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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碳达峰碳中和的底层驱动力。全球气候

变暖速度加快，近年来，相比于 1951-1980 年的平均温度，2001-2019 年

全球地表温度显著升高约 0.6-1 摄氏度，气候变暖的直接影响是使相当一部

分人口暴露在缺水和高温的风险下。根据 Nordhaus 测算，在全球升温 1-

4℃的不同情景下，气候变暖的总成本和风险相当于全球每年损失 1%-5%

的 GDP 。全球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在碳捕捉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

下，控制碳排放（能源低碳化、可再生能源发展、推行碳交易）为可行之道。 

 政策驱动的排放权需求是碳交易产业链最关键的因素。欧美国家通过碳关

税等手段将减排成本转移至出口国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

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中国高化石燃料比重及高碳排放强度生产水平

制约了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和话语权。因此开展国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碳

交易市场为核心的低碳发展机制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实

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中国碳市场由试点起步，向全国统一发展。2011 年底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

开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2013 年起先后建立了包含深圳、北京、

广东、上海、天津、湖北、重庆和福建 8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交易的对象包

括强制减排机制下的碳排放配额以及自愿减排机制下的中国核证减排量

（CCER）。2021 年 6 月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启动，预计初期仅纳入电厂

企业，后期择机增加纳入碳市场的行业。此前碳交易试点中，覆盖行业主要

为传统高耗能和能源行业，各试点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的差异有一定创新。 

 全国统一碳市场带来千亿级市场规模，多个参与主体或能获益。我国目前碳

排放总量超过 100 亿吨/年，以 2025 年纳入碳交易市场比重 30-40%测算，

未来中国碳排放配额交易市场规模将在 30 亿吨以上，与欧盟总排放量水平

相当。基于中国碳论坛及 ICF国际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2020 中国碳价调

查》的研究结果，2025 年全国碳排交易体系内碳价预计将稳定上升至 71 元

/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市值总规模将达到 2840 亿。以当前 8 个

试点碳排放权配额交易活跃度中间水平 1%保守估算，未来中国年碳排放配

额现货交易额潜力在 21 亿以上。 

投资建议与投资标的 

 由于我国的碳减排和碳交易尚处于行业的初期阶段，参与碳交易产业链相关

业务的一些公司将受益，主要有以下几类：1）推行碳排放权交易主线下，

垃圾焚烧企业或从 CCER 交易中获益，推荐伟明环保(603568，买入)、瀚蓝

环境(600323，买入)、建议关注上海环境(601200，未评级)、三峰环境

(601827，未评级)、旺能环境(002034，未评级)。2）随着碳交易持续推进，

持股碳交易所相关企业或能获益，关注深圳能源(000027，未评级)、长源电

力(000966，未评级)。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造成企业转型减产，排放权需求不足； 

 CCER 准入标准不确定性，减排量供给过剩； 

 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未能如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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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和国内双重压力，推动中国碳市场发展 

1.1 全球变暖社会成本巨大，转型迫在眉睫 

全球气候变暖造成的巨大社会成本，是能源变革的底层驱动力。全球气候变暖速度加快，近年来，

相比于 1951-1980 年的平均温度，2001-2019 年全球地表温度显著升高约 0.6-1 摄氏度，气候变

暖的直接影响是使相当一部分人口暴露在缺水和高温的风险下。根据 Nordhaus 在 2013 年发布的

《Economics and Policy Issues in Climate Change》，在全球升温 1-4℃的不同情景下，气候变

暖的总成本和风险相当于全球每年损失 1%-5%的 GDP。同时，根据世界银行 2011 年《适应气候

变化的经济学》报告测算，2010-2050 年全球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的总成本约为 700 亿-1000

亿美元。 

图 1：全球气温变化（1880-2019：相比于 1951-1980 年平均温度/℃） 

 

数据来源：climate.nasa.gov、东方证券研究所 

 

1.2 碳捕捉技术尚未成熟，控制碳排放为可行之道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决定全球气温，在碳捕捉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控制碳排放（提升能效、

发展可再生能源）为可行之道。全球温室气体以二氧化碳为主，二氧化碳在整体温室气体排放中占

比 77%，其余有甲烷、氢氟碳化物等，因此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为抑制全球气温变暖的首

要目标。降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量思路有两条：1）控制增量：控制碳排放（提升能效、发展可

再生能源），2）减少存量：碳捕捉技术。在碳捕捉技术尚未成熟的情况下，提升能源效率和发展

可再生能源，是一本从全世界维度来算社会成本的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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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全球温室气体分类及排放量占比  图 3：全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 

 

 

 

数据来源：世界资源研究所，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climate.nasa.gov，东方证券研究所 

 

1.3 高碳强度制约中国国际市场竞争力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复杂性，世界各国需要采取共同的行动。自《京都议定书》“自上而

下”的强制减排模式到《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INDC）减排承诺，各个国家

逐步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目标与路径。欧盟在《2050 年低碳经济路线图》中提出发展低碳经

济、建立资源节约型欧洲，到 2050 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 1990 年的基础上减少 80%-95%。美国

则在 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申明》中表示于 2025年实现在 2005年基础上温室气体减排 26%-

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 28%。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 

在全球应对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背景下，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面临着来自国内和

国外的巨大压力。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出口拉动了近 30%

的国内排放。中国承担着来自国际社会对其温室气体减排责任认定的压力。欧美国家通过碳关税等

手段将减排成本转移至出口国将极大地影响中国等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较高的产品碳密集水平将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乃至国际话语权上陷入较为被动的局面。 

表 1：承诺碳中和的部分国家和地区 

承诺类型 国家和地区（承诺年份） 

已实现 不丹，苏里南 

已立法 
瑞典（2045）、英国（2050）、法国（2050）、丹麦（2050）、新西兰

（2050）、匈牙利（2050） 

立法中 
韩国（2050）、欧盟（2050）、西班牙（2050）、智利（2050）、斐济

（2050）、加拿大（2050） 

政策宣示 

乌拉圭（2030）、芬兰（2035）、奥地利（2040）、冰岛（2040）、美国加州

（2045）、德国（2050）、瑞士（2050）、挪威（2050）、爱尔兰（2050）、

葡萄牙（2050）、哥斯达黎加（2050）、马绍尔群岛（2050）、斯洛文尼亚

（2050）、马绍尔群岛（2050）、南非（2050）、日本（2050）、中国

（2060）、新加坡（本世纪下半叶尽早）、中国香港（2050） 

二氧化碳

77%

甲烷

15%

氧化亚氮

6%

其他温室气

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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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ECIU、“一带一路”网、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2：主要国家碳达峰、承诺实现碳中和时间 

国家 达峰时间 承诺实现碳中和时间 

英国  
20 世纪 70 年代初达到峰值后，较长时间处于平台期，

目前排放相对于峰值水平下降约 40%  
2050 

德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达到峰值后，较长时间处于平台期，

目前排放相对于峰值水平下降约 35% 
2050 

美国  
美国 2007 年达到峰值后，呈缓慢下降趋势，目前相对

于峰值水平下降约 20%  
2050 

日本 
日本 2013 年的排放水平是历史最高，未来趋势还有待

观察 
2050 

韩国  韩国排放还未达到峰值 2050 

中国  承诺 2030 年之前达峰  2060 

数据来源：ECIU、东方证券研究所 

 

1.4 碳市场是促进中国排放达峰的重要抓手 

中国在 INDC 中提出了在 2030 年将单位 GDP 排放量较 2005 年水平下降 60%-65%，并在 2030

年左右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目标。据研究表明，中国碳排放达峰需要 40-50 万亿元的投资，以

碳交易市场为核心的低碳发展机制将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撬动社会资本，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推动减排行动的实施。碳交易的核心是将环境“成本化”，借助市场力量将环境转化为一种有偿使

用的生产要素，将碳排放权这种有价值的资产作为商品在市场上交易。基于碳排放权发放下的总量

控制条件，允许碳排放权作为商品交易，实现总体减排的成本优化。实施能源低碳转型，发展建设

碳交易市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是中国当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图 4：碳交易基本逻辑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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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碳市场由试点起步，向全国统一发展 

2.1 碳交易试点广泛开展，涵盖高耗能工业和能源行业 

2011 年底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开展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在我国“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

交易试点的构建工作，并于 2013 年起先后建立了包含深圳、北京、广东、上海、天津、湖北和重

庆 7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福建省于 2016 年启动碳交易市场，作为国内第 8 个碳交易试点。所参与

的企业按照其碳排放或能耗指标分为重点排放单位和报告单位，重点排放单位应当在配额许可范

围内排放二氧化碳，报告单位中自愿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非重点排放单位。交易的对象包括强制减

排机制下的碳排放配额以及自愿减排机制下的中国核证减排量（CCER）。初期以配额交易为主，

CCER可用于排放量的抵消，但具有抵消使用包括占排放量比重以及产生减排量项目类别的限制。 

2021 年 6 月全国碳交易市场有望启动，预计初期仅纳入电厂企业，后期择机增加纳入碳市场的行

业。此前碳交易试点中，覆盖行业主要为传统高耗能工业和能源行业，各试点根据自身产业结构的

差异具有一定的创新。配额发放以免费发放为主，有偿发放为辅。免费发放的配额根据行业类型的

不同以历史法和基准法两种方式进行分配。此外重庆还采取了自主申报配额并进行后期调整的模

式。深圳、广东和天津将拍卖分配纳入体系。 

图 5：中国碳交易市场结构和参与主体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2.2 碳排放现货交易，市场活跃度偏低 

截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 8 个试点累计碳排放配额交易量达 3.37 亿吨。其中广东交易所累计交

易量达 15311 万吨，占比为 46%，位列第一。湖北、深圳位列其后，分别占总累计交易量 22%和

13%。福建交易所在 2016 年开始启动碳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占 5%左右。前三大交易所累计交

易量占总累计交易量的 85%。以交易额来看，截至 2021 年 3 月 17 日，8 交易所累计交易额达 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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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其中广东交易所以 27 亿元位列第一，占总交易额的 37%。湖北和深圳分别以 16.8

亿元和 11.3 亿元分列二三位。 

图 6：各试点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比重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各交易所单日配额成交量来看，交易较为集中发生在履约期的配额清缴日之前，即每年的 5 月-6 月

左右。我国目前碳排放权交易以现货为主，大规模的企业买入碳排放权配额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履

约需求。 

图 7：各试点碳排放配额单日成交量/吨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3 配额价格震荡减缓，形成较为稳定的区间 

从配额成交均价来看，各试点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以 2020 年成交均价为例，北京具有最高的碳

排放权配额成交价格，达到 87 元/吨；随后是上海，其碳排放权配额成交均价为 40 元/吨。其余试

点的均价在 30 元/吨之下。另一方面，经过 7 年左右的发展，各试点碳排放权配额价格波动趋于稳

定，各试点成交均价在较为可控的区间内振动。然而，由于交易不连续，流动性弱，当前的配额价

格难以体现社会平均减排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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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各试点碳排放权配额价格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Wind、东方证券研究所 

 

2.4 CCER 交易启动，市场活跃潜力巨大 

CCER 项目的开发流程主要包括 6 个步骤，依次是：项目文件设计、项目审定、项目备案、项目实

施与监测、减排量核查与核证、减排量签发。项目业主首先向国家主管部门申请，并由专门的审核

机构核查改减排项目，项目核准通过得到备案。经备案的 CCER 项目产生减排量后，项目业主再

次申请核查并于通过后获得减排量签发，国家发改委会将项目发布到 CCER 登记簿上即可等待交

易。 

图 9：CCER 开发流程 

 

数据来源：易碳家网站、国家发改委网站、东方证券研究所 

 

截止到 2020 年 4 月，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公开可查的 CCER 项目备案的网站记录为 1047

个。公开可查的 1047 个备案 CCER 项目分布中，可再生能源项目 849 个，风电项目最多，为 415

个、其次为光伏 219 个、生物质能 121 个及水电 94 个。1047 个已备案项目的年减排总量约 13,957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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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量备案的 287 个项目中挂网公示 254 个。公开可查的 254 个减排量备案 CCER 项目包括风电

（90 个）、光伏（48 个）、生物质能（41 个）、水电（32 个）、及其他项目（43 个）。254 个

项目共计备案减排量约 5,283 万吨，占总备案项目减排量近 40%。 

图 10：当前 CCER 备案项目类型  图 11：当前 CCER 备案减排量类型 

 

 

 

数据来源：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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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规模探究——千亿级市场 

3.1 全国百亿碳排放总量带来市场规模巨大增量 

我国目前碳排放总量超过 100 亿吨/年，以 2025 年纳入碳交易市场比重 30-40%测算，未来中国碳

排放配额交易市场规模将在 30 亿吨以上，与欧盟总排放量水平相当。基于中国碳论坛及 ICF 国际

咨询公司共同发布的《2020 中国碳价调查》的研究结果，2025 年全国碳排交易体系内碳价预计将

稳定上升至 71 元/吨，全国碳排放权配额交易市场市值总规模将达到 2840 亿。以当前 8 个试点碳

排放权配额交易活跃度中间水平 1%保守估算，未来中国年碳排放配额现货交易额潜力在 21 亿以

上。随着活跃程度的提升及碳价的稳定，该潜力将愈发显著。高交易活跃度将直接拉动交易所业务

量的增长，参与控股交易所的企业将获得收益增厚。 

表 3：未来碳交易市场规模测算 

碳排放总量 纳入比重 配额总规模 碳价 碳排放权配额规模 

100亿吨 40% 40亿吨 71元/吨 2840亿元 

数据来源：《2020 中国碳价调查》、东方证券研究所 

 

表 4：控股碳排放交易所相关上市公司 

交易所 参股上市公司 比重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 重庆燃气（600917.SH） 6% 

深圳碳排放交易所 华银电力（600744.SH） 7.5% 

深圳碳排放交易所 深圳能源（000027.SZ） 12.5% 

湖北碳排放交易所 长源电力（000966.SZ） 9% 

中电投先融期货 远达环保（600292.SH） 32%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3.2 CCER 供给将有新缺口，新能源及碳资产管理获增长点 

2020 年 12 月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文件指出重点排放单位每年可

以使用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抵消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5%。

以 5%的抵消配额的上限测算，目前 CCER 项目年减排量的缺口在 1.5 亿吨左右，参与开发 CCER

的新能源企业及碳资产开发管理企业将获利。以 15 元/吨的 CCER 价格估算，风电、光伏及生物

质单位发电毛利润将增厚 4.8%、2.5%和 6.4%，生物质最为显著。 

表 5：新能源发电运营单位装机利润增厚测算 

单位装机容量 风电 光伏 生物质 

等效发电小时数 1800 1500 5800 

煤电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kwh） 
0.0008 0.0008 0.0008 

1w 每年发电量（kwh） 1.8 1.5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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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煤电减排量（吨/w） 0.00144 0.0012 0.00464 

每吨二氧化碳价格（元/吨） 15 15 15 

提高收益（元/w） 0.0216 0.018 0.0696 

发电毛利率 50% 50% 25% 

项目毛利润（元/w） 0.45 0.7125 1.0875 

标杆电价（元/kwh） 0.5 0.95 0.75 

营收增厚百分比 2.4% 1.3% 1.6% 

毛利润增厚百分比 4.8% 2.5% 6.4% 

数据来源：公司公告、东方证券研究所 

 

3.3 市场构建基础保障，碳核查机构业务增长 

底层碳排放数据收集工作是碳市场顺利建立的基础。企业履约需通过自身碳盘查及第三方机构碳

核查进行排放量审核。企业自身进行碳盘查的工作费用在 12 至 18 万元/次；据北京财政局公布的

碳核查招标公告单次碳核查费用在 3 万元左右/次。全国碳市场初期拟纳入 1 万家企业，预计业务

规模将达到 20 亿元。 

图 12：碳盘查流程（企业自查）  图 13：碳核查流程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数据来源：东方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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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资建议 

由于我国的碳减排和碳交易尚处于行业的初期阶段，参与碳交易产业链相关业务的一些公司将受

益，主要有以下几类： 

1）推行碳排放权交易主线下，垃圾焚烧企业或从 CCER 交易中获益，推荐伟明环保(603568，买

入)、瀚蓝环境(600323，买入)、关注上海环境(601200，未评级)、三峰环境(601827，未评级)、旺

能环境(002034，未评级)。 

2）随着碳交易持续推进，持股碳交易所相关企业或能获益，关注深圳能源(000027，未评级)、长

源电力(000966，未评级)。 

 

5. 风险提示 

宏观经济下行造成企业转型减产，排放权需求不足。宏观经济持续下行，产业结构转型导致企业减

产，活动水平降低，排放量低于预期值，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于供给量导致碳排放权价格下跌。 

CCER 准入标准不确定性，减排量供给过剩。《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备案暂行办法》尚未正式出台，

对 CCER 准入标准的规定存在不确定性，CCER 开发空间面临被压缩的风险，影响相关产业收益

增厚潜力。 

统一的全国碳交易市场未能如期开启。全国范围内底层企业碳排放数据收集工作未能顺利完成，全

国统一碳市场无法如期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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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支持分析师给出明确行业投资评级；分析师在上述情况下暂停对该行业给予投资评级信

息，投资者需要注意在此报告发布之前曾给予该行业的投资评级信息不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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