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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3 年 6 月 18 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在启动仪式上致辞，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正式启动再一次展现了深圳速度和敢为人先的精神，将为试点工作积累宝贵的经验，具有重

要的引领和示范意义。”虽然深圳碳排放总量只占全国碳排放总量非常小的比例，但深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有效体现

市场机制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作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将为其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

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因此，深圳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及影响。 

（从左向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广东省委常

委、常务副省长徐少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和深圳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吕锐锋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仪式上。 

运行机制 

    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之前，深圳市已经完成城

市碳排放清单测算、确定控排企业碳排放总量，并分配了试

点期间连续三年的配额。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期间，控排企

业必须首先量化并报告其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然后由独立

第三方核查机构对其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控排企业必须保证

其碳强度不高于政府设定的碳强度目标。碳排放量低于其配

额数量的控排企业能够将盈余配额结转至后续年度使用或

直接在碳市场出售盈利。 

 

严格的惩罚机制 

    如果控排企业的排放量超过其提交给政府的配额和核

证自愿减排量之和，那么控排企业：（1）必须补交等于超

额排放量的配额；（2）缴纳等于碳市场平均价格三倍乘以

超额排放量的罚款。 

 

为其他试点、中国和世界提供经验 

    和中国 2011 年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13 亿人口相比，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人口显得

微不足道。但是，毫无疑问，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将为其

他试点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建立提供宝贵的经验和

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讲，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具有重大而

显著的意义和影响。 

 

 

 

深圳，中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的第一 

    总人口 1500 万、年均 GDP 增长速度 10%的深圳市是

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也是全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

第一个正式启动碳市场的试点城市。随着深圳碳市场的启

动，2013 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市和广东、

湖北两省预计将启动各自的碳市场。七个试点省市温室气

体排放总量超过 15 亿吨，总人口超过 2.5 亿，覆盖面积超

过 48 万平方公里，几乎相当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新英格

兰地区的总和。七个试点省市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超过全

国国民生产总值的 29%。 

 

雄心勃勃的减排目标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了 40%的深圳市碳排放

量，其主要目标是限制控排企业的排放总量，并到 2015 年

底在 2010 年的基础上将控排企业的碳强度降低 25%。 

多部门覆盖 
    2013 年，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覆盖 635 家工业企业和

197 栋大型公共建筑，覆盖的行业包括能源行业（主要是发

电行业）、供水行业、大型公共建筑和制造业。2014 年开始，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逐渐将公共交通行业纳入碳排放控

制范围。 
 

深圳，中国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第一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独特设计 
可规则调整的固定总量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2013-2015 年期间的排放总量约为 1.32 亿吨（约每年 4000 万吨配额和三年

1200 万吨的碳抵消信用），其中配额总量为 1.2 亿吨。为适应增长中的经济体对排放增长的需求，同时

有效控制排放量增长，防止价格剧烈波动，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设置了固定的排放总量，并采取以下一

系列独特的措施： 

1.为新进入企业预留相当于年度配额总量 2%的免费配额 

2.初次分配和调整分配均为免费分配，且两者之和超过配额总量的 90% 

3.预留相当于年度配额总量 3%的配额用于拍卖 

4.根据控排企业实际生产和碳强度数据为控排企业进行配额调整，可免费增发最高相当于年度配额总量

10%的配额 

5.未实现碳强度目标的控排企业获得的免费配额将由政府按照实际生产情况进行扣减 

6.预留相当于年度配额总量 2%的配额用于价格暴涨时定价出售，以增加供应稳定碳价 

7.政府可在价格暴跌时从碳市场回购最高相当于碳市场有效流通配额数量 10%的配额，以减少供应稳定碳

价 

最新市场数据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 5 个月以来，交易频率不断提高，自 9 月份以来已实现每日均有成交。截止

10 月 31 日，总交易量超过 12 万吨，总交易额高于 800 万人民币。 

 

 
    日均及总交易量预期会在 《深圳市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颁布（2013 年 12 月）、碳排放报告提交

（2014 年 3 月 31 日）、核查报告提交（2014 年 4 月 30 日）及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提交履约之时（2014

年 6 月 30 日）有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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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常用问答 
 
什么是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中国七省市碳交易试点之一。其他碳交
易试点省市分别是：广东、湖北、北京、上海、天津和重庆。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由谁设计建立？ 
    深圳市政府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的指导下建立深圳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其他政府机构，领导包括深圳排放权
交易所及其他科研机构在内的筹备团队，具体负责深圳碳排放权交易
体系的设计和筹备。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由谁进行管理? 
    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负责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整体管理和注册登
记簿的运行。深圳排放权交易所为配额和核证自愿减排量的交易提供
平台。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预期目标是什么? 
1. 对 2013-2015年的碳排放量实施总量控制 
2. 至 2015年，将控排企业的碳强度在 2010年的基础上降低 25% 
3. 帮助深圳有效完成深圳市 2015 年在 2010 年基础上碳强度降低

21%和能耗强度降低 22.5%的目标 
4. 证明市场机制（例如碳交易）对减排温室气体的作用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目前共有多少控排企业? 
    目前，深圳碳交易体系覆盖了 635 家工业企业和 197 栋大型公共
建筑。部分公共交通及出租车公司将于 2014年纳入。此外，更多的工
业企业和大型公共建筑将于 2014年纳入控排范围。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纳入的控排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多少? 
    深圳的工业排放源 2010 年的直接和间接排放量约为 3200 万吨，
2012年约为 3300万吨，占深圳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 40%左右。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排放总量为多少？ 
2013-2015 年 635 家控排企业及 197 栋大型公共建筑的排放总量

为 1.32亿吨，其中配额总量为 1.2亿吨。1吨深圳碳配额等于 1吨二
氧化碳排放。在三年期间，总体配额的组成情况如下： 

 

数量（百万吨） 百分比 配额分配及用途 

2.4 2% 新进入企业 

3.6 最高 3% 拍卖 

100 83% 初始分配 

12 最高 10% 初次分配后的配额调整 

2.4 2% 价格控制预留配额 

  *可能增发（最多 10%） 或扣减（不设下限）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总量为固定的绝对总量吗?  
    是的。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为所有控排企业设置了固定的绝对
总量，为每个控排企业设置了固定的碳强度目标。分配给控排企业的
免费配额数量将根据控排企业的实际生产和排放情况逐年调整，但均
会低于预先设置的绝对总量。 
 
控排企业获得的免费配额数量会发生变化吗?  
    是的。免费发放的配额数量将会于每年第一季度至 5月 31日前根
据控排企业实际生产和排放数据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为最高增发至年
度配额总量的 10%，或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扣减。 
 
免费配额何时分配? 
    免费配额将于每年第一季度末分配至各控排企业。对于新进入企
业，免费配额将于企业实际运行之后免费发放。 

 
免费配额如何分配? 

免费配额的分配是依据控排企业历史排放量、所处行业历史排
放量、企业未来排放量及其他因素确定。建筑领域的配额分配基于
不同建筑类型的能耗限额和建筑面积确定。 

 
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是否同时覆盖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 
    是的，直接排放源（指控排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排放二氧化
碳）和间接排放源（指控排企业和建筑在消耗电力过程中产生的间
接排放）都被纳入深圳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控排企业的排放何时报告和核查？ 
    控排企业必须在每年3月31日前向政府报告其上一年度的温室
气体排放。每年 4月 30日前，控排企业向政府提交第三方核查机构
的核查报告。 
 
控排企业何时提交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进行履约？ 
    每年 6月 30日前，控排企业必须向政府提交等于其上一年度碳
排放量的配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用于履约。 
 
如何评估控排企业提交的排放报告和履约情况？ 
    控排企业提交的排放报告将通过以下数据进行评估：控排企业
的电子报告数据、购买和消耗的化石燃料、第三方核查机构的核查
以及政府部门的检查。提交配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等于其年度碳
排放量的控排企业将被政府部门认可完成其履约义务。 

政府是否从碳市场回购配额？ 
    为了保护碳市场价格，政府可以从碳市场回购不超过有效流通
配额数量 10%的配额。回购资金来源于配额拍卖收入、罚款和社会
捐赠等。 

 
是否允许配额结转或借贷？ 
    配额可以结转，但不可以借贷。 

控排企业可以使用抵消信用进行履约吗？ 
    是的，控排企业可以使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签发的核证自
愿减排量进行履约，使用的最高比例为年度碳排放量的 10%。抵消
信用来源的项目类型和地点将另行规定。 

如何计算间接排放源的排放量？ 
    间接排放源应当定期量化和报告其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碳
强度。间接排放源同样获得政府免费分配的配额，数量大小和其消
耗的能源直接相关。间接排放源必须跟踪其能源消耗情况，并根据
能源消耗情况向政府提交配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进行注销。间接
排行源的碳排放量根据其消耗的电力和当地电网的电力排放因子计
算而得。 

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企业如何进行惩罚? 
    未能足额提交配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履约的控排企业将被
处以罚款，数量等于前六个月碳市场平均价格三倍乘以超额排放量，
且必须通过购买或被政府直接扣除的方式补交等于超额排放量的配
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控排企业未能按照固定时限提交其排放报
告也将面临罚款。交易机构、第三方核查机构、市场参与者以及政
府工作员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将被处以不同程度的处罚。 

碳交易在哪个平台进行？ 
    根据深圳市碳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碳交易必须在深圳排放
权交易所这一指定交易机构进行。 

哪些机构或个人可以参与交易？ 
    根据深圳市碳交易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控排企业和符合条件的
机构和个人均可参与碳市场，从事配额和/或核证自愿减排量交易。 

是否设有价格稳定机制？ 
    是的，政府预留相当于年度配额总量 2%的配额用于在配额市场
供应紧缺、价格暴涨时稳定价格。另外，为阻止配额价格剧烈下跌，
政府可以从配额市场回购最高相当于市场有效流通配额数量 10%的
配额，以减少市场供给，提升市场价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