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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全球布局与中国的对策。

刘 倩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北京100081)

摘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与环境问题的挑战，经济增长方式从“鸯碳”向“低碳”转型的过程中。碳金融的兴起与发展加速助推低碳

经济的发展与低碳繁荣的实现。本文将碳金融定义为包括碳金融市场体系、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碳金融政策支持体系三方面内容

的有机整体。并分别对其深刻内涵与丰富实践进行深入解析与系统总结。世界各国正在积极布局碳金融，迎接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

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遇。节能减排目标硬约束和资金需求在客观上也要求我国建立一个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与之相适应。借鉴发达

国家碳金融发展实践经验，本文提出，我国应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体系、多元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

为目标。引导金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供

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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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复杂的挑战之一。

从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到2005年

《京都议定书》生效，再到后京都谈判艰难上路，一个涵

盖国际政治、经济、技术、法律、环境等方面的国际气候

制度已经形成并处于不断演化的进程中。2009年年末，

全球对气候与环境问题关注度随着哥本哈根大会的召

开上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节能减碳已经成为全

球共识，低碳经济的加速过程已非任何单方面因素可以

阻碍。碳金融作为低碳化发展的核心经济手段，构建完

善的碳金融体系也已成为各国应对气候变化、发展低碳

经济的核心支柱。由于金融业在实体经济中拥有广泛

的利益相关基础，因此碳金融的崛起将对全球经济与金

融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助推人类经济体新一轮低碳繁

荣。本文系统研究了受气候变化、能源安全等因素驱

动，全球在碳交易市场、碳金融组织机构、各国政策支持

与引导三个方面的多层次创新，希望通过碳金融体系整

体分析对我国在后哥本哈根时代积极探索碳金融体系

建立与深入发展提供借鉴和启示。

1碳金融的产生与释义

以金融市场为依托所进行的金融活动，除资金融通

外，还包括非资金融通活动，如规避风险的金融衍生交易，

分散风险和弥补损失的保险活动等。Sonia I．山tt和R．R．
White 2007年出版的《碳金融：气候变化的金融对策》是全

球第一本系统阐述碳金融的专著，广泛而深刻地探讨了气

候变化和环境破坏带给全球产业体系和金融机构的挑战。

气候变化是影响社会财富、资源供给、能源价格和公司价

值的重要因素，对金融业的信贷、投资决策和风险定价都

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碳金融在全球的加速发展，不仅

仅来自于国家、地方政府以及私营部门协调解决全球环境

问题的需要，也是产业部门应对管制风险、安全风险以及

保险、再保险公司，商业银行，资产管理公司等各类金融机

构应对企业形象、法律、竞争风险的需要【1 J。

碳金融杂志(Carbo．Finance Magazine)将碳金融概括为

应对气候变化的金融解决方案(market solutions to climate

cImnge)。从具体内容来看，碳金融包含了市场、机构、产

品、服务、政策等一系列不可分割的要素，这些要素创新性

地构成了低碳经济的碳金融体系，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减

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与灾害管理三重目标提供了一个低成

本的有效途径。可以说，碳金融的应运而生，使低碳经济

加速扩展到全球经济的各个脉络，因此，碳金融被誉为低

碳发展的核心经济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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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的实践来看，碳金融体系是多层次的碳金

融市场体系(包括交易市场、交易机制、交易主体和交易产

品等方面)、多样化的碳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包括金融组织

机构的金融活动和金融创新)和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支持

体系构成的有机整体。

2全球碳金融市场体系的构成与发展

2．1市场结构逐步建立

迄今碳金融市场的主体构成是碳信用交易市场。近

年来，随着低碳经济浪潮的崛起，全球各地交易所相继成

立，碳交易制度不断完善，交易额连续保持增长。目前，这

一新型市场已形成了由“两类法律框架”、“两个典型市

场”、“四个交易层次”、“广泛建立的交易平台”构成的碳交

易市场结构，如图1所示。

两类法律框

刻霎J碳金融市u＼J褒
1场结构n／1 F

3互二瞳
广泛建立的I
交易平台J

图1国际碳市场结构框架

Fig．1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framework

(1)两类法律框架基础。一类是《全球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国际法框架。在《公约》之后，

1997年签署、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为工业化国家和

经济转型国家设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和

限排目标，并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设计了以市场为基础的

三种灵活机制(也被称为京都机制)。三种灵活机制包括：

①国际排放贸易机制研，是指一个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
成减排义务的指标，以贸易的方式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

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并同时从转让方的允许排放限额

上扣减相应的转让额度。②联合履行机制JI，是指发达国

家之间通过项目级的合作，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简称

ERU)，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但是同时必须在

转让方的“分配数量”(简称AAu)配额上扣减相应的额度。

③清洁发展机制CDM，主要内容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

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级的合作，通过

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简称CER)，用于发达国

①IFsL Research．Carbon Mai'kets 2009

家缔约方完成在议定书第三条下的承诺。

由于有了京都议定书的法律约束，各国的碳排放额开

始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因而也具有了商品的价值和进行

交易的可能性，并最终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

的碳交易市场。国家法框架下的交易制度包括《京都议定

书》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和欧盟的碳排放交易计划。另

一类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之外的碳排放权交易，代表

性的交易制度为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以及芝加哥

交易所的自愿减量措施。

(2)两个典型市场。全球碳市场版图可依据交易机制

不同划分为项目市场(Project．based Market)和配额市场

(Allowance．based t Market)。配额市场是基于总量限制与交

易机制(Cap-and．Trade)创建的，指的是总最管制下所产生

的排放权的交易，如欧盟排放权交易制的“欧盟排放配额”

(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

项目市场的碳信用则是基于基线与信用机制(Baseline．and．

Credit)仓']建的，指的是对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量的交

易，如CDM下的“排放减量权证”(CERs)、联合履行机制

(．Ⅱ)下的“排放减量单位”(ERU)，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

卖。这两类典型市场所产生的减排单位都属于可交易的

碳信用范畴，由于其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一个

时间点上，使得碳信用具备了金融衍生产品的某些特性，

为国际金融充分介入碳交易奠定了基础⋯2。

(3)四个交易层次。目前全球已涌现出多个层次的碳

交易体系，包括欧盟排放交易计划等多国区域合作交易体

系，加拿大、英国、日本、新西兰等国家级的排放交易体系。

澳大利亚的州政府正在筹建多个地区范围内的交易体系。

美国则在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

动(RGGI)等已经逐渐成熟的州级政府行动基础上，建立覆

盖全国的碳交易体系①。总的来看，全球的碳交易市场可

以划分为多区域合作市场、国家级市场、区域(州市)级市

场以及一些正在发展中的零售市场四个交易层次。

(4)广泛建立的交易平台。碳交易所是碳金融市场的

交易平台。为加快参与全球碳交易的步伐，欧洲、北美的

发达国家以及澳大利亚等纷纷开始建立碳交易所，目前，

最著名的是欧洲气候焚易所和美国芝加哥气候交易所。

依托这两个机构的深入、广泛发展，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和

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碳交易的两

大中心。尽管发展中国家的场内碳交易很少，但印度也建

立起了发展中国家的交易所，目前拥有两家。其他的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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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交易所还有蒙特利尔气候研究所、新加坡碳交易所、

巴西期货交易所、新加坡商品交易所。2008年以来我国在

北京、上海、天津建立了三家交易所并发展了十余家分支

机构。

2．2碳交易近期发腱特点追踪

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全球碳交易市场

发展迅猛，以每年100％的增量高速成长。2008年全球共

有近50亿t二氧化碳当量的碳交易达成，以平均每吨26

美元的价格，达到r l 260亿美元的同际碳交易市场规模。

据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预测，2008—2012年问全球碳交易市

场规模平均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交易额预计将达

1 500亿美元，可能超过石油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碳交

易市场近期发展呈现以下五个特点①：

(】)2006年以后，配额到交易的成交量和成交额远高

于项目型交易。2008年酉亡额型市场占排放权交易总量的

68％，其交易额占到交易总额的74％。

(2)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属配额型市场，是半前最大的

碳交易市场，交易总量和交易总额都远超出其他交易体

系，且发展势头最劲。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7—2008年，

通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交易的碳排放最从206亿t二氧化

碳当量卜升到了309亿t二氧化碳当量，占配额市场交易

总量的84％以上，交易总额从2007年的490亿美元上升

到2008年的920亿美元，上二涨了88％。

(3)项目交易市场以CDM市场为主，CER交易的二级

市场发展潜力较大。自2007年开展二级市场CDM交易以

来，其成交量和成交额几乎成儿何级数增长，成交量由

2007年的240万t激增到2008年的l 072 t，涨幅高达

350％，CDM二级市场所占份额也从2007年的30％上升到

了2008年的73％。

(4)项目市场中的自愿碳市场虽然所占份额不大，但

其吸引力近两年显著提升，2008年全球自愿碳市场的交易

量(123．4百万t二氧化碳当量)比2007年的交易量增加了

近一倍，交易额增加了87％。美同芝加哥交易所和场外交

易((肌)是自愿碳市场的主要组成部分，芝加哥交易所交
易份额较大，2008年占到令部交易量的56％。

(5)碳金融市场的天气类金融衍生品也在不断创新，

日趋成熟。各国金融机构为契合低碳经济发展，帮助企业

转移和管理天气风险，避免灾难性损失，创新发展出一系

列天气类金融衍生品，主要的产品类别除了发现碳排放量

价格的碳信用之外，还包括以转移一般天气风险的天气类

衍生品，转移灾难性天气风险的巨灾债券。目前，这类产

品的交易惯例正在形成，定价技术不断进步，产品的流通

性不断扩大，市场的弹性不断增加，经营环境得到了法律、

税收、会计和监管法规的有利支持，产品交易U趋成熟，活

跃。

3组织机构创新助推碳金融深入发展

低碳经济与国际碳交易的出现，对以传统制造业为服

务重点的金融组织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金融服务业在

实体经济中拥有广泛的利益相关者基础，因此各类金融组

织结构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发挥着双重作用：既要减缓气候

变化对经济金融体系的负面效应，又要在适应气候变化中

把握机遇，提供管理气候风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

3．1国际金融组织助推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发展

致力于全球发展的世界银行专门成立了碳金融业务

部门(World Bank Carbon Finance Unit，CFU)，目的是促进全

球碳市场的发展，降低交易成本，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世

界银行还通过“碳金融援助计划”来确保发展中同家和经

济转型国家能够充分参与京都议定书规定的灵活机制。

这一工作主要足用OECD围家政府和企业的资金，向发展

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购买以项嗣为基础的减排量。减

少的排放量由碳金融部门的一个碳基金出资购买。这是

确保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在新兴的碳市场中扮演

主要角色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另一关键的同际金融

组织则是联合国的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IFC)，它为发展中同家私营部门的项【i提供多

边贷款和股本融资。其产品和服务包括：碳交付保险，销

售碳信用额度现金流的货币安排，富碳产品与营业的债权

和资产安排，与气候中介机构及政府合作以各种资本运营

手段促进碳信用的实现。

3．2碳基金迅速增加．活化市场交易

碳基金是通过前端支付、股权投资或者提前购买协

议，专门为减排项目融资的投资工具。全球的碳投资载体

分为碳基金、项目机构和政府购买计划三类。2005年《京

都议定书》生效后，碳基金的数量开始迅猛增长。截至

2008年，全球共有84支碳基金，资金规模达到89．08亿欧

元．而全球碳基金的累积日标已经达到121．7亿欧元。目

前，碳基金在国际碳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24％的

CERs和3l％的ERUs提供了融资。最基本的投资方式

是通过减排量买卖协议(Emission Reduction Purchase

① (1)一(3)结论由对The World Bank，Slate and Tnends ofthe．carborl Market，2008．和Point carb∞。Point Carbon 2009 Annual Report 2008，2009

数据分析得来。(4)结论来自于Milo SjⅢh，Alis∞SIl印抽，d a1．胁印ng the Fomdation：St址e of the Voluntary car士m Markets 2009，A report by

Ecosystem marketplace＆New Ca栅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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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购买碳信用。随着碳基金的数量和规模不断扩

大，其业务范围从适应性购买扩展到中介和项目开发整个

价值链，对碳市场的稳定作用也越来越大。

按照投资者类型，碳基金则可以分为公共基金、公私

混合基金和私人基金。2004年以前，由政府机构或国际组

织主导的资本所投的减排项目仍然占到总项目的半数以

上。2007年以后，私人资本主导的资金数量超过了公共基

金，私人资本的踊跃参与加快了整个市场的流动，扩大了

市场容量，使碳市场进一步走向成熟①。

3．3商业银行多方位创新。健全低碳经济支撑体系

目前，国际主流商业银行一方面通过建立以“赤道原

则”②为代表的自律规范，建立内部环境管理体系，发布

可持续发展报告等发展理念、管理体系和制度创新，实践

自身的低碳发展。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加强信贷业务的环

境风险评估，积极对低碳项目提供贷款和退出低碳投资业

务，提供信用咨询、理财产品，直接参与碳市场交易等方式

支撑经济体系的低碳转型，这方面的业务创新包括：①加

强信贷业务的环境风险评估，建立绿色信贷管理和环境风

险评估制度。②积极对低碳项目提供贷款、风险投资，减

少或避免对高污染、高碳项目提供贷款。③设立基金投资

低碳消耗／环境友好型项目或公司。例如，德意志银行推

出挂钩“德银气候保护基金”和挂钩“德银DWS环境气候

变化基金”的基金。④建立碳信用交易平台，例如巴克莱

银行(Barclays)是英国第一家为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腼)建立碳信用交易平台的银行，现在已发展成为碳信用
市场上最大的交易平台。⑤推出绿色信用卡(Climate

Credit Card)。例如荷兰合作银行，该银行发行了气候信用

卡，以该信用卡进行的各项消费为基础计算出二氧化碳排

放量，然后购买相应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减排量。

3．4新兴机构逐步扩大碳金融服务范围

从长远看来，气候变化将影响到企业的财务报表、公

众形象、消费者认同和碳足迹披露等方面，与此相关的不

确定性正构成全新的碳风险。因此，碳保险的发展是低碳

金融健康前行的重要保证，如何把碳风险纳入传统保险的

承保范围是碳保险发展的关键。资本市场的低碳化则是

从市场融资和再融资机制对上市资源的重要把关，也是未

来发展的方向，碳证券在证券市场上亦将有更多发展的空

间。除此之外，碳资产管理公司、专业化的碳经纪、碳信用

评级机构等新兴机构正逐步扩大碳金融服务范围，成为碳

金融市场日益活跃、加速创新的长期保障【3J。

4碳金融发展得剑发达国家普遍的政策支持

4．1建赴清晰的碳金融法律框架

碳金融的发展需要相应法律制度安排作为基础，具体

的制度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①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包

括交易主体、交易标的物、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碳排放权

的权利转移、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机制、法律责任等方面的

规定；②银行类碳金融产品及其业务的法律制度，即赤道

原则，赤道原则确立了国际银行业遵循环境和社会责任的

行业标准，遵守赤道原则成为成功安排国际项}{融资的一

个基本要素；③碳基金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基金融资方

式、管理制度、分配制度、聘雇制度和监督制度等的规范

化；④减排项fj融资的法律制度，包括政府为引导生态投

资，鼓励民间开拓灵活的融资方式或针对法律关系复杂的

融资模式制定的配套法律、法规与政策；⑤碳保险的法律

制度，包括在保险方式、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碳保险的责

任免除、赔偿范围、保险费率、索赔时效和保险机构设置方

面都有特别规定【4J。

4．2创新多元化的碳交易制度

(1)碳交易制度多元化发展。全球最具代表性的碳交

易制度主要有“京都议定书”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欧盟的排

放权交易体系，基于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协议的二氧化碳预

算交易计划以及芝加哥气候交易所的温室气体自愿减量

措施。前两个是基于《公约》的交易制度，而后两者则是非

《公约》制度的成功范例。以上制度均有一定的共同性，首

先都要明确基准年、管制气体、管制范围、管制对象、承诺

期这五个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交易则必须经历从核发

配额总量剑配额初始分配、监测与查证、对超额排放的惩

罚这一流程。但以上的制度设计也存在着区别，例如美国

区域二氧化碳预算交易计划虽然由各州自愿发起，但其相

关规范远比京都议定书和EU ETS严格，尤其对超额排放

的处罚和各排放单位的抵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和限制。

芝加哥交易所虽然是企业自愿加入，但该制度对市场中排

放权的数量及其流动性的控制程度属于以上四个制度中

最高的。由此可见，虽然美国未参与京都市场，但其在碳

交易制度创建上的创新和突破值得其他国家借鉴和深入

研究③。

(2)气候变化立法是碳金融市场发展的法律渊源。欧

洲和美国的实践经验表明通过立法确认碳排放权的权利

①1CF．Carbon Funds Outlook

②赤道银行原则是由国际金融公司(mc)与荷兰银行联合发起，参照IFC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与指南建立的一套金融行业基准，其宗旨是

帮助借款人和金融机构解决项目融资中可能遇到的社会和环境问题，目前“赤道原则”已逐渐成为国际项目融资中的行业标准和国际惯例。

③http：／／www．epa．gov／climatechange／fangw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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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并进行合理的权利责任配置是构建碳交易市场体系

制度的前提。2000年，欧盟启动欧洲第一个气候变化方

案，成为设计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法律依据。英国于2001

年11月26日通过《气候变化法》，成为世界首个将法定温

室气体减排目标写进法律的国家。美国最高法院(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于2007年裁决温室气体为空气污染

物，并赋予环境保护署以空气清洁法管制新进入市场的汽

车、机车等移动污染源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权利，当温室气

体已成为空气清洁法规范的客体，由空气清洁法建立排放

权交易制度并管制温室气体排放就成为叮能。目前，全球

各地政府都在着手制定气候变化政策。澳大利亚于2007

年12月批准加入《京都议定书》，此后，澳大利亚不仅新设

了气候环境部，还加紧进行了相关立法工作，其中《国家温

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与《碳主张与交易实践法》，以其系

统性与前瞻性，成为引领各国守法的典范①。

4．3严格政府的碳交易市场监督

碳交易制度的绩效实现离不开政府对碳交易市场机

制运行的有效监督。政府监管主要通过主体资格审查制

度、排污申报登记、排放物指标登记和排污指标交易登记

制度、污染指标报告制度和交易追踪制度来执行。温室气

体排放监测能力，统计和信息公开制度被欧美同家认为是

政府监管的优先行动领域。欧盟从1999年开始依据国家

和不同领域的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清单进行评估，对社区温

室气体实施监测计划。英同除了对所有碳排放贸易参与

者按照相关条例严格监测和报告企业每年的排放状况之

外，还设有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进行核实。美国于1994

年开始实施“温室气候自愿报告计划”，目前大约有200多

个企业、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年度报告，2008年起美国环

保署开始筹建国家强制性温室气体登记报告制度。

4．4以多元化激励机制引导企业自律

作为一个新兴的领域，存在相关法律规范不成熟、不

完善的情况，碳金融需要政府积极有效的引导，综合法律

手段、经济手段和社会手段引导企业自律，为碳金融的发

展创造良性的市场环境。①“法律手段”主要是指颁布关

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立法，促进企业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目标出发，履行某个方面的社会义务，其中针对环境保

护的主要责任包括“支持应对环境挑战的预防措施”、“采

取主动，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鼓励环境友好型技术的

开发和传播”等内容。②“经济手段”即包括政府通过加强

与银行的合作，采用贴息、奖励等方式，运用银行融资促进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减排项日的顺利完成，也包括对自愿

加入减排体系，达到减排目标的企业以减税或赠款的方式

给予激励。③“社会手段”则是政府加强企业的信息披露

力度，建立政府主导、行业自律、舆论监督、公众参与的社

会监督体系，建立社会诚信档案，将信用评价数据作为市

场准入的重要指标等内容。

排放权交易特有的激励制度是早期减排鼓励制度，这

一制度主要源自在美国s02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经验。例

如，美国的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吲)为了奖励2006—2008年的早期减最行为，
给予采取早期建立爱国措施的排放源额外的排放权，即早

期减量的二氧化碳配额(early reduction c02 allowances，

ERAs)。预取得ERAs的排放源必须主动提供2003—2005

年基准线排放资料，以证明其确实采取了减量措施，主管

机关则依据特定公式计算出应核发的ERAs数量。而这一

类配额是主管部门预先保留下来的配额量。

减税手段一般都被作为企业自愿减排协议的重要组

成部分。在英国，企业若认可并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分配目

标，公司可减免80％的气候变化税。英国环境食品及乡村

事物部(DEFRA)与商业部门协会合作，没定了从2002—

2012年的减排目标，绝对或相对地减少单位产品的排量。

DEFRA与行业协会签订协议，而协会再与有关的公司签

订减排协议。达到减排目的的公司就可以减免气候变化

税。有些减税也以赠款的形式出现，丹麦、瑞士采用此政

策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5金融业需加快步伐助推我圜低碳繁荣

近年来，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对经济和社会的

影响，制定了国家气候变化政策，建立中国CDM基金，成

立环境交易所。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我国政府提出了

到2020年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40％一45％的目标。哥本

哈根的艰难谈判说明未来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获得资

金和技术援助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在我国加大节能减排

力度的基础上，未来减排的工作重心也将从“减排多少”转

移到“花多少成本进行减排”的范围中来，低成本、高效率

减排成为未来10年的工作重心。节能减排目标硬约束和

资金需求在客观上也要求建立一个完善的碳金融体系与

之相适应。

以上对全球碳金融体系各个层次的深入解析显示，各

国金融机构都正在积极布局碳金融，迎接清洁能源和气候

变化带来的巨大金融产业机遇。我国CDM产生的核证减

排量成交量占全球总量的一半以上，是未来低碳产业链上

最有潜力的供给方，这为我国碳金融提供了巨大发展空

间。尽管我国金融业把握气候变化领域创新机遇，已经着

①朱家贤，外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概述，“气候变化与排放权交易：金融创新与法律规制”高层论坛立法资料汇编，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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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制定和执行绿色信贷政策，开发能效贷款、碳排放挂钩

产品，但总的来看，这些局部意义上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

创新无论从深度、广度，还是从规模上，都与我国碳市场潜

力不相符。因此，我国呕需借鉴发达国家碳金融发展经

验，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让碳金融为我国低碳繁荣撑起

一片蓝天：以建立全方位的碳金融政策体系、多元化的碳

金融组织服务体系、多层次的碳金融体系为目标，引导金

融业的全面、深度参与，为我国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

供广泛的融资渠道并分散风险，为我国低碳目标的实现提

供低成本的解决方案。

第一，把碳金融发展纳入到国家气候变化、减灾和可

持续发展政策框架，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的主要政策工

具，在此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碳金融的法律和配套政策。

第二，以自愿碳市场发展为示范，建立发现碳信用价

格的碳交易市场，并利用期货交易所、产权交易所在专业

服务能力、市场基础设施、交易结算系统上的互补性，逐步

发展碳交易和气候衍生品交易，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

的透明度和流动性，实现交易的规模效应。

第三，加强金融服务业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建设。鼓

励金融机构设立专门的碳金融业务部门，缓解碳交易中的

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行业规范、管理理念、业务创新等方面

提高金融服务业的气候风险管理能力。

第四，加快碳金融创新，形成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长

效投融资机制。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

基金，支持节能减排企业和环保项目发行债券，建立清洁

能源、生态环保等产业投资基金，开发绿色建筑、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环保汽车等信贷业务和保险产品。加强金融服

务业与能源、再生资源、农业等战略性产业的合作，推进天

气衍生品、巨灾债券等产品的创新发展。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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