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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 12 月 31 日，第一个碳排放履约周期结束，企业减排意识不断提升——

全国碳市场首个履约周期运行平稳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运行平稳——日前，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刘友宾介
绍，全国碳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启动上线交易以来，整体运行平稳，企业减排意
识不断提升，市场活跃度稳步提高。
根据 2021 年 1 月印发的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 （试行）》（以下简称 《办
法》），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从 2021 年 1 月 1 日到 12 月 31 日。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162 家，年覆盖约 45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
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 1.79 亿吨，累计成交额 76.61 亿元。

建立市场，引导减排
——目前主要交易碳排放配
额、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
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市场正式启动
上线交易，一经启动，即成为全球覆盖温室
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
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
低碳发展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是实现碳达
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生态环境
部副部长赵英民介绍，建设全国碳市场，一
方面有利于推动其管控的高排放行业实现产
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的绿色低碳化，促进高排
放行业率先达峰；另一方面，能够为碳减排
释放价格信号，提供经济激励机制，将资金
引导至减排潜力大的行业企业，推动绿色低
碳技术创新。
碳排放配额是全国碳市场交易的主要商
品。据介绍，假如一家重点排放单位一年有
20 吨配额量，其碳排放量仅有 18 吨，则属于
配额盈余；另一家重点排放单位的配额量仅
18 吨，排放量却达到了 20 吨，则属于配额亏
损。配额亏损的企业可以向配额盈余方购买
其节省下的配额，以完成碳排放履约要求。
那么，如何确定各重点排放单位的碳排
放配额？怎样精准监测碳排放数据？怎么保
证配额分配的公正合理？
“企业根据排放情况可以自行计算，得出
应该获得的配额数量。”赵英民介绍，目前，
配额采取的是以强度控制为基本思路的行业
基准法，实行免费分配。“这个方法基于企业
实际产出量，对标行业先进碳排放水平。”具
体看，一家企业每年获得的配额即基准值乘
以企业当年实际产量所得，产量越高，意味
着其配额越多。伴随对基准值的标准设定更
加严格，每家企业所获得的配额将逐年降
低。在企业报告数据和省级生态环保部门核
查工作完成后，生态环境部会组织对地方督
促检查和对企业现场抽查，以保障配额数准
确合理。
记者了解到，除了碳排放配额，还有另
一类商品在碳市场流通——国家核证自愿减
排量 （CCER）。《办法》 明确，CCER 即中
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
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
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
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需要通过购买配
额来履约的企业，可以通过抵消机制购买价
格更低的自愿减排量，进一步降低履约成
本。”赵英民说。

——未来将逐步扩大全国碳市
场覆盖的行业范围，助推碳达峰、
碳中和

▼2021 年 12 月 28 日，在广东江门市台山海宴镇，总装机容
量 500 兆瓦的渔业光伏发电项目首期工程成功并网。项目全面投
产后，年发电量可达 5.43 亿千瓦时，与同等规模燃煤电厂相比，
每年可节省标煤约 19.3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53.4 万吨，相当于
大湾区约 7.5 万亩森林的碳汇量。
李剑锋摄

交易活跃，积极履约
——12 月 日 均 成 交 量 94.7 万
吨，碳市场价格没有过大波动
根据生态环境部要求，重要排放单位要
尽早完成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清
缴，各地要确保 2021 年 12 月 15 日前本行政
区域 95%的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12 月 31
日前全部重点排放单位完成履约。记者梳理
发现，伴随全国碳市场第一个碳排放权履约
期结束，相关主体已有序“响铃交卷”。

到 2025 年万元 GDP 用水量约降 16%
节水行动实施的组织推动、建立健全节水监督管理制度、强化重
点区域领域节水、健全节水激励机制。四是强化法制、科技和宣
传支撑，包括强化法制支撑、强化科技支撑、加强水资源节约保
护宣传与科普。五是组织保障，包括加强组织领导、加强与有关
部门的沟通协作、切实加大投入、健全考核制度。
《指导意见》 要求，到 2025 年，初始水权分配和交易制度基
本建立，水资源刚性约束“硬指标”基本建立，水资源监管“硬
措施”得到有效落实，推动落实“四水四定”的“硬约束”基本
形成，面向全社会的节水制度与约束激励机制基本形成，水资源
开发利用得到严格管控，用水效率效益明显提升；北方 60%以
上、南方 40%以上县 （区） 级行政区达到节水型社会建设标准；
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 16%，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
到 0.58，新增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0.6 亿亩，城市公共供水管网漏
损率低于 9%，全国非常规水源利用量超过 170 亿立方米。

去年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 1.0℃
本报北京电 （记者李红梅） 记者日前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
2021 年（截至 12 月 28 日），全国平均气温 10.7℃，较常年偏高 1.0℃，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高，浙江、江苏等 12 个省 （区） 均为 1961
年以来历史最高。全国平均高温日数 （12.0 天） 为 1961 年以来历
史次多。2021 年 8 月广西、贵州、湖北、湖南、四川等省 （区）
的 28 个县市最高气温破历史极值。2021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6 日，
南方地区平均高温日数 5.7 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
2021 年 12 月，全国平均气温为-1.9℃，较常年同期偏高 1.1℃，
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以偏高为主；全国降水量 8.0 毫米，较常年同
期偏少 16.3%。预计 2022 年 1 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接近常年同
期到偏高。除西藏西部气温较常年偏低 1℃—2℃以外，全国大部地

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其中山西大部、内蒙古中部、上海、江
苏东南部、浙江、安徽南部、福建、江西大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大
部、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宁夏、新疆北部等地偏高 1℃—2℃。
2021 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除了平均气温创新高，北
方地区降水量达到历史第二多。全国平均降水量 671.3 毫米，较
常年偏多 6.8%。北方地区降水量 697.9 毫米，较常年偏多 40.6%，
为历史第二多。京津冀地区降水量为 1961 年以来同期最多。
据中国气象局新闻发言人宋善允介绍，2021 年气候总体呈现
高温天数多、区域性干旱此起彼伏、沙尘天气早发、寒潮强度大等
特征。作为“双拉尼娜年”，冬季寒潮强度较大。2021 年 11 月 4—9 日
我国出现的全国型强寒潮天气，综合强度达到 1951 年以来第 4 高。

看行业——多家重点发电企业如期履
约，取得良好成效。2021 年 12 月 14 日，中国
华电最后一家重点排放单位完成碳配额清
缴，标志着中国华电提前完成 105 家重点排
放单位碳排放配额清缴，实现了在全国碳市
场首个履约期 100%履约。同日，中国大唐完
成最后一家重点排放单位在全国碳市场的配
额履约清缴工作，提前完成所属全部 96 家重
点排放单位履约清缴工作。2021 年 12 月 21
日，随着最后一家火电企业在全国碳市场注
册登记系统提交清缴履约，国家能源集团作
为全球最大的火力发电公司顺利完成全国碳
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清缴履约工作，所属

全国碳市场是通过市场交易促使企业自
愿减排的重要机制。通过减排实现配额盈余
的企业能够获得一定收益，而未能如期完成
减排任务导致配额亏损，且拒绝完成履约的
企业，则将承担相应的惩罚。
《办法》 规定，重点排放单位未按时足额
清缴碳排放配额的，由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
地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2 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未改正的，对欠缴部分，由重点排
放单位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省级生态环境
主管部门等量核减其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
“此前，面对 2 万到 3 万元的罚款，部分
履约缺口大的企业存在侥幸心理，有选择放
弃履约以罚代缴的想法。”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应对气候变化处负责人吴泓洋说。2021 年 3
月 30 日，有关部门对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
行条例 （草案修改稿）》 公开征求意见，对
各主体单位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处罚措施，提
出重点排放单位不清缴或者未足额清缴碳排
放配额的，由其生产经营场所所在地设区的
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 1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
正的，由分配排放配额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在分配下一年度碳排放配额时，等量核
减未足额清缴部分。这意味着未完成履约的
企业将面临更高的违规成本。
“随着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稳定和 《碳
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 出台，将会有进
一步完善的法规、标准和体系，对履约作出
更加严格的规定。各重点排放企业应及时按
规定履行配额清缴义务，为温室气体控排尽
到应尽的义务。”吴泓洋说。
全国碳市场成立初期，碳排放配额分
配的准确度同样受到不少业内人士关注。
伴随碳市场交易推进，与之相关的数据质量
正进一步完善。日前，生态环境部就 《企业
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发电设施
（2021 年修订版）》 公开征求意见，重点对
纳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管理的发电
行业 （含自备电厂） 重点排放单位发电设施
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进行规
范，提出细化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数据在
检测、记录、传递、保存、取样、制样、送
检、存证 和 核 算 各 环 节 的 质 量 控 制 要 求 ，
压缩数据造假空间，提升可操作性，确保
公平统一。
有关人士表示，随着数据质量和管理机
制逐步完善，未来，碳市场所涵盖行业有望
进一步拓宽至钢铁、石化、化工等方面。“在
发电行业碳市场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将逐步
扩大全国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通过碳市
场等重要政策工具和手段，推动碳达峰、碳
中和目标如期实现。”刘友宾说。

湿地冬景美
▶近年来，山
东省烟台市对湿地
资源实行分级分类
管理，为城市带来
更多社会效益和生
态效益。图为近
日，游客在烟台市
牟平区鱼鸟河湿地
公园观赏冬景。
唐 克摄
（人民视觉）
近日，在甘肃省张掖黑河湿地国家级
▼
自然保护区高台县的黑河河道内，大群的天
鹅、赤麻鸭等候鸟嬉戏觅食，悠然越冬。
郑耀德摄 （人民视觉）

本报北京电 （记者李晓晴） 水利部近日印发 《关于建立健全
节水制度政策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明确了建
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的工作目标，要求到 2025 年，全国经济社会
用水总量控制在 6400 亿立方米以内，全国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
16%左右。
《指导意见》 提出了建立健全节水制度政策的主要任务。一
是建立健全初始水权分配和交易制度，包括科学确定河湖基本生
态流量保障目标和地下水水位控制目标、逐步明晰区域初始水
权、逐步明晰取用水户的用水权、引导推进水权交易。二是严格
水资源监管，包括严格生态流量监管与地下水水位管控、严控水
资源开发利用总量、实行水资源用途管制、全面开展规划水资源
论证、严格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监管、实行水资源超
载地区暂停新增取水许可、健全水资源监测系统。三是建立健全
全社会节水制度政策，包括建立健全节水指标与标准、做好国家

149 家 火 电 企 业 和 化 工 企 业 自 备 电 厂 实 现
100%履约……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公布的数据显示，
自 2021 年 11 月起，随着配额核定工作完成，
重点排放单位实际配额盈缺情况得以明确，
市场交易量开始处于高位。12 月，日均成交
量达 94.7 万吨，总成交量达 2178 万吨。市场
成交量和流动性上升的同时，交易价格保持
小幅波动，12 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为
54.22 元。
“临近全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期的结
束，从 11 月中下旬起，交易量有了明显增
长。”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有关负责人表示，
与此同时，碳市场价格未因履约期结束出现
过大波动，整体仍呈现较平稳状态。“这更有
利于企业积极参与履约工作。”该负责人说。

完善机制，拓宽范围

▶白鹤滩——江苏±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是中国西
电东送重点工程，其建成后将极大促进国家能源结构调整和节能
减排。图为 2021 年 12 月 26 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郑蒲港新区长
江岸边，该工程中的特高压长江大跨越输电钢管塔成功封顶。
郑贤列摄 （人民视觉）

看地区——全国多个省份积极履约，达
成减排目标。2021 年 12 月 7 日，海南省纳入
全国首批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 7 家发电行业
重点排放单位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清
缴，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履约率 100%的省份。
作为用能大省，山东省是全国履约任务
最繁重的省份，是全国唯一一个重点排放单
位纳入碳市场超过 300 家的省份。截至 2021
年 12 月 14 日，山东省已有 211 家重点排放单
位顺利完成第一个履约周期配额清缴，80 家
重点排放单位部分履约。全省共有 50 家企业
提出 CCER 抵消配额清缴申请，申请抵消量
达到 624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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