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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IPE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成立于2006年，是在北京正式注册的环保公益研究机构。

机构使命

促进多方参与，服务绿色发展，找回碧水蓝天

寻找动力

通过环境信息公开，促进多方深度参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实现环保优胜劣汰



从7试点到全国碳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TS

意义重大

• 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 降低减排成本

• 促进早日达到峰值

• 将技术和资金导向低碳发展领域

• 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

• 参与正在形成的国际碳定价体系

•在设定强制性的碳排放总

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进行碳

排放配额交易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

排放空间资源，为排放实

体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ETS

意义重大

• 以市场机制应对气候变化

• 降低减排成本

• 促进早日达到峰值

• 将技术和资金导向低碳发展领域

• 倒逼企业淘汰落后产能、转型升级

• 参与正在形成的国际碳定价体系

•在设定强制性的碳排放总

量控制目标并允许进行碳

排放配额交易的前提下

•通过市场机制优化配置碳

排放空间资源，为排放实

体碳减排提供经济激励

碳排放披露机制必不可少

•从排污权交易的原理看

•从确保碳市场有效运行的需
要看

•从国际成熟碳市场的经验看



国内试点尚未触及碳排放信息披露

试点碳市场的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中关于信息公开

的部分，均未涉及交易者公开参与交易的企业的

碳排放数据

政府配额分配情况

监测、报告和核查信息



两会相关议案、提案得到主管部门积极回应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1474号建议《关于加快推进全国碳排

放权交易市场信息公开的建议》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7070号建议《关于推动全国碳交易信

息公开的建议》

✓政协十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第3738号（资源环境类223号）

提案《关于推动全国碳交易信息公开的提案》



• “我们赞同您们提出的关于加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信息公开的有关建议，
并将结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工作，通过加强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信息
公开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对碳排放权交易信息公开的监督管理，努力推动
建立透明、公开、公正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 正在推进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立法工作将“公开”作为制度设计的
基本原则之一，对重点排放单位、排放控制目标、排放情况核查等信息公开
作出了原则规定；并将进一步明确参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企业碳排放信
息的公开范围和公开程序。

• 进一步研究论证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等相关信息的公开范围、内容，形
成有效的社会监督，并结合《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及有关细则的制定出
台，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相关公众监督权进行规范。



汇总权威数据来源：环保、水利、国土、海洋、住建、气象、发展改革

进展——首次录入发展改革部门监管记录



进展——企业碳配额监管记录



进展——企业碳配额监管记录



进展——碳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在第5章标题增加“信息公开”使之成为专章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纳入温室气体种类、纳入行业

、重点排放单位的纳入标准、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排放配额分配方法、各年度重
点排放单位的排放和配额清缴情况、具备资质的核查机构名单、经确定的交易机
构名单等。

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

（三）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定期公布我国低碳发展目标实现及政策行动进
展情况，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信息发布平台，研究建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公报制度。
推动地方温室气体排放数据信息公开。推动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鼓励
企业主动公开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纳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企业
要率先公布温室气体排放信息和控排行动措施。



。

坚持统一标准、公平公开。统一市场准入标准、配额分配方法
和有关技术规范，建设全国统一的排放数据报送系统、注册登
记系统、交易系统和结算系统等市场支撑体系。构建有利于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及时准确披露市场信息，全面接受社会监
督。

逐步建立起归属清晰、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监管有效、公
开透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

最新进展——
发改委印发《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



但企业碳排放数据披露仍有待明确的强制性要求

当前的信息公开仍限于前期规定的有限范围

2014年12月发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5章第34条

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应及时向社会公布如下信息：纳入温室气体种类，
纳入行业，纳入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排放配额分配方法，排放配额使用、
存储和注销规则，各年度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清缴情况，推荐的核查机构
名单，经确定的交易机构名单等。



试点碳市场公开情况 

                                                   
1 http://www.cqdpc.gov.cn/article-1-23797.aspx 
2 http://www.bjpc.gov.cn/zwxx/tztg/201609/t10533579.htm 
3 http://www.tjdpc.gov.cn/dtzx/tzgg/201707/t20170704_66037.shtml 
4 http://www.shdrc.gov.cn/gk/xxgkml/zcwj/zgjjl/23039.htm 
5 http://wwww.hbfgw.gov.cn/xw/tzgg_3465/gg/tpwj/201701/t20170103_109021.shtml 
6 http://www.gddrc.gov.cn/zwgk/tzgg/zxtz/201607/t20160708_361089.html，

http://www.gddrc.gov.cn/zwgk/tzgg/zxtz/201701/t20170106_382101.html 
7 http://www.szpb.gov.cn/xxgk/qt/tzgg/201609/t20160918_4938028.htm 

 
北京 天津 上海 重庆 湖北 广东 深圳 

启动时间 2013 年 11 月 28 日 2013 年 12 月 26 日 2013 年 11 月 26 日 2014 年 6 月 19 日 2014 年 4 月 2 日 2013 年 12 月 19 日 2013 年 6 月 18 日 

政策法规 《关于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北京市在严

格控制碳排放总量前提下开

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的

决定》《北京市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 

《天津市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 

《上海市碳排放管理试行办

法》 

《关于碳排放管理若干

事项的决定》《重庆市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

办法》 

《湖北省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暂行办法》 

《广东省碳排放权管

理和交易办法》 

《深圳经济特区碳排放管

理若干规定》《深圳市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

法》 

20

16

年

度

配

额

分

配

方

案 

配额

总量 

既有设施配额约 4600 万

吨，占全市排放总量的 45% 

未公开 1.55 亿吨(含直接发放配额和

储备配额) 

100371810 吨1，比

2015 年减少 0.05 亿吨

（-6%） 

2.53 亿吨，比 2015

年度减少 0.28 亿吨

（-10%） 

4.22 亿吨，比 2015

年度增加 0.14 亿吨(新

增航空、造纸行业) 

未公开 

控排

企业 

947 家2，较 2015 年度减少

34 家 

109 家3，同上一年 312 家4，较 2015 年度增加

122 家 

未公开，2015 年 230

家 

236 家5，较 2015 年

度增加 69 家 

244 家6，较 2015 年

度增加 27 家 

824 家7，较 2015 年度增

加 246 家 

行业 电力热力供应、燃气、水的

生产和供应、水泥、石化、

制造业、其他服务业、交通

运输业等 

钢铁、化工、电力

热力、石化、油气

开采等 

电力、钢铁、石化、化工、有

色、建材、纺织、造纸、橡

胶、化纤等工业行业；航空、

港口、机场、铁路、商业、宾

馆、金融等非工业行业；汽车

玻璃、电力热力、自来水生产 

电力、电解铝、铁合

金、电石、烧碱、水

泥、钢铁等 

电力、热力、热电联

产、水泥、玻璃、其

他建材和陶瓷 

电力、钢铁、石化、

水泥、航空、造纸 

电力、电子、制造业等 26

个工业行业；建筑、水、

电、气、港口、地铁、公

交 

监管机构 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 市发改委；委托市节能监察中

心履行行政处罚职责 

市发改委 省发改委 省发改委 市发改委 

要求向社会

公布的内容 

年度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和报

告单位名单 

纳入企业名单；纳

入企业信用信息 

纳入配额管理的排放单位名

单；单位违法行为计入信用信

息记录 

配额管理单位的名单；

企业违规行为 

企业配额缴还信息；

未履行配额缴还义务

的黑名单 

配额发放总量；配额

分配实施方案；企业

信用信息 

管控单位名单；配额预分

配的方法和规则；管控单

位履约名单及履约状态；

管控单位的信用信息 



美国SO2排污权交易市场上，电力行业企业SO2排放治理和交易的信息均完

全向公众公开。

欧盟从立法层面就做出信息公开的要求，国家和企业层面都公布了配额分

配数据。

美国加州不仅公开排放信息，还建立公众参与的渠道，与公众互动沟通。

碳披露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美国SO2排污权交易



美国SO2排污权交易



欧盟立法实践

2003年《碳排放交易指令》第17条规定

2009年《提高和扩展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指令》第15a条则规定

有关的决议信息应该公开，包括与碳排放交易配额分配有关的
，以及与排放许可证规定的和政府持有的排放报告有关的。

成员国和欧委会应确保所有的决议和报告，包括碳排放配额数
量和分配，以及对碳排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能够立即无歧
视地以一种有序的方式披露。



欧盟登记簿EUTL



美国东部9个州的RGGI

据EDF相关研究，RGGI所管控的发
电厂根据《清洁空气法》的要求，都
已经安装了连续监测设备（CEMS）
对包含温室气体在内的排放数据进行
监控。

参与碳交易的电厂排放数据使用
CEMS的监测数据，由各州环境监管
机构负责，按季度上报到美国环保署
数据采集平台。

各个企业的排放数据公开，接
受公众的监督。



美国排放设施温室
气体信息在线查询
工具FLIGHT



美国排放设施温室
气体信息在线查询
工具FLIGHT



美国加州污染交互地图工具
Pollution Mapping Tool



建议

建议按照《“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建立温室
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的有关要求，建立和完善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信息发布平台，推动建立企业温室气体排放信息披露制度。

为确保全国碳市场能够切实实现更优成本的减排目的，提议相关主
管部门从企业已经提交的已有信息开始，尽快提出对碳市场相关信
息披露的强制要求，通过社会监督推动MRV机制完善和数据质量
的提升。



企业碳排放信息披露及监管信息公开建议

各省市分别搭建发布平台

公开控排企业碳排放数据

及时发布监管信息

公开企业信用信息



交流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