927
美元。

图5-上海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图6-北京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4月16日-8月31日）

（4月16日-8月31日）

6月23日 66月303日 6月23日
6 月 30 日

6 月 30 日

表2-上海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表3-北京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4月16日-8月31日）

（4月16日-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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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2015年4月25日，BEA创下七个试点交易最高价9.68美
元/吨。在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期间，BEA公开交
易价格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在七月中旬下降到5.65美
元/吨，随后突然在八月末攀升至9.68美元/吨。
协议转让交易量有所提升，达到1,180,750吨，交易额
为6,821,878美元，平均交易价格为5.78美元/吨，低于
公开交易价格。
北京试点把履约期推迟两周后，所有未按时履约单位
最终都完成履约，履约率为100%。
在第二个履约期，北京纳入企业数量较第一个履约期
增加了10%，并且允许个人投资者进入市场，提高了
市场活跃度。

表5-广东2014年配额拍卖数据

•

•

广东
广东试点7：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成交量

5,316,196吨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26.66%

成交额

13,925,505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17.70%

成交均价

2.62美元/吨

•
•

要点
•

广东试点碳市场公开交易量约为2,573,355吨，交
易额6,835,290美元。五月初日均交易价格5.32美

元/吨，2015年6月26日降至2.26美元/吨。履约季结束
后，日均交易价格趋于稳定。
协议转让交易量达2,742,841吨，交易额7,091,082 美
元，占广东二级市场交易量的51.59%和交易额的
50.92%。
自2013年12月16日其2015年8月31日为止，广东试点
共举行11次拍卖，拍出配额14,561,885吨，拍卖收入
123,841,202美元。在本次报告期内，广东试点仅拍卖
一次（2015年6月10日），拍出314,643吨配额，成交价
为6.45美元/吨。
广东试点通过对未按时完成履约企业进行责令整改，
将履约率提升至100%。
与去年相比，广东试点碳市场更加活跃。从6月23
日（履约截止日期）到8月31日，二级市场共交易
GDEA3,841,600吨，其中协议转让2,250,000吨，是去年
同期交易量的5倍。这与广东试点主管部门优化了配
额分配方案、企业碳资产管理能力提升及交易所服务
升级等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天津

图7-广东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4月16日-8月31日）

天津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6月23日

成交量

945,333吨（TJEA14 and TJEA15）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4.74%

成交额

2,132,147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2.71%

成交均价

2.25美元/吨

要点
•
•

表4-广东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4月16日-8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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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数据。

4

大多数交易日中，天津试点碳市场公开交易量在1000
吨以下。
协议转让成交931,033吨，集中发生在2014年履约期结
束前。在本次报告期内，协议转让交易量约占天津二
级市场交易量的98.5%以及交易额的98%。
受天津化工厂爆炸事件影响，天津气候能源交易所在
8月13至30日休市。

湖北
图8-天津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湖北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4月16日-8月31日）

7月10日

成交量

8,681,544吨

成交占七试点比重%

45.53%

成交额

35,936,238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45.67%

成交均价

4.14美元/吨

要点
•

•
•

表6-天津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4月16日-8月31日）

•

•

湖北试点碳市场配额公开交易总量约为8,140,952吨，
交易额33,883,219美元，交易均价为4.16美元/吨。
报告期交易价格较为稳定，在3.48美元/吨至4.52美
元/吨。
HBEA协议转让540,592吨，交易额2,053,019美元。
湖北试点延长履约期至6月29日，7月24日公布履约
率，为100%。交易峰值出现在履约季后期，即7月3
日至21日。
与其他交易试点相比，湖北碳市场即使在履约期结
束后仍旧保持一定的市场流动性，日均交易量约为
85,694吨。
根据试点交易规则，如果纳入企业拥有非二级市场
剩余配额，则这部分配额将被湖北发改委取消。这
可能是湖北一直保持相对高的交易量的一个原因。

图9-湖北碳市场公开交易行情
（4月16日-8月31日）

7月29日

表7-湖北二级市场交易数据
（4月16日-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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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
图10-CCER项目类型（签发项目%）
重庆试点：2015年4月16日至8月31日
成交量

112,632吨

成交量占七试点比重%

0.56%

成交额

320,585美元

成交额占七试点比重%

0.41%

成交均价

2.85美元/吨

1.43%
2.86%

4.29%
2.86%

1.43% 4.29%
37.14%

要点
•
•

15.71%

重庆试点第一个履约期从5月25日开始，到7月23日结
束。所有的公开交易都发生在六月和七月。
重庆推迟了本年度履约截止日期，这使得纳入企业有
更充分的履约准备时间。

2.86%
27.14%

CCER市场

图11-CCER项目类型（签发量%）

0.42% 0.31%

2014年度履约期过后，国家发改委有意控制CCER签发进
度，以控制供给。截至2015年8月31日，公示CCER审定
项目累计达到991个，备案项目178个，已公示签发项目70
个，签发减排量共计20,642,388 tCO2e8。

6.20%

3.56%
5.35%

8.75%

已公示签发的70个项目中，第一类项目16个，签发减排
量1,283,966tCO2e；第二类项目2个，签发减排量411,320
tCO2e；第三类项目52个，签发减排量18,947,102 tCO2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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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于未来Pre-CDM项目数量的限制，第三类项目
将逐渐减少。

42.06%

13.84%

19.49%

CCER于2015年1月开始注册登记，国内CCER交易从2015年
3月份开始逐渐活跃（图12）。截至8月31日，中国CCER累
计交易量达到11,054,578吨，其中接近一半的交易量发生在
北京和上海试点。七个试点碳市场中，湖北和重庆没有公
布CCER的成交信息。

图12. 已签发CCER项目地理分布(tons CO2e)

CCER交易主要包括CCER项目业主和投资者，以及试点纳
入企业。CCER交易通常以协议转让形势进行，价格并不
公开。本次报告期内，北京试点CCER平均价格为3.12美
元/吨。

所有数据均来自于中国自愿减排信息交易平台。
根据CCER项目运行和管理行政措施，2015年2月16日以后建设属于下述类别的项目可以申请注册：
类别1：采用经国家主管部门备案的方法学开发的自愿减排项目；
类别2：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但未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的项目；
类别3：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为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且在联合国情节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注册前产生减排量的项目；
类别4：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理事会注册但减排量未获得签发的项目。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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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追踪及分析
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
2015年9月25日，习近平主席在与奥巴马总统发布的两国气候
变化声明中，宣布中国将于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体系。其
实全国碳交易体系的建设计划早已开始进行，这次习近平主
席的宣布表明了全国碳交易体系的重要程度，也为国家发改
委明确了建成日期。全国碳交易体系将覆盖钢铁、发电、化
学、建筑材料及有色金属等行业。

碳市场的启动日益临近。

七试点CCER履约规则变化
2015年4月起，深圳和天津试点出台了新的CCER使用规
则，其余五个试点也对CCER的项目类型和地域来源等方
面做出了更严格的限制。各试点的CCER使用规则请参见
附件。

立法推进全国碳交易体系建立

在类型方面，除上海试点外，其余6个试点均将水电或
对于碳市场的发展来说，政府制定并通过全国碳市场法律是 大、中型水电CCER项目排除在外，湖北省仅保留了小水
第一要务。立法的出台不仅能为碳市场的开展和运行提供合 电项目。此外，pre-CDM项目在北京、天津、广东和重庆
法性及相关规则，还能明确市场参与主体及主管机关，确定 试点亦不可用。
纳入企业及第三方机构的职责和义务。
在地域限制方面，除重庆和上海外，其余试点均对CCER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并非先立法再实施，而是先实施再立 的来源地区有一定限制。北京、深圳和湖北优先使用协议
法。中国式立法主要在于为已经启动的政府政策、计划及措 合作地区CCER项目的方式提高碳市场的流动性。这在一
施提供合法性。中国碳市场的建立即是如此，在全国性立法 定程度上提高了非试点地区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积极性。
未出台之前，许多碳市场的设计及建设工作已经开始执行。
2015年7月29日，国家发改委举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
例（草案）》听证会，重点就碳排放配额管理制度和碳交易
核查机构资质进行讨论。作为改革的一部分，国家政府在逐
步下放行政许可权利。因此，如果政府机构需要获得新的权
限，必须对其必要性进行论证。

此外，湖北试点创新性地将远期CCER 10 纳入履约，对
CCER开发方和业主来说，这可以有效规避价格风险、提
前锁定收益，对履约企业来说能够降低履约成本，对双方
都是利好消息。但远期CCER存在未来无法在国家发改委
备案的风险，其操作方式和管理办法还有待研究。

国家发改委和利益相关机构在听证会上强调了第三方核查机 数据来源及方法学
构对碳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性。利益相关机构也利用这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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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议阐述了全国碳市场立法出台的重要意义。
国家发改委和试点碳市场为建设并证明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 仅研究免费分配或拍卖后进行流通的配额（二级市场）。
有效性做出了很多工作。虽然还没有全国碳市场的相关立 在七个试点中，交易方只能在官方设计的交易平台（交易
法，但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的出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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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良好的开始。
由习近平主席领导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授权国家发改委
出台碳市场法规。由于时间限制，国家发改委并未向国务院
提交法规草案，而是于2014年12月出台了《碳排放权交易管
理暂行办法》，提出了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设计、路线
图及需求。该暂行管理办法是“部级规则”，不足以保证省
级政府机构的支持。该办法不能为纳入企业履约提供法律约
束，企业重视程度不够。因此有必要由国务院发布碳市场的
相关法律法规。由国务院审查批准的管理办法将为全国碳市
场提供最有约束力的法律保障，保证碳交易体系的公开、公
平及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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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到2015年8月31日的CCER项目、注册及签发信息来
自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此为CCER项目信息的官方网
站。CCER交易数据来自于媒体及七个试点碳市场的交易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将为中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提 方。
供法律核心，为第三方核查机构和配额分配体系提供法律基 4.各试点碳市场按照分配计划决定交易的配额年份。上海
础。全国碳市场预计2017年启动，国务院法制办将于明年开 一次性发放三年配额（2013、2014和2015）。深圳和天津
始管理办法起草工作。一旦该办法提交国务院，即表明全国 按照年份发放配额。北京和广东每年都会发放配额，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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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期CCER指已经注册，但未经发改委签发的项目产生的C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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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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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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