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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二氧化碳存量以及不

断叠加的碳增量加剧着地球与人

类的生存危机，减少碳排量和实现

“零排放”成为了国际社会的一致

性诉求。作为减排的主要路径，除

了降低或者禁止石油、煤炭等化石

燃料使用比重外，还可启用与扩展

非抑制性手段，包括增加非化石能

源使用占比尤其是寻找分布更为

广泛成本更低的氢能源、加强风光

等新能源的储藏、加大碳捕捉的技

术应用以及推进碳交易市场建设

等。鉴于人类短期内不可能摆脱对

化石能源的依赖，相比于抑制性做

法可能会立竿见影但同时会提高

企业的机会成本甚至影响正常生

产经营时序，非抑制性路径衍生出

的风险也许更小，所彰显出的积极

效果更为长远。

一、序言

人类生存的周边为氢、氧、氦

等主要空气成分所包围，但同时

也萦绕着二氧化碳（CO2）。行驶在

城市中的汽车发动机每燃烧 1升

燃料便释放 2.5 公斤二氧化碳，

空中飞行的运输机每飞行 1 万公

里可排放二氧化碳 3.2吨，家中

与办公室的电脑每年可间接产生

10.5 公斤二氧化碳，洗衣机的年

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为 7.75 公斤，

冰箱同样可以每年排放 6.3公斤

的 CO2，甚至人体每人每天还会呼

出约 1140 克的二氧化碳。当然，

在所有的排放源中，发电、石化以

及钢铁等工业领域的碳排放成为

了最主要的管道。按照国际能源

署(IEA)的预测，未来 5年全球现

有的燃煤电厂和工业工厂将排放

约 6000亿吨的二氧化碳。

与氢、氧等气体总是处于非

常活跃的状态完全不同，二氧化

碳往往会在大气中停留很长时

间，因此，每年的排放量都会增加

前几年的排放体量，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数量于是不断增加。按照

英国国家气象局使用在夏威夷莫

纳罗亚天文台收集的最新数据，

自 18 世纪广泛的工业活动开始

以来，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增

长了 50%，尽管 2020年由于新冠

疫情大流行导致了全球二氧化碳

排放总量比前几年下降了 7%，但

2021年排放量将很快回到了大流

行前的水平，预测至 2021 年底空

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将超过

417ppm（百万分之 417），为 1400

万年以来的最大值。

按照科学家的预测，如果不

能大幅度减少排放到大气中的二

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地球的

温度将持续上升，温度的上升将

会导致气候发生变化与海平面上

升，海洋和陆地将不同程度地受

到影响。美国“气候中心”组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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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最快在未来 200年内，全球气

温上升 2摄氏度，海平面将上升

4.7 米，气温上升 4 摄氏度，包括

上海、香港在内的中国及全球主

要沿海城市将成为“水下城市”，

面临灭顶之灾。为此，联合国在推

出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

都议定书》之后，又组织 197 个国

家签署了《巴黎协定》，三个里程

碑式的国际法律文件所导引的是

从 2021 年开始，全球至 2050 年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的共同目

标，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

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 2℃以内，

并努力将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

前水平 1.5℃以内。

落实《巴黎协定》，全球各主

要经济体纷纷加快了减排与控碳

的步伐。美国总统拜登在国内推

行“绿色新政”，并计划在 2050年

之前达到零排放，欧盟做出最新

承诺称将在 2030 年之前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上世纪 90 年代的

水平降低至少 55%，高于之前制

定的减排 40%的目标，同时提出

2050年实现碳中和；作为全球碳

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提出了

2030 碳达峰与 2060 年实现碳中

和的目标，同时日本、韩国、澳大

利亚等均提出了 2050 年实现零

排放的基本目标。

二、路径之一：扩大氢能的

开发与使用

在全球碳排放源中，电力端

的排放占到了 60%，而电力动能

除了占比较小的水能、太阳能和

风能外，主要来自于煤炭等传统

化石能源。因此，降低碳排放的重

点就要减少电力端的碳排放，背

后则是大规模削减传统化石能源

的抑制性管制路径。按照国际能

源署（IEA）的统计，目前传统化石

能源在全球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

比仍高达 85%，可再生能源的占

比仅为 10%，因此，若想在 2050年

实现净零排放，可再生能源的消

费占比须提升至 30%左右，也就

是在电力端大规模增加水能、太

阳能以及风能的供给。但随之碰

到的问题是，这些新型能源不仅

禀赋有限，而且还不稳定，于是，

作为一种能源品种，氢能引起了

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作为重量最轻的化学元素，

氢气是除核燃料外所有化石燃

料、化工燃料和生物燃料中能量

密度最高的一种能源，分别是木

材的 1000 倍、煤的 6.8 倍、天然

气的 3.4 倍和石油的 3.3 倍，正

是如此，氢的导热系数是绝大多

数气体的 10倍以上，说得通俗点

就是，氢气不仅容易点着，而且火

焰传播速度快，转化为电动能可

以让汽车、火箭等运载工具的发

动机快速点火启动。在经济性方

面，由于受到制取成本的制约，虽

然很难说氢气在所有方面都具有

性价比优势，但在许多领域却有

着足够的吸引力，以氢燃料电池

为例，汽车充满五公斤的氢气可

以续航 650 公里，总价格大约是

175元人民币，而改用汽油同样行

驶 650 公里，车辆烧油费用约为

350元人民币，前者成本只有后者

的一半。再看安全性。氢燃烧的产

物是水，丝毫不会产生诸如一氧

化碳、二氧化碳、碳氢化合物以及

粉尘颗粒等危害环境的负外部性

产品，因此，氢可以是世界上最干

净的能源，也是帮助未来人类脱

碳最有前途的打开方式。

鉴于氢的高效性、经济性以

及安全性等多功能特征，氢的使

用场景自然就特别广泛。汽车以

及轮船中所使用的氢燃料电池已

为许多人所熟知，而在城市轨道

交通、矿山与矿山机械以及航空

飞行器等产业地带，氢照样可以

长袖善舞，甚至可以说凡是传统

能源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氢都

可更精彩的竞技做功；另外，氢还

可以作为一种备用电源为企业与

家庭使用，氢由此被视为 21世纪

最具潜力的替代能源。据国际氢

能委员会预测，到 2050年全球氢

能占能源比重约为 18%，氢能产

业链产值将超过 2.5 万亿美元，

且随着技术研发和产业资本的持

续投入，未来 10-20 年全球氢能

产业将迎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期。

基于氢能的巨大使用场景以

及庞大的产业链价值，截至目前

占世界 GDP70%的 18 个国家均制

定了氢能发展战略，全球直接支

持氢能源部署的政策总计约 50

项，其中欧盟发布的《欧洲氢能路

线图》研究报告提出了欧盟面向

2030年、2050 年的氢能发展路线

图，日本先后制定了《氢能基本战

略》、《氢能与燃料电池路线图》，

计划到 2025 年燃料电池汽车数

量达到 20 万辆，到 2030 年达到

80万辆，燃料补给网络包括 900

个加氢站；而俄罗斯联邦能源部

公布了本国第一份氢能战略发展

路线图，计划 2024年前在俄罗斯

境内建立一个全面涉及上下游的

氢能产业链。

当然，更多的国家并没有停

留在务虚层面，美国近 10年对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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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燃料电池的资助每年保持在

1亿 -2.8亿美元之间，欧盟在境

内铺设的输氢管道已长达 1598

公里，日本政府已决定拨款 3700

亿日元(超过 34 亿美元)用于建

设氢能源基础设施的项目。全球

正在推进中的可再生能源制氢项

目规模从一年前的每月 320 万千

瓦提高到目前的每月 820 万千

瓦，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法国、

德国、葡萄牙、英国、美国、荷兰和

巴拉圭；而就在不久前，欧洲氢能

组织、沙漠计划、非洲氢能伙伴计

划、乌克兰氢能委员会等机构联

手准备在北非和欧洲地区分别建

设 4000 万千瓦清洁光伏 / 风电

解制氢设备和互联互通管道设

施。

作为世界最大的化石能源消

费国与进口国，中国开发与利用

氢能的意义不言而喻。氢能除了

写入了《能源法》之外，也被最近

两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

提及，同时氢能被列入了可再生

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编制的重

点，资料显示，到 2021年年底，中

国年产氢气将达到一亿吨，为全

球第一大氢气生产国，到 2050

年，国内氢气产量将增长到 5亿

吨左右，氢能在我国终端能源消

费占比上升至 10%。需求方面，到

2050年，国内市场对氢气需求量

至少达到 6000 万吨，中国作为全

球氢能最大消费国的地位将得到

进一步巩固。

三、路径之二：充分释放碳

捕捉的辐射能量

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除了

限制传统石化能的使用同时扩大

太阳能、风能和水能等可再生能

源的比重外，还有就是增加植被

与还养水土，提升自然界吸收二

氧化碳的强度，不过，全球的陆地

植物只能吸收 33%的 CO2，海洋的

吸收量为 24%，另外的 43%都排放

到大气中去了，同时可再生能源

在存在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也很难

实现对石化能源的快速与有效替

代，专家甚至预测到 2040 年化石

燃料仍是全球能源使用的最主要

组成部分。基于此，IEA指出增强

碳捕捉（Carbon Capture，简称

CC）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对于发电厂、钢铁厂、化工厂

等排放出来二氧化碳，碳捕捉不

仅可以运用物理和化学技术在化

石燃料燃烧前与燃烧后进行清晰

分离，而且实现精准抓获，以阻断

其进入大气，同样，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也能够被碳捕捉技术收入囊

中。当然，碳捕捉并不是碳控制与

碳减排的终极脚步，紧跟 CC 之后

的还有碳封存（Carbon Store，

简称 CS），二者的连贯性组成了

CCS（碳捕捉与封存）概念。照目前

的技术，被捕捉的二氧化碳被加

工处理成液体之后再通过管道输

送并被存储到陆地 2000 米以下

的岩层之中，或者深埋于 3000米

以下的海底层。按照能源专家的

测算，大型的发电厂运用 CCS 后，

单位发电碳排放可减少 85%-90%，

同时国际能源署的分析报告也指

出，如果全面应用，CCS可总体削

减 14%的碳排放量，同时使人类

减排成本降低 30%。

其实，CCS也不能代表碳捕捉

技术的全部。对于捕捉到的二氧

化碳，还可以进行商业化开发，由

此延伸出了 CCUS 的概念，即二氧

化碳的捕捉、封存与利用，而且通

过 CCUS也可以大大分解 CO2封存

之后可能泄漏出来的焦虑与担

忧。按照 IEA的权威研究报告，使

用 CCUS 技术可以从化石燃料中

生产低碳氢，预测到 2070 年该方

式所产生的低碳氢占全球氢产量

的 40%，而如前所述，氢既可充当

热能燃烧工具在机械、轨道交通、

船舶潜艇和航天等发动系统中发

挥引擎作用，也可作为能源材料

制作燃料电池等，并且一律是零

污染。

还有一个商业化用途是，被

捕获的二氧化碳改造成液体后可

以定向输送到石油天然气以及煤

炭开发的地质层之中，通过由此

产生的巨大压力更快更多地“挤

出”煤气油，提高石油采收率（E-

OR）和煤层气采收率(ECBM),也正

是如此，美国、瑞士、加拿大等国

出现了许多的碳捕捉工厂，它们

将捕捉到的 CO2卖给一些能源公

司，从中获取不菲的碳价值

（C2V）。国际市场研究机构 Mar-

kets and Markets 的研究称，

2020 年全球 CCSU 市场规模达到

了 16 亿美元，2025 年将达到 35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7%。

自 1972 年第一个大型碳捕

捉项目在得克萨斯州 Sharon

Ridge 油田开始运营以来，全球

CCS 技术的发展已有 49 年之久，

排除少数的商业化项目，目前覆

盖全球的 CCS 项目共有 51 个，其

中运营中的设施有 19个，在建设

施 4个，其他处于不同发展阶段

的共 28个。比较乐观地是，IEA的

报告显示，最近几年 CCS 的投资

呈现出明显的加速状态，而且该

行业已经连续三年增长，全球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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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处于规划后期阶段的项目总

投资超过 300 亿美元，几乎是过

去 10年来投入资金的两倍之多，

同时全球部署了 30 多个新的

CCUS综合设施。碳捕捉之所以能

够得以快速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

主要经济体的政策激励与驱动。

就全球范围看，英国、澳大利

亚、美国、挪威、日本和中国都是

在碳捕捉的政策与立法方面得分

较高的国家。在英国，除了创建

CCUS 委员会和建立 CCUS 成本挑

战工作组之外，能源和气候变化

新计划要求新建煤电厂至少须有

25%的产能安装 CC 设施，凡不具

备碳捕获能力的煤电厂一律关

闭，同时英国计划到 2030年大规

模应用 CCUS 技术。在美国，45Q

（税额减免）法规为碳捕捉保驾护

航，该法规为地质封存的 CO2提供

每吨最高 50 美元的税额抵免，为

EOR 或其他二氧化碳利用过程提

供每吨最高 35美元的税额抵免。

澳大利亚政府更是出台了《二氧

化碳捕集与封存指南》，同时发布

了《近海碳注入与封存条例》，使

近海封存二氧化碳合法性。同样，

日本《海洋污染防治法》也将 CO2

注入地下咸水含水层合法化，同

时日本内阁颁布了《战略能源计

划》，该计划要求加速 CCUS 技术

的实际应用进程。而中国政府除

了制定出《烟气二氧化碳捕集纯

化工程建设标准》外，还发布了

《中国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发

展路线图》，并且政府对 CCUS 进

行资金拨付。

四、路径之三：强化储能的

调节机制功用

如前所述，实现对传统石化

能源作为电力动能的替代，水能、

太阳能光伏与风能无疑是最为主

导角色，但问题是，水资源存在着

总量瓶颈制约，风光又是“靠天吃

饭”项目，不稳定程度很高，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能够在风能、光能

十分充足时候将其储存起来，就

可大大减少后续天气因素的意外

干扰；从实践层面看，如同火电一

样，风电、光电都需经过电网即所

谓的并网后才能发送到配电侧和

用电侧，但风能与光能的波动性

和间歇性又必然令电网企业可以

接收到的电力稳定性受到冲击，

最终可能连带引起电网侧、配电

侧与用电侧资源的错配，在这种

情况下，储能就变得非常关键与

必要。借助于储能，电网企业既可

以获得消纳风电光电的效果，也

能够得心应手地进行削峰填谷，

即在供电侧旺盛时低价购进电

力，用电侧需求旺盛时高价售出

电力，同时电网系统的安全性、灵

活性和可调性也显著增强。风光

作为主要电力动能，对其进行储

备已是必然趋势。

按照储能的技术路线，储能

主要分为电化学储能和机械储能

两种类型，电化学储能包括锂离

子电池、铅蓄电池等，机械储能主

要包括抽水蓄能、压缩空气储能

等。从应用主体看，储能包括生产

风光电力企业为主的发电侧、输

配电企业为主的电网侧和家庭、

工业、商业组成的用户侧三大类，

且以上三大类按照储能方式又可

区分为集中式储能与分布式储能

两种，前者包括发电侧与电网侧

企业，后者除了家庭、工业、商业

等用户外，还包括 5G基站与数据

中心等。此外，储能还组成了一个

紧密关联的产业链，上游有电池

原材料和生产设备供应商；中游

有电池组、电池管理系统（主管电

池状态）、能量管理系统（主管能

量调度）以及储能变流器（主管电

流转换）等设备供应商；下游有储

能系统集成商、安装商以及终端

用户等。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底，全球已投运储能项目累计装

机规模达到 191.1 吉瓦，其中抽

水蓄能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占

比为 90.3%；电化学储能的装机

规模紧随其后，占比为 7.5%。目

前来看，虽然电化学储能占比并

不大，但其与抽水储能相比却具

备不受地域条件限制、成本低与

寿命长等商业性优势，同时，时下

全球已投运电化学储能项目中锂

离子电池的累计装机规模最大，

但由于电池占储能系统 50%以上

的成本，且全球锂离子电池的成

本最近几年快速下降（彭博资讯

的统计结果是 2020 年全球锂离

子电池平均价格已降至 137美元

/ 千瓦时，较 2013 年下降近

80%），而伴随着成本的不断下降，

锂电池储能的应用空间已经打

开。数据表明，从新增装机情况来

看， 2012 至 2020 年全球电化

学储能装机由不到 1GW 提升至

超过 13GW，贡献了全球电力储能

装机的主要增量，未来电化学储

能的应用规模将继续呈逐年扩大

趋势并势必成为储能的主流方

向。

为了抢占全球更大的储能市

场以及增强本国的新能源供应，

确保从发电侧到电网侧以及用电

侧的稳定运行，各国纷纷加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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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的政策支持力度，在拜登提

出的美国 2022 财年 1.52 万亿美

元的预算方案中，包括了制定符

合美国联邦投资税收抵免（ITC）

条件的独立部署储能项目的政

策。数据显示，美国在 2020 年总

共部署了 1464 千瓦时 /3487 千

瓦时储能系统，按装机容量计算，

与 2019年相比增长了 179%，超过

了 2013 年至 2019 年累计部署的

3115千瓦时，预测到 2025年美国

储能市场部署的储能系统装机容

量将会增长五倍，其中电源及电

网侧储能将在 2025 年占到新增

储能装机的 75%到 85%。

与美国一样，基于计划到

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比率从目前

的 16%提高到 22-24％的设想，日

本经济产业省特地划出约为 9830

万美元的预算，为装设锂电子电

池的家庭和商户提供 66%的费用

补贴；不仅如此，作为日本迄今为

止最大规模的太阳能配储能项

目———日本软银旗下可再生能源

公司 SB Energy 与三菱在日本北

海道建造 102.3 千瓦光伏项目并

搭配 27千瓦时储能系统，开始运

行后可满足近三万户居民的用电

需求。有权威机构预测，2022年在

储能电池部署方面日本将会超越

澳大利亚和德国位列第三。

除了可以通过峰谷套利、辅

助服务、输配电价、备用电源等手

段让供电侧各类主体获取不菲的

储能收益从而积极储能外，欧洲

与澳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储能主要

是以用户侧储能而见长，原因是

这些地区可再生能源占比较大，

用户侧电价较高，且分布式光伏

装机量较多，同时户用储能技术

较为成熟。以欧洲为例，去年欧洲

居民侧储能新增装机超过了 800

千瓦时（同比增长 57.2%），截至

2020年底累计居民侧储能装机突

破 2吉瓦时。

中国的电化学储能在全球居

第二位，2020 年年度新增投运储

能项目达到 1.56吉瓦，首次突破

10亿瓦大关，同比增长 250%，以

2020 年国内已投运的 35.6 吉瓦

储能项目为基础，按照国家发改

委发布的《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

能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

稿）》，到 2025年我国新型储能装

机规模将达 3000万千瓦以上，国

内储能累积装机容量可突破 60

吉瓦，到 2030年实现新型储能全

面市场化发展。

五、路径之四：搭建灵敏的

碳交易市场

由于不同国家及其不同地区

以及同一国家及其不同地区的碳

减排能力并不一样，而且企业为

了过大再生产有时也不得不增大

碳排放，这样，碳减排在不同国家

和地区以及企业之间实际存在着

非均衡性。为了让减排成效好的

经济与社会主体能够通过市场机

制获利、同时也让碳排放大的社

会与经济组织付出更大的机会成

本，许多国家创建了碳交易市场。

碳交易市场的交易内容就是碳排

放权，也就是政府通过设置一个

社会碳排放总量，向社会与经济

主体分配碳排放配额，这些配额

就是其可向环境排放的碳限额，

也就是碳排放权，社会与经济组

织可将这种资源权拿到市场上进

行交易，从而可以实现整体上的

低碳减排，基本做法是，那些控排

较好且没有用完自己手上碳配额

的企业可以将碳配额拿到碳市场

出售并因此获利，而那些碳排超

标的企业为了免遭处罚必须从市

场上购买更多的碳配额指标，由

此实现政府的“零排放”或者“碳

中和”目标。

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提

出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温室气体

减排问题的新路径。近些年来，全

球碳市场建设不断加快，从配额

限制到配额出售的市场运作，从

出台法规到执法检查的监督管

理，市场交易机制日渐完善。国际

碳行动伙伴组织最新发布的

《2021年度全球碳市场进展报告》

显示，目前，全球已建成的碳交易

系统达 24个，总共覆盖全球 16%

的排放量、近 1/3的人口和 54%的

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另还有 22 个

国家和地区正在考虑或积极开发

碳交易系统，但必须指出的是，全

球碳交易市场中做得非常成功的

还是欧盟碳市场，启动至今已经

运转 16 个年头，覆盖 30 个国家

(包括 27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

岛、挪威和列支敦士登)并在去年

和瑞士链接，纳入的企业与航空

运营商共计 1.1万家，控排量约

占欧盟 45%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从截至目前已经履约三个周期

（以 2-7年分别为一个履约周期，

控排企业须在该时间窗口完成减

排目标）的欧洲碳市场情况看，欧

盟所能收获到的碳减排绩效也算

是可圈可点。一方面，碳市场使欧

盟国家的碳排放量呈现逐年显著

下降趋势，包括电力、工业部门以

及航空业等在内，前三个履约周

期欧盟碳市场牵引着碳排放量以

年均 1.4%的速度下降，至 2020年

锐 观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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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排放比碳市场启动的当

年至少低 20%。另一方面，碳市场

让欧盟能源结构呈现不断优化的

格局，过去 10年间欧盟煤炭生产

量下降了 32%，石油生产量下降

了 29%，与此同时，风能、水能、光

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快速

增长，欧盟的电力供应由此迅速

地向多样化清洁能源转变，其中

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上升到

60%，超过煤炭和核能成为最大的

发电来源。

当然，作为区域性的碳市场，

美国加州的碳市场建设也有一定

代表性。数据显示，自正式推出以

来的七年时间中，加州碳市场已

经覆盖本州 85%的温室气体排

放，按照美国智库“气候交流教育

与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加州碳

排放交易体系带来诸多好处，减

少了温室气体排放，改善了当地

空气质量，维护了公众健康，综合

效益是项目成本的 5 倍。加州空

气资源委员会 2020 年的统计显

示，碳排放配额拍卖所筹集的资

金用于绿色交通、可持续社区建

设和清洁能源产业等，迄今已投

资 137亿美元，创造了大量新就

业岗位。不过，加州的碳市场在体

量上根本不可与欧洲碳市场的交

易量同日而语，后者的交易规模

目前占到全球成交额的 88%，而

更重要的是，欧盟碳市场还是世

界上唯一一个跨国家碳排放交易

体系，其成功经验无疑值得借鉴。

一方面，保持碳市场运维的

渐进秩序是欧盟碳市场稳健发展

的重要基础。从行业与产品纳入

程序看，欧盟的电力与能源密集

型工业（石油冶炼业、钢铁行业、

水泥行业、玻璃行业等）首先进入

首个履约周期，紧接着就是航空

行业，然后就是道路运输和建筑

业以及内部海运行业，减排的覆

盖范围逐步拓展；在配额分配方

式上，欧盟最初约 95%的配额为

免费发放，后来免费发放配额下

降至 90%左右，而在供求双方通过

碳市场自动成交的同时，拍卖占

比也逐年上升，份额从最初的不

到 5%升至目前的 40%，并成为了

最主要的碳配额分配方式。值得

注意的是，与配额免费发放递减

以及拍卖占比递增相同步，欧盟

对于碳排放的违约企业也就是碳

排放超过了碳配额但不如期履约

的企业所作出的处罚不断加大，

罚款额从最初占配额比重的 70%

升至到目前的 150%。

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价格

发现以及资源配置功能是激发欧

盟碳交易展现出活跃姿态的强大

牵引。观察发现，受到需求方面的

扰动，欧盟碳价格经常出现偏离

价值的非正常状况，其中金融危

机期间欧洲企业排放量大幅下

降，碳配额供给严重过剩，导致碳

价大幅跳水，甚至一度出现价格

近 0的情况；新冠疫情发生后，欧

盟碳价再次下挫，碳价跌至 15欧

元 / 吨之下。对此，欧盟除了通

过削减配额与延迟碳交易等技术

性手段来提振市场信心外，更重

要的是创建了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MSR），该机制的主要原理是，欧

盟每年发布截至上一年底碳市场

的累积过剩配额总数，该总数的

24%要转存入 MSR，实际操作则是

在年度配额拍卖量中减去相应的

数额，如截至 2020年底欧盟累积

过剩配额总数 14.2亿吨，那么下

一年度配额拍卖将减少 3.4 亿

吨，也就是 2021 年的拍卖配额比

当年年度配额拍卖总额少了四

成，由此向需求方传递出配额递

减与稀缺的信号，并对微观企业

参与碳交易形成倒逼，同时制造

出碳价上涨的预期。

我国过往 10 年时间相继在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八省市

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最终

共成交 4.55亿吨，但成交金额累

计只有 105.5亿元。2020年年初，

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首个履约周

期涉及 2225 家发电行业的重点

排放单位，同时，《碳排放权登记

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规则（试行）》和《碳排放权

结算管理规则（试行）》等配套文

件日前均悉数落地，至六月底之

前全国运行碳市场交易正式启

动，运行过程中吸收借鉴欧盟碳

市场的建设经验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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