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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一、背  景景

1.1 1.1 国内背景国内背景

•• 能源消耗是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能源消耗是影响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因素

•• 节能减排是节能减排是““十一五十一五””重点任务（约束性指标）重点任务（约束性指标）

–– 能耗强度降低能耗强度降低20%20%的目标的目标

––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降低10%10%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试点排污交易试点排污交易””

总量控
 

制制度



1.2 1.2 国际背景国际背景

（（11）美国是开展排污交易最早和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是开展排污交易最早和最成功的国家

19701970年年——19901990年：排污交易的探索阶段年：排污交易的探索阶段

泡泡（泡泡（BubbleBubble）、配额储存（）、配额储存（BankingBanking）和容量节余）和容量节余

（（NettingNetting））

19901990年年——20052005年：排污交易的成功应用阶段年：排污交易的成功应用阶段

酸雨计划酸雨计划 ，，NOXNOX预算交易项目（东部预算交易项目（东部 ））

20052005年年——至今：排污交易的延伸和全面推广阶段至今：排污交易的延伸和全面推广阶段

清洁空气州际规划（清洁空气州际规划（CAIRCAIR）：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汞汞
经验：总量与排污交易



（（22）美国是开展排污交易最早和最成功的国家）美国是开展排污交易最早和最成功的国家

20032003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年，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CCX））

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区域温室气体行动计划（RGGIRGGI））
范围：东北部范围：东北部 10 10 个州个州

对象：发电量超过对象：发电量超过 25 MW 25 MW 的发电厂的发电厂

手段：拍卖（分配采取有偿取得）手段：拍卖（分配采取有偿取得）

目标：目标：20142014年底前，排放量保持基准水平年底前，排放量保持基准水平
（（1.881.88亿吨），亿吨），2018 2018 底前比基准下降底前比基准下降 10%10%

行动时间：始于行动时间：始于20092009年年11月月11日日

20082008年年99月月2525日日RGGIRGGI举行了第一次拍卖举行了第一次拍卖



（（33））  欧盟碳排放贸易欧盟碳排放贸易

20042004年，年，CCXCCX控股，建立了欧洲气体排放控股，建立了欧洲气体排放

交易所（交易所（ECXECX））

20052005年，欧盟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企业年，欧盟向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企业

颁发排放许可证颁发排放许可证

20062006年年99月底，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成交额月底，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成交额

达达189189亿美元亿美元



二、工作进展二、工作进展

排污交易探索分为三个阶段：排污交易探索分为三个阶段：

––19901990年：起步尝试阶段年：起步尝试阶段

––20002000年－年－20062006年：试点探索阶段年：试点探索阶段

––20062006年后：试点深化阶段年后：试点深化阶段



2.1 2.1 各地积极开展排污交易试点各地积极开展排污交易试点

20072007年１月年１月3030日，广东省和香港发布了日，广东省和香港发布了《《珠江三角洲火力珠江三角洲火力

发电厂排污交易试验计划发电厂排污交易试验计划》》

20072007年底，江苏省制定了年底，江苏省制定了《《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污染物

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办法排放指标有偿使用收费办法》》、、《《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江苏省太湖流域主要水

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管理规则污染物排污权交易管理规则》》

浙江省实行自下而上的方式，杭州、嘉兴、诸暨、桐乡等浙江省实行自下而上的方式，杭州、嘉兴、诸暨、桐乡等

地先后出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地先后出台了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2.1 2.1 各地积极开展排污交易试点各地积极开展排污交易试点

20072007年，湖北省审批通过年，湖北省审批通过《《湖北省主要污湖北省主要污

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染物排污权交易办法((试行试行))》》。武汉光谷。武汉光谷

产权交易所成立产权交易所成立

20082008年，湖南长沙第一笔拍卖年，湖南长沙第一笔拍卖

20082008年，年，北京、上海、天津北京、上海、天津建立了建立了环境交环境交

易所易所



2.2 2.2 试点的主要特点试点的主要特点

老企业排放指标转让给新建企业；老企业排放指标转让给新建企业；

新建企业通过有偿方式获得排放配额；新建企业通过有偿方式获得排放配额；

多余排放许可指标有偿转让给其它排污许可不够用的多余排放许可指标有偿转让给其它排污许可不够用的

单位；单位；

关闭企业把余下的排污许可给经济效益好、工艺先进、关闭企业把余下的排污许可给经济效益好、工艺先进、

污染小的项目；污染小的项目；

面源排污许可排污指标有偿转让给点源；面源排污许可排污指标有偿转让给点源；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拉朗配拉朗配””下的交易下的交易

买方：新建企业或项目



2.3 2.3 国家重点推行电力行业的排污交易国家重点推行电力行业的排污交易

电力行业高速增长电力行业高速增长

二氧化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二氧化硫占全国排放总量的50%50%以上以上

高架源，解决的是区域性的酸雨问题高架源，解决的是区域性的酸雨问题

有计量基础有计量基础



（（11）电力行业高速增长）电力行业高速增长

0. 0

0. 5

1. 0

1. 5

2. 0

2. 5

3. 0

3. 5

4. 0

4. 5

5. 0

5. 5

6. 0

6. 5

7. 0

7. 5

19
52

19
55

19
58

19
61

19
64

19
67

19
70

19
73

19
76

19
79

19
82

19
85

19
88

19
91

19
94

19
97

20
00

20
03

20
06

1949年
185万千瓦

1978年
5712万千瓦

1987年
1亿千瓦

1995年
2亿千瓦

2000年
3亿千瓦

2005年
5.2亿千瓦

2006年
6.2亿千瓦

2007年
7.2亿千瓦



（（22）电力行业二氧化硫排放量（）电力行业二氧化硫排放量（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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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电力行业的总量控制要求）电力行业的总量控制要求
火电行业快速增长与对减排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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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酸雨污染非常严重）酸雨污染非常严重

酸雨区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重酸雨区污染没有得到酸雨区约占全国面积三分之一，重酸雨区污染没有得到
 明显缓解（明显缓解（20072007年环境状况公报）年环境状况公报）



（（55）污染物排放的准确计量）污染物排放的准确计量



三、交易目标三、交易目标

11、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酸雨污染、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酸雨污染
 

22、低成本实现总量目标、低成本实现总量目标
 

33、盘活指标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盘活指标促进电力可持续发展
 

44、促进定量化管理、促进定量化管理



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硫排放的重点源，电力行业是二氧化硫排放的重点源，

引起的是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引起的是区域性的环境问题

国家对电力行业有明确总量控制目标国家对电力行业有明确总量控制目标

要求要求

削减区域总量和控制酸雨是主要目标削减区域总量和控制酸雨是主要目标

（（11）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酸雨污染）控制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和酸雨污染



总量指标越来越稀缺，成为电力行业发总量指标越来越稀缺，成为电力行业发

展的紧约束展的紧约束

电力高速发展需求旺盛电力高速发展需求旺盛

排污交易机制配额调节效率高排污交易机制配额调节效率高

促进深度治理，腾出发展空间促进深度治理，腾出发展空间

（（22）盘活指标，促进电力持续发展）盘活指标，促进电力持续发展

提高总
 量指标
 资源配
 置效率



（（33）以较低成本实现总量目标）以较低成本实现总量目标

含硫率0.3%，平均治理成本

3700元/吨

含硫率3.0%，平均治理成本600

元/吨

含硫率0.5%与含硫率1.5%，差

异1倍以上

从10万 kW增加到60万kW时，

单位SO2治理成本差异为60%。

大容量机组配套建设脱硫设施的社

会效益将显著好于小容量机组



定量化管理设施不断完善（定量化管理设施不断完善（CEMsCEMs、联、联

网）网）

交易制度建立促进设施正常运行交易制度建立促进设施正常运行

（（44）推动污染减排定量化管理）推动污染减排定量化管理



四、框架设计四、框架设计

监督与处罚

总 则

排放配额管理

排放配额的交易

管理办法

附 则

排放指标分配



（（11）适用范围）适用范围

以煤、油和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的以煤、油和煤矸石等为主要燃料的

火电厂（含热电厂和企业自备电厂）火电厂（含热电厂和企业自备电厂）

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分配及排放配额二氧化硫排放指标分配及排放配额

的管理和交易的管理和交易



效率原则：经济效率、管理效率效率原则：经济效率、管理效率

可操作性原则：目标设计、总量分配、制可操作性原则：目标设计、总量分配、制

度操作要简单化和明晰化度操作要简单化和明晰化

一致性原则：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相结合一致性原则：现行的环境管理制度相结合

（（22）设计原则）设计原则



总量控制的一项配套经济政策总量控制的一项配套经济政策

国家层面统一组织实施的排污交易，地国家层面统一组织实施的排污交易，地

方负责核定和日常管理方负责核定和日常管理

实施过程中具有不排他性实施过程中具有不排他性

交易内容为排放配额交易交易内容为排放配额交易

（（33）实施定位）实施定位



（（44）指标分配）指标分配

分配标准：分配标准：制定全国统一的火电机组二氧化硫排放指标分制定全国统一的火电机组二氧化硫排放指标分

配方法（配方法（指标分配值必须为年度指标）指标分配值必须为年度指标），核定火电机组年，核定火电机组年

度二氧化硫排放指标，下达给火电厂，并单独进行考核度二氧化硫排放指标，下达给火电厂，并单独进行考核

分配时限分配时限：：每五年分配一次每五年分配一次

分配范围：分配范围：每个五年规划期开始前已投运并通过环保验收每个五年规划期开始前已投运并通过环保验收

的现役机组，规划期开始前已关停的机组不再分配指标的现役机组，规划期开始前已关停的机组不再分配指标

新源要求：新源要求：规划执行期内新建投产的火电机组不参与本五规划执行期内新建投产的火电机组不参与本五

年火电厂二氧化硫排放指标分配，必须通过市场交易获取年火电厂二氧化硫排放指标分配，必须通过市场交易获取

二氧化硫排放配额，在下个五年规划期将参加二氧化硫排二氧化硫排放配额，在下个五年规划期将参加二氧化硫排

放指标分配放指标分配

能否向社会公布每个电力企业透明的（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总量指标）



（（55）配额管理）配额管理

企业权力：火电厂拥有企业权力：火电厂拥有SO2SO2排放配额的使用排放配额的使用

权和处置权权和处置权

配额储存：自配额储存：自20112011年起，火电厂所持有富余年起，火电厂所持有富余

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可以储存转入下一的二氧化硫排放配额，可以储存转入下一

年度年度

配额核算：年度配额量为火电厂当年配额配额核算：年度配额量为火电厂当年配额

分配量、配额交易量以及配额储存量之和分配量、配额交易量以及配额储存量之和



（（55）配额管理（续））配额管理（续）

建立全国排污交易管理中心，建立全国排污交易管理中心，对火电对火电

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工作进行统一行业二氧化硫排污交易工作进行统一

管理管理

职责：职责：

建立台帐建立台帐

承办配额的登记、交易备案和划转业务承办配额的登记、交易备案和划转业务

发布交易信息发布交易信息

汇总年度总量指标完成情况汇总年度总量指标完成情况



（（66）交易类型）交易类型

指标交易指标交易：： ““十一五十一五””期间申报环境影期间申报环境影

响评价批准的火电项目与在役的火电响评价批准的火电项目与在役的火电

厂间进行的二氧化硫排污交易为排放厂间进行的二氧化硫排污交易为排放

指标交易；指标交易；

配额交易配额交易：：20112011年起所有火电厂间进年起所有火电厂间进

行的二氧化硫排污交易均为二氧化硫行的二氧化硫排污交易均为二氧化硫

排放配额交易排放配额交易



（（77）交易程序）交易程序

采取确认和备案制度，而非评估制度采取确认和备案制度，而非评估制度

原因：鼓励交易，并保障有序开展原因：鼓励交易，并保障有序开展

基本流程：基本流程：

交易申请交易申请

基本条件审核基本条件审核

审批备案审批备案

签订合同签订合同

办理配额转让手续办理配额转让手续

监督管理监督管理



（（88）跨区域交易规则设定）跨区域交易规则设定

出发点：哪种方式能兼顾酸雨污出发点：哪种方式能兼顾酸雨污
 

染控制和利于交易市场的建立染控制和利于交易市场的建立

方案一：设定交易系数方案一：设定交易系数

方案二：限制指标流向方案二：限制指标流向

方案三：无任何限制措施（√）方案三：无任何限制措施（√）



（（99）激活市场的措施）激活市场的措施

增强政策的预期性增强政策的预期性————制定长期分配原则制定长期分配原则

扩大市场需求扩大市场需求————新建机组不分配指标新建机组不分配指标

新建、扩建火电机组，新建、扩建火电机组，在申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前，在申报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前，

至少需要购买一年二氧化硫排放配额量至少需要购买一年二氧化硫排放配额量

建立拍卖机制建立拍卖机制————启动市场启动市场

每年从已分配排放指标的所有火电机组中提取每年从已分配排放指标的所有火电机组中提取3%3%的排的排

放配额，用于拍卖放配额，用于拍卖

拍卖所得收益归原持有配额企业所有拍卖所得收益归原持有配额企业所有



（（1010）与其他政策的衔接）与其他政策的衔接

与排污收费的衔接与排污收费的衔接::对于交易的二氧化硫排放配对于交易的二氧化硫排放配

额，排污费由配额购买方按照实际排放量依法向额，排污费由配额购买方按照实际排放量依法向

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缴纳

与排放标准的衔接：企业在实施排污交易时，必与排放标准的衔接：企业在实施排污交易时，必

须满足须满足《《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要求，对于要求，对于

任何一方达不到任何一方达不到《《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火电厂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要要

求的企业，审批部门不予批准排污交易申请求的企业，审批部门不予批准排污交易申请



五、几个问题五、几个问题



5.1 5.1 出台排污交易管理办法出台排污交易管理办法

总量目标确定：五年总量目标确定：五年??年度？年度？

指标分配方法：绩效，计划单列（电力）指标分配方法：绩效，计划单列（电力）

配额管理：新建项目的配额获得？关闭项目的配配额管理：新建项目的配额获得？关闭项目的配
额处理？额处理？

交易程序：签订合同交易程序：签订合同——审核审核——确认确认//备案备案

交易条件：交易条件：CEMSCEMS？联网？？联网？

交易管理：政府职责，管理平台，监测与跟踪系交易管理：政府职责，管理平台，监测与跟踪系
统统

奖惩措施：企业、管理人员奖惩措施：企业、管理人员



5.2 5.2 关于排污交易价格的问题关于排污交易价格的问题

理论上：由二氧化硫边际处理成本和市场供理论上：由二氧化硫边际处理成本和市场供
 需关系决定需关系决定

试点结果：政府确定价格，偏离了排污交易试点结果：政府确定价格，偏离了排污交易
 ““灵活机制灵活机制””的内涵，影响交易市场发展。的内涵，影响交易市场发展。

合理价格机制合理价格机制：：政府引导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调节机制下的市场调节机制
 决定决定

拍卖价格
提供信号



5.3 5.3 关于排污权有偿分配的问题关于排污权有偿分配的问题

有偿 无偿

优
点

体现价值和稀缺性，强化企
 业污染治理责任，提供公
 平竞争的平台

减轻企业污染治理的经济
 压力，有利于交易制度
 的推行

缺
点

短期内给排污者增加经济压
 力，不利于交易推行

不易建立“资源有价值”的
 理念

实
践

一些地方试点采用有偿分配
 方式

老企业无偿获得指标，新
 建项目有偿取得

结
果

短期内难以与现行管理制度
 有效衔接，

容易被排污单位接收，近
 期以无偿分配为主



结语结语

有利的时机有利的时机

正值正值““十一五十一五””向向““十二五十二五””过渡关键时期过渡关键时期

污染减排不断深化污染减排不断深化

良好的基础（管理、实践、国外经验、政良好的基础（管理、实践、国外经验、政
府高度重视）府高度重视）

分阶段推行分阶段推行

近期实现较大突破近期实现较大突破

远期完善排污交易制度远期完善排污交易制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  
http://http://www.caep.org.cnwww.caep.org.cn

Please visitPlease vis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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