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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Table_Summary]  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准备充足，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速推进。

我国从 2011 年开始在国内开展碳交易试点，碳排放交易体系建设准备

充足。“3060”目标确立后，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速推进。近期生

态环境部已组织有关单位完成上线交易模拟测试和真实资金测试，正在

组织开展上线交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拟于今年 6 月底前启动全国碳市

场上线交易。 

 数字化已经渗透到环保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新进入者及潜在进入者或将

改变竞争格局。数字化与信息化提升了环保行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

力，细分环节的应用构建起智慧环保的生态体系。科技公司的进入或将

改变城市信息化、环保信息化的业态，城市运营的主导力量也存在变化

的可能性。 

 科技赋能环境治理，数据运营服务是核心。智慧环保业务是以数据运营

服务为核心，建立整套从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到数据应用的能力，为客

户提供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方位服务。在具体系统搭

建上，由物联网感知层完成数据收集，平台层完成数据融合，应用层完

成数据服务。 

 智慧环保重要应用之一 ——智慧大气监测。以佳华科技智慧大气环境

综合监管系统为例。公司通过接入政府各类平台及设备，获得多元环境

污染大数据，然后基于多源多维的大数据资源和平台工具对数据进行深

层次的挖掘与分析，实现精准污染管理、智能监督执法等不同场景下具

体应用，形成闭环，最终达到改善环境的目的。 

 数字化将助力碳市场建设。通过碳监测，形成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基于

数据信息，可以形成统一的碳排放数据报送信息系统，探索实现能耗在

线监测系统的连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及其灾备系统，提供交易服

务和综合信息服务，并对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实施监管；完善碳排放权交

易结算系统建设，实现交易资金结算及管理，并提供与配额结算业务有

关的信息查询和咨询等业务。 

 投资建议：碳排放权交易是生态环境价值的体现，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碳

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核心工作。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载体的智慧环保将

深度赋能碳市场与碳交易。智慧环保是优质赛道，且处于行业生命周期

中的快速成长期，相关公司将享受市场爆发的红利。我们给予“看好”

的投资评级，重点关注佳华科技、雪迪龙等公司。 

 风险提示：智慧环保的相关企业在享受市场成长的红利，但是竞争壁垒

尚不深厚，竞争格局并未形成。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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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交易：助力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以碳排放权交易为基础的碳金融，是助力碳中和的重要手段。碳排放权交易的概念

源于 1968 年，美国经济学家戴尔斯首先提出的“排放权交易”概念，即建立合法的污

染物排放的权利，将其通过排放许可证的形式表现出来，令环境资源可像商品一样买卖。 

1.1 全球碳交易系统 

碳排放交易权系统（ETS）是一个基于市场的节能减排政策工具，用于减少温室气

体的排放。遵循“总量控制与交易”原则，政府对一个或多个行业的碳排放实施总量控

制。纳入碳交易体系的公司每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就要有一个单位的碳排放配额。他们

可以获取或购买这些配额，也可以和其他公司进行配额交易。 

全球碳交易系统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供了有效帮助。参与全球碳交易系统的国

家自 2005 年以来在不断增多，截止 2020 年共有 21 个碳交易系统，覆盖了 29 个司法管

辖范围。全球约有六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全球碳交易系统下。除了欧盟国家之外，全球已

经参与了碳交易系统或者正在开展参与碳交易系统的国家包括加拿大、中国、日本、新

西兰、韩国、瑞士和美国。 

全球有 9%的温室气体（GHG Emission）已经被 ETS 系统覆盖。自 2008 年以来，

来自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区域发电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了 47%。在英国，

煤的供应量从 2012 年的 39%减少到 2008 年的 5%。在美国加州，2017 年的工业排放量

较 2013 年减少了 4.6%，却使得 GDP 增加了 17%。到 2021 年，预测碳交易系统将覆盖

全球 14%的温室气体。 

自 2009 年到 2019 年底，全球碳市场已经募集到共 782 亿美金的资金。这些资金将

继续用来资助一些气候的项目，包括能源的有效性，低碳运输，以及新能源再生等。 

1.2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建于 2005 年，是全球首个国际碳排放交易体系。此系统运行于

所有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限制上述国家电力部门和制造业大约 1

万个设施的排放，以及在这些国家间运营的航空公司的排放，共涵盖约 40%的欧盟温室

气体排放。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按“限额和交易”的原则运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设施所

排放的一些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设有一个上限。每个配额拥有 1 吨二氧化碳或相当数量的

两种更具破坏性的温室气体（一氧化二氮和全氟化碳）的排放权。目前，固定设施的排

放上限逐年减少，交易体系下覆盖的各类设施在 2005 年至 2019 年间减少了约 35%的排

放量。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自 2005 开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5-2007）为试运行阶段，覆盖国家为欧盟 27 个成员国，成功为欧盟

各国之间搭建了自由碳交易市场的桥梁。第一阶段只覆来自发电厂和能源密集型工业的

二氧化碳排放，几乎所有额度都是免费分配。初期配额总量为 20.96 亿。碳交易市场初

期发展迅速，交易总量从 2005 年的 3.2 亿个配额增加至 2007 年的 21 亿个配额。因为没

有办法获取历史可靠排放数据，第一阶段使用的上限为估计数，导致排放额的发放超过

了实际排放额，市场供大于求。第一阶段，企业每超额排放 1 公吨二氧化碳，将被处罚

40 欧元。 

相较于第一阶段，2008-2012 的第二阶段有三个新国家加入了交易市场：冰岛、列

支敦士登和挪威，并且除二氧化碳之外还覆盖了硝酸生产过程中一氧化二氮排放。吸取

了第一阶段的排放额发放供大于求的经验，在第二阶段降低了排放配额上限，配额总量

约比 2005 年降低了 6.5%，免费排放配额减少至 90%左右。欧盟排放配额体系一直是国

际碳市场的主要驱动者。2010 年，欧盟排放配额占全球碳市场总价值的 84%。200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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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量从 2008 年的 31 亿个配额飞涨到 2009 年的 63 亿个配额。2012 年，交易量为 79

亿个配额（相当于 560 亿欧元）。第二阶段，企业违规处罚额由每公吨处罚 40 欧元增加

到每公吨处罚 100 欧元。 

第三阶段（2013-2020）主要进行了配额“折量拍卖”。拍卖是欧盟交易体系里分配

排放额的默认做法。2013 年，超过 40%的排放配额是由拍卖形式来分配的。配额盈余

量在第三阶段的开端达到 20 亿左右，在 2013 年增至超过 21 亿的配额量。2013 年固定

设施的排放上限为 20.84 亿个配额。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三期期间(2013-2020)，该上限

在 2008-2012 配额总量年均分配的基础上每年以线性折减系数 1.74%递减。这相当于每

年减少 3826 万个配额。2015 年，由于欧盟折量拍卖排放配额，配额盈余量减至 17.8 亿。

如果没有这一举措，2015 年底的配额盈余量升幅有可能高达约 40%。在排放上限递减

的助力下，固定设施可使用的排放配额总量在 2020 年比 2005 年低 21%。 

第四阶段（2021-2030）主要目标为有效降低排放额。欧盟承诺在 2030 年达到降低

境内温室气体排放至少 40%的目标，因此从 2021 年起排放量配额总量每年递减 2.2%，

而目前的递减率是 1.74%。 

1.3 我国碳排放交易体系 

我国 2011 年开始在 7 个省市开展了地方碳交易试点，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

庆、广东、湖北、深圳，后增加了福建试点。2013 年 6 月 18 日，国内首个碳排放权交

易平台在深圳启动，标志着中国碳交易市场建设迈出了关键性一步。截止 2020 年末，

我国 8 个区域碳市场配额现货累计成交量为 4.55 亿吨，金额超过 104 亿元。 

（1）核算与配额 

碳交易的基础是确定一个碳的排放总量，即核算；然后确定一些额度，把这些额度

分配给各个重点的排放企业或者排放单位，即配额。各个单位之间、各个行业之间减排

成本差距越大，交易的积极性就越高。 

同国外碳交易市场相类似，我国开展的碳交易市场试点也分为两部分，即强制性的

配额交易及以自愿性的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其中以配额交易为主，同时七

省市试点在履约时均允许排控企业使用一定比例的 CCER。 

CCER，全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是经国家发改委备案并在国家注册登记系统中

登记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量，主要产自风电、光伏、沼气发电、水电、秸秆发电项目，

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要求项目所带来的减排量相对于基准线是额外产生的，且有适用的

方法学。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 

表 1：CCER 涉及的主要方法学种类 

领域 具体领域 方法学名称 

可再生能源 水电、光电、风电、地热 
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方法学 

联网的可再生省能源发电 

废物处置 

垃圾焚烧发电/供热/热电

联产，堆肥 
多选垃圾处理方式 

垃圾填埋气发电 垃圾填埋气项目 

可再生能源 
生物质热电联产 生物质废弃物热电联产项目 

生物质发电 纯发电厂利用生物废弃物发电 

能效（能源生产） 
废能利用（余热发电/热电

联产） 
通过废能回收减排温室气体 

避免甲烷排放 户用沼气回收 家庭或小农场农业活动甲烷回收 

煤层气/煤矿瓦斯 
煤层气/煤矿瓦斯发电、供

热 

回收煤层气、煤矿瓦斯和通风瓦斯用于发电、动力、

供热和/或通过火炬或无焰氧化分解 

林业碳汇 造林 碳汇造林项目方法学 

资料来源：中国自愿减排交易信息平台（CCER） 

碳排放配额是政府分配给控排企业指定时期内的碳排放额度，1 单位配额相当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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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二氧化碳当量。国家发改委制定国家配额分配方案，省发改委制定行政区域内分配指

标，报国家发改委确定后实施。确定方式分为基准线法（适用于标准化行业）和历史排

放法（适用于复杂行业）。 

在七个试点地区中，大部分省市都免费发放配额给排控企业，故配额交易的一级市

场中主要采用行政划拨的方式授予碳配额，其中广东、深圳和湖北还采用拍卖竞价的形

式将部分配额有偿发放给排控企业。 

（2）交易机制 

碳排放权交易是利用市场手段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工具之一（其他工具还包括征收

碳税、发展清洁能源、推行强制能效标准、电力需求侧管理等），政府在总量控制的前

提下将排放权以配额方式发放给各企业，减排成本高的企业可以通过购买其他企业富余

配额或核证自愿减排量的方式，以最低成本完成减排目标。 

每年履约季，按照碳排放核查机构核查并经省发改委认定的上一自然年度实际碳排

放量，通过注册登记系统，控排企业需上缴足额的配额进行履约。为避免超额排放带来

的处罚，企业除可向拥有多余配额的企业购买排放权外，还可以购买一定比例的 CCER

来等同于配额进行履约。 

（3）运行状态 

2020 年试点碳市场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成交量相比 2019 年有所降低，但平均

成交价格大幅升高。8 个试点城市 2020 年累计成交量约 5740.37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同

比减少 18.45%，但由于碳价提高，累计成交额达 15.77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加 0.50%。 

2021 年 1 月 5 日，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

理办法》)，对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进行了规定，包括碳排放配额分配和清缴，

碳排放权登记、交易、结算，温室气体排放报告与核查等。2 月 1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正式开始试行，规定了重点排放单位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内

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 2.6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及以上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 

2021 年我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量或将达到 2.5 亿吨，为 2020 年各个试点交易所交易

总量的 3 倍，成交金额将达 60 亿元。随着《管理办法》的出台实施，未来我国碳市场

覆盖范围将逐步扩大，最终覆盖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

内民用航空等八大行业，排放总量将超过 50 亿吨。到碳达峰的 2030 年累计交易额或将

超过 1000 亿元。 

图 1：2021-2030 年中国碳交易市场成交额估计(亿元)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首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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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加速推进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在加速推进。根据 5 月 26 日生态环境部例行新闻发布会

的披露。2020 年年底，生态环境部以部门规章形式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了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市场参与主体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全国碳市场运

行的关键环节和工作要求。印发了《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

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公布包括发电企业和自备电厂在内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正

式启动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全国碳市场覆盖排放量超过 40 亿吨，将成为全球

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又陆续发布了《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指南（试行）》《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发电设施》等技术规范，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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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市场管理规则，并组织开展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核查、配额核定等工作。 

近期，按照《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和《关于印发<2019-2020 年全国碳

排放权交易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纳入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并做好发电行业配额预分配工作的通知》（国环规

气候〔2020〕3 号）的有关要求，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已通过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

记系统基本完成配额预分配工作。生态环境部已组织有关单位完成上线交易模拟测试和

真实资金测试，正在组织开展上线交易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拟于今年 6 月底前启动全国

碳市场上线交易。 

 

2 智慧环保赋能碳中和 

2.1 环保领域的数字化生存 

智慧环保是智慧城市的垂直细分市场。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指出，推动互联网与生态文明建设深度融合，完善污染物监测及信息

发布系统，形成覆盖主要生态要素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动态监测网络，实现生态环境数

据的互联互通和开放共享。 

数字化已经渗透到环保产业链的各个环节，智慧水厂、智慧大气、智慧环卫、智慧

监控，物联网平台。信息化提升了环保行业的运营效率和盈利能力，细分环节的应用构

建起智慧环保的生态体系。部分环保公司已经在向着全产业链信息化整合的道路前进。

在信息化的征途中，科技公司是新进入者或潜在进入者，智慧环保是科技公司构建智慧

城市理念的一部分。“降维”竞争可能改变城市信息化、环保信息化的业态，城市运营

的主导力量也存在变化的可能性。 

图 2：智慧环保 

 

资料来源：首创证券 

智慧环保 

智慧水厂 智慧大气 

智慧监控 智慧环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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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科技赋能环境治理 

智慧环保业务以数据运营服务为核心，建立整套从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到数据应用

的能力，为客户提供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全方位服务。 

在物联网感知层 ，实现将环保相关关键设备数据、数据采集系统、第三方系统等

进行归集，包括水、气、声、渣监测等，实现环保现场生产、治理状态的实时监管，为

对环境造成影响的多源多维数据（气象、地理、道路交通、工业污染源监控、微观站、

车载站、建筑施工监测、餐饮油烟监测、汽车尾气监测以及视频监测、噪声监测等各类

多源数据）的采集汇聚、互联互通提供了边缘支撑，并不断丰富生态环境大数据资源。 

在平台层，建立数据平台、计算平台和安全体系，实现以海东青数据库为核心的 IoT

物联网平台接入多源多维数据，以及通过云链共享平台实现数据融合，打破“数据孤岛”

状态，保证数据安全、可信、高效的共享交换，实现多源多维数据的有效融合，并通过

AI 云平台提供 AI 模型及算法能力，打造在具体应用中提供数据运营服务的技术及平台

底座。 

在应用层，先针对智慧环保领域的应用场景需求，建设生态环境矩阵、生态环境业

务赋能平台、生态环境大数据中心、大气联防联控管理平台、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综合

防治决策平台、环境事件中心等应用服务平台。以上述感知及平台的建设以及数据安全

体系搭建为基础，为客户提供完成数据清洗加工后的数据服务，包括复杂场景下环境质

量的实时动态监测、污染溯源、预测预报、调度管控、联防联控、事件分析、事件处理

等智能辅助决策，满足客户对环境治理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需求，打通环保监控和执

法的“最后一公里”，旨在对环境问题进行精准、科学、依法治理。同时也提高了客户

对公司产品和服务的黏性。 

图 3：智慧环保数据运营服务平台架构 

 

资料来源：佳华科技年报，首创证券 

2.3 智慧大气助力碳监测 

智慧大气监测是智慧环保中的重要模块。以佳华科技的智慧大气环境综合监管系统

为例，公司通过 IoT 物联网平台和云链共享平台，经数据接口与使用授权，接入生态环

境局、气象局、住建局、城管局等多委办局系统平台及设备数据，以及数千个城市各类

摄像头。另外接入系统平台包括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污染治理设施用电监管系统，

VOCs 监控平台，油烟监测云平台，无人机平台，重型柴油车远程排放监控平台，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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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车综合服务监管平台，非道路移动机械监管平台，机动车遥感监测综合管理平台，

智慧工地平台，智慧环卫综合监管系统等。实现了多源数据的一张图融合互通、联动分

析，为大气环境治理提供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支持奠定基础。 

同时，为客户建设了大气联防联控管理平台、大气复合污染成因与综合防治决策平

台等应用服务平台。基于多源多维的大数据资源和平台工具，运用大气研究手段、数据

分析软件、环境 AI 算法模型等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层次的挖掘与分析。 

通过污染溯源模型，对污染事件发生位置进行清晰及来源进行溯源和分析研判，找

到污染位置，判断污染成因及污染强度。通过预测预报模型及调度管控模型，对未来污

染情况做出研判，发现数据背后的污染规律，为环境治理工作提供主要管控措施建议，

精准施策，靶向治理。 

针对环境报警事件，通过多元数据的综合分析，依据分析结果向环境治理人员发布

任务，解决污染事件，并进行智能监督执法，执法有依据、流程有追踪，最终达到改善

环境的目的。同时为客户提供多元数据分析服务、智能环境分析服务，并提供日报、周

报、月报、季报、年报、专项报告等数据分析报告。 

2.4 数字化助力碳市场建设 

通过碳监测，形成大量有价值的数据。基于数据信息，可以形成统一的碳排放数据

报送信息系统，探索实现能耗在线监测系统的连接；完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及其灾备系

统，提供交易服务和综合信息服务，并对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实施监管；完善碳排放权交

易结算系统建设，实现交易资金结算及管理，并提供与配额结算业务有关的信息查询和

咨询等业务。 

 

3 投资建议 

碳排放权交易是生态环境价值的体现，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碳达峰、碳中和行动的核

心工作。以数字化和信息化为载体的智慧环保将深度赋能碳市场与碳交易。智慧环保是

优质赛道，且处于行业生命周期中的快速成长期，相关公司将享受市场爆发的红利。我

们给予“看好”的投资评级，重点关注佳华科技、雪迪龙等公司。 

风险因素。智慧环保的相关企业在享受市场成长的红利，但是竞争壁垒尚不深厚，

竞争格局并未形成。企业发展仍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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