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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准备
中国碳市场
中国目前的碳市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项目的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另一类是基于
总量控制的碳排放交易市场
从EB网站的统计数据,到2012年8月31日，我们总共有2279个CDM项目成功注册，占东
道国注册项目总量的50.09％，预计年减排量是409,951,973， 占东道国注册项目预计
减排量的64.23％。
截至2012年8月17日，我国共有880个项目共获得签发，占东道国CDM项目签发总量的
59.98％。
为了保障自愿减排交易活动有序开展，2012年6月13日国家发改委正式发布了《温室气
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通过规范自愿减排交易活动的程序和管理，为我国逐
步建立总量控制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积累经验。
国家发改委要求碳排放试点地区“培育和建设交易平台”，“推动运用市场机制以降低成本
实现2020年我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目前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
湖北和深圳都分别依托当地的产权交易机构设置了碳排放权试点交易平台，其中广州碳
排放权交易所将为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平台，为广州省乃至全国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市
场主题提供服务
碳金融
碳金融是指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各种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交易活动，既包括碳排放
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也包括银行的绿色信贷以及其它相关金
融中介服务。
大力发展碳金融，是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重要途径，将为企业实现多渠道融资、促进
金融创新提供便利。搭建金融交易平台、加强碳交易能力建设、培育市场中介结构等是
促进碳金融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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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进低碳发展
时间

主要低碳发展历程和政策

2005年2月

《可再生能源法》颁布，自2006年1月1日起实施。

2007年10月

2009年12月

2011年10月

2012年6月

《节约能源法》修订通过并发布，将节约能源置于基本国策的战略地
位。
哥本哈根会议期间，中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
年下降40−45％。
国家发改委同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广东省、湖北
省和深圳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
国家发改委印发《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对国内温
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活动实现规范管理。

B-PMR的使命
碳市场正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发展阶段，排放交易方案出现在世界各地新的地区。十六个
发展中国家加入了世界银行的市场准备伙伴关系（PMR）。由于这些方案的初步形成，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将动员其成员，协助其为通过市场准备商业伙伴关系（B-PMR）所开
辟的新市场建立业务准备。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的会员遍布全球 - 主要涉及能源，工业，金融和服务行业，几乎渗透
于每一个PMR合作伙伴的辖区。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是协助本地商业成功在新生市场运作
的前期准备的理想人选。
通过共享现有碳市场的经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将推动与PMR国家本地商业的共识，分
享最好的实践经验并在适当情况下，在政策发展过程中提供帮助。
2012年10月24日，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在悉尼推出了一个新的“市场准备商业伙伴关系”或简称“B-PMR”- 来迎接新的挑战。我们的目标是提高可行的国际碳交易模式 出现在世
界各地的潜力。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将与东道国政府、世界银行和PMR的捐助国家协力提
出这项倡议。
根据以往经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将在一组选定的正在准备排放交易方案的5个PMR国
家中建立一系列任务。我们会优先考虑最先进的方案以及那些邀请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参
与的方案。对话的目的是提高PMR实施国家中行业对排放交易的认知水平。他们将探讨
系统如何运行和应对行业参与碳市场时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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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MR的任务将是集中精力准备东道国市场 - 考虑到当地的商业习惯和动态。它们会激
发当地对于实际排放市场和最好的实践经验的强烈兴趣。初始任务之后，我们将根据每
一个新市场的特定需求制定后续工作。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成员的广泛影响在该方案的这
个方面将是最重要的，它可以提供当地的专业知识、认识和参与。
B-PMR 任务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坚持自己充当智囊团、对话召集人、倡导者、市场促进者，以及最佳
实践者和市场标准的支持者的原则。B-PMR是这些原则的自然产物。 B-PMR是由国际
排放贸易协会秘书处和B-PMR筹划指导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一项特别举措，并由以下企业
担保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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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工业行业碳排放交易研讨会是举办的第一个B-PMR研讨会

对话议程
主要内容和主题
的对话包括以下主题：
• 特定行业参与（电力、钢铁、石化、水泥等行业）；
• 限额分配的影响（历史、基准、拍卖、综合方式）；
• 遵守规划和企业战略；
• 监测、报告、核准；
• 金融产品和交易；
• 温室气体核算与审核；
• 排放数据和性能；
• IT工具和基础设施

研讨会日程
时间: 2013年2月28日至3月1日
地点: 广东大厦（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9号）

第一天

内容

会议室

9:00-12:30

欢迎致辞，互动交流

多功能会议室（三楼）

12:30-14:00

午餐
分行业讨论及小结

14:00-16:30

第一组：电力行业

北江厅（三楼）

第二组：钢铁行业

罗浮厅（三楼）

第三组：石化行业

鼎湖厅（三楼）

第四组：水泥行业

丹霞厅（三楼）

第五组：陶瓷行业

西江厅（三楼）

专家与企业介绍

多功能会议室（三楼）

第二天
9:00-12:30

主办单位：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GDLC）
外国支持者： 外方支持单位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和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国内支持单位：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GD D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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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参观交流

内容

时间

嘉宾

上午：广州交易所集团参观交流
9:30-10:00

参观广州交易所综合大楼

10:00-11:00

广州交易所集团

碳交易服务实体经济

靳国良 总裁

11:00-11:30

互动交流

12:00

午宴

下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所参观交流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4:30-14:40

欢迎致辞

14:40-15:00

广州能源研究所介绍

15:00-15:20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介绍

15:20-16:20

广东碳排放权交易进展介绍

赵黛青 副所⻓长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赵黛青 副所⻓长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李璧君 秘书⻓长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骆志刚 高工

16:20-17:00

互动交流

17:30

晚餐

第二天 研讨会

内容

时间

嘉宾
欢迎致辞

9:00-9:05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会⻓长致辞

陈勇

9:05-9:10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致辞

Mr Dirk Forrister

9:10-9:15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气候项目主任致辞

Mr Stefan Bundscherer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9:15-9:30

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设计方案介绍及能力

陈毅军 副处⻓长
广东省发改委

建设需求
9:30-9:45

互动交流及茶歇
合影留念
中外经验分享讨论：工业行业如何准备、参与ETS

特别以德国工业界与政府通力合作共同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做准备为例
国外专家汇谈

9:45-10:00

从企业角度解读碳交易体系相关规章制度

Dan Barry, BP;
Scott McGregor, CEO,
CAMCO；
Ziyuan Wang, Shell
Dr. Lutz v. Meyerinck
国外专家汇谈

10:00-10:20

欧洲工业企业参与排放权交易的合规流程

Massimiliano Varrucciu, EDF
Trading;
Karl Upston-Hooper,
Gree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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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40
10:40-11:00

互动交流及茶歇
欧盟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配额管理及企业合

Dr. Hans-Joachim Ziesing；
Michael Mei,Alstom

规经验分享

国外专家汇谈
11:00-11:20

Dan Barry, BP;
Tony Gai ,
PetroChina

排放权配额如何管理及发放

监测、报告与核证（MRV）体系
11:20-11:35
11:35-11:50
11:50-12:05
12:10

欧盟排放权交易监测及报告指南解读(意义、
作用等)

Caspar Chiquet, South Pole
Carbon

广东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指南编制思路

徐伟嘉 博士
中山大学

欧洲MRV体系实施经验：企业如何建立有效的
管理架构、如何有效组织人员和制定工作程序
午

Sean Gilbert
KPMG

餐

分组讨论：工业企业开展MRV的经验分享
第一组：电力行业
外方代表：Massimiliano Varrucciu, EDF Trading and Simone Tripepi, Enel
第二组：钢铁行业
外方代表：Zhang Yuzhong and Jason Qiao, CAMCO；Dong Wang, Rio
下午

Tinto
第三组：石化行业
外方代表：Ziyuan Wang, Shell; Tony Gai, Petro China
第四组：水泥行业
外方代表：Wang Chunfang, Huaxin-Holcim
第五组：陶瓷行业
外方代表：Qisha Wen, Greenstream

14:00-14:30

案例研究：欧洲企业如何开展MRV

14:30-15:00

欧洲工业企业能效及排放管理工作经验分享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互动交流及茶歇
欧洲企业开展MRV工作遇到的问题。−经验分享
小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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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 研讨会

时间

内容

嘉宾

9:00-9:20

欧洲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核证程序及核查标准介绍

Robert Hansor, LRQA
国外专家汇谈

9:20-9:40

登记体系及企业排放权配额登记流程介绍

Dr. Hans-Joachim
Ziesing；
Zhuli Hess, VCS;
Robert Hansor, LRQA；
Eric Boonman, Statkraft；

9:40-10:00

互动交流及茶歇
企业参与碳交易的经验及碳资产管理策略介绍
国外专家汇谈

10:00-10:20

ETS对企业发展和运营的实质影响

Karl Upston Hooper,
Greenstream;
Dong Wang, Rio Tinto
国外专家汇谈

10:20-10:40

10:40-11:00
11:00-11:20
11:20-11:40
11:40-12:10

欧盟在企业与政府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合作中的经
验

Michael Mei, Alstom;
Massimiliano Varriciu, EDF
Trading;
Dr. Lutz v. Meyerinck

壳牌与中石油一对一讨论：合规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与
技术更新
企业减排与碳资产管理经验
咨询机构以及金融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的服务有
哪些，有哪些效果和作用。−实例分享
会议总结

Eric Boonman, Statkraft;
Zhuli Hess, VCS
Fulvio Bartolucci, Solvay
低碳促进会

针对研讨主题，针对广东省企业提出关键建议

12:15

会议结束

12:20

午

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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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广东省及中国能源交易所
靳国良，CEO的他的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及他们将如何协助各利益相关者在广东
ETS详细介绍了广东碳排放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该交易所提供的交易解决方案，包括中国的核证减排量（CCER），碳排放配额和无碳
(图片点击放大)

性质的排放限额。此外，还提供咨询服务，管理和能力建设的解决方案。在运行之前，
GCERE目前正在研究碳融资和碳期货的动态。该交易所目前提供由广东省权威机构认
定的排放权配额现货交易，以及交易在广东省和中国的核证减排量（CCER)。

(图片点击放大)

要点

•
•
•
•
•

目前，还没有明确的信号说明能有多少的CCER可以用语合规企业完成他们在广东
ETS上的减排义务。
广东省ETS接受造林和再造林项目的CCER，且广东省目前正在开发造林再造林方
面的方法学。
由于国际上的低碳价，广东省正考虑采用出台省内的碳价，可能会有最高或最低
的价格。
就目前而言广东省ETS的配额交易只能在合规企业间开展，银行或经济公司是否
允许参与交易还有待确定
目前参与广东省一期ETS试点的行业包括 水泥、钢铁、石化、电力，每年企业的
设施排放量不低于2万吨的企业要强制减排，每年企业设施排放量不低于1万吨的
企业需要参与报告。

(图片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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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广州能源研究所
广州能源研究所参与广东省ETS的排放限额计算和配额发放的方法研究，并协调管理整
个机制设计。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赵黛青指出，广东ETS的设计工作需要依据广东省
的发展模式和资源禀赋。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不承担绝对的减排义务。在考虑为广东
ETS确定绝对限额时，需要考虑到经济发展同时为新的进入者提供排放的空间。在设计
配额分配时，考虑到广东省不同工业行业的特点是重要的。

(图片点击放大)

广州能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分享了近几年来研究所在清洁能源和能效领域所承担的研究
和开发课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研究领域：
• 生物质发电，包括化学和热化学转换过程。
• 太阳能，包括被动式太阳房的应用，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太阳能电池制造工艺。
• 海洋能源
• 地热能源，包括发电和空调中的应用。
• 天然气水
• 合物绿色建筑和能效
• 电池技术和电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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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在中国排放交易体系是种相当新的概念，广东省是其中一个省推出这一交易体系。由于
为了努力实现顺利有效推进试点ETS的执行，省政府和工业企业可能面临多方面的挑
战。而通过不间断的知识交流，以下所列的那些挑战可能可以得到解决，因而为中⻓长期
ETS的更广泛执行铺平道路。
基准线排放−广东省ETS的基准线是已经通过合规企业在2010至2012年的排放确定
了。随后几年的排放可能会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工业企业不断增⻓长而显著增加，这可能
导致未来的排放远远大于所发放的配额。
监测、报告、核查（也叫MRV），设计MRV程序需要与中国其它试点ETS和其它国家的
相互认可并保持一致，这是必不可少的，以论证并确立所取得的减排的环境完整性。一
致性和兼容性对可能的国际交易体系链接以及被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
UNFCCC）制度认可也是重要的。
企业的培训−通过之前解决SOX，NXO和固体颗粒物排放的法律，一些审核技术可能已
经到位了，企业可能需要另外的一些覆盖温室气体排放的监测指南方面的培训
沟通−企业与广东省当局者间顺畅而密切的互动是ETS有效执行和运作的必不可少的，
为确保连续而频繁的沟通，一个有效的IT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
监管机构通报企业有关合规相关方面的最新进展，也使得企业能够把他们在这过程中可
能面临的任何困难与监管机构沟通。
安全−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和交易方案是一个ETS成功的典范。企业提交监管机构工厂
机密信息过程中的数据安全， 配额交易过程中的交易安全以及其它合规工具是对提高
ETS所有利益相关方的信心很重要。
碳管理−参与企业需制定一个全面的碳管理方案以适应ETS。学习其它排放交易体系如
EU ETS，新西兰的工业企业的合规战略有利于广东企业开发一套合理的战略以规避⻛风
险并实现合规目标。

Business-Partnership for
Market Readiness

B-PMR使命在解决这些挑战同时帮助所有利益相关方以最有效的方式完成他们的义务方
面起着重要的作用。B-PMR使命将专注于广东ETS的具体需要，提供本地的专业知识，
意识和参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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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概况和目标
2013年2月27日，国际碳排放贸易协会（IETA）在广东省省级政府的支持下，协同有针
对性的跨行业代表和演讲者参与了广东省工业行业碳排放交易研讨会。
仅限应邀参与的研讨会在广东大厦举行，研讨会汇集了广东省权利机构的官员，主要企
业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参与。
中国政府2011年10月正式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深圳五市和广东、湖北两省开
展碳排放交易试点，计划于2013年启动地方碳排放交易市场。广东省按照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的统一部署，已开展大量前期准备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在碳排放交易试
点省市中名列前茅。
与其他碳排放交易试点省市相比，广东省具有较强的独特性，体现在广东省体量较大、
数量较多的工业排放企业上。从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角度来看，广东省迫切需要在工
业排放企业理解、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能力、技能、经验上开展更多的准备、教育和
培训工作，以帮助工业排放企业更好、更快、更加经济地参与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各项流
程，保证工业排放企业的积极配合和自身权益，保障碳排放交易体系的顺利实施。因
此，举办广东省工业行业碳排放交易研讨会成为有效增强广东省工业排放企业能力建设
的有效措施。

(图片点击放大)

对话的主要目标：
• 提高广东省工业排放企业对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理解和知识
• 增强广东省工业排放企业参与广东省碳排放交易体系的能力和技能
• 帮助广东省主管机构更好地了解工业排放企业的真实想法和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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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摘要
地址由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GDLC主席陈勇博士）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我代表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GDLC）向所有参加本次活动
的各行各业的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本次研讨会由IETA，GIZ和GDLC共同举办。
(图片点击放大)

2012年9月，广东省ETS试点正式启动，我省急切需要有更多的准备工作，以及教育和
培训方面的能力建设，以提高他们理解和参与广东省ETS试点能力，技能和经验。在本
次研讨会上，国外工业同业被邀请分享到会与广东省工业企业进行交流，并分享他们参
与碳排放交易的实践经验和心得体会。
并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提高企业对ETS的理解和认识，提高企业参加ETS的能力和技
能，和把握低碳发展的机会，并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GDLC是一个组织，是致力于低
碳发展在全省的合作和技术交流，并建立了一个平台，并组织了多场低碳培训活动，关
于低碳发展的培训和ETS推广。 IETA是全球ETS的支持者和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交
流的促进者，促进行业和政府有关碳排放权交易的沟通与合作。 GIZ是中国和德国在应
对气候变化展开合作的执行机构，也与中国试点省/市级ETS和支持中国ETS试点项目的
各项工作。通过这三家机构共同主办的这次研讨会，这将推动广东ETS试点工作起到推
进作用。本次研讨会已经获得了从广东省发改委的指导和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感
谢，并希望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地址义军陈副主任，资源与环境部，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尊敬的德克先生、斯特凡先生，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非常荣幸能够
参与广东省工业企业碳排放交易对话研讨会，我受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
鲁秀禄委托来参加这次会议，并热烈祝贺研讨会的召开。
我想表示对GDLC，IETA和GIZ⻓长期以来对广东省低碳发展，ETS工作的
大力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然后我想简单谈谈目前广东ETS试点情况。
(图片点击放大)

2011年10月10日，国家发改委已同意在中国开展七个ETS试点，包括广东，天津，北
京，湖北，重庆，深圳，上海。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去年九月广东ETS
试点正式启动，即广东省排放权交易所揭牌仪式，广东省省⻓长朱小丹亲自出现并宣布广
东省ETS试点启动，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谢振华也出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在研讨会召开之前，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布了《广东省ETS试点实施方案》，并下发了
实施方案，以及正式批准广东交易所。并对ETS试点方案做了详细的部署。
关于我省ETS试点计划的总体思路如下：
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履行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和十二五规划的减排和能
源消费的总体目标。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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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15年广东省将基本建立省际和区域的碳排放配额的合理分配，并初步建立适应省
情，制度健全，管理规范，精心操作，以及功能完善，并在区域性的碳市场发挥重要作
用的国家一级的ETS试点。通过碳交易，我们预计将建立三个机制，碳排放报告/核证机
制，碳排放配额管理机制，碳排放交易机制。
从2010年至2012年，公司的年排放量10,000色调或每年的能源消耗5000tone将包括在
报告中，公司的年排放量20000吨，每年的能源消费量为10,000色调将与津贴分配。在
ETS试验计划的开始，有四个部门，即电力，钢铁和钢铁，石化，水泥。津贴主要是免
费分配和CCER注册国家发展改革委可用于抵消排放的合规性公司。全面推进广东ETS
试验计划，是在目前阶段正在开展的几部作品：
第一：组织碳排放配额交易暂行管理办法“的修改和完善，为碳排放配额交易提供法律
依据，我们将修改并提交给省政府，同时建立配套的管理制度和技术文件
第二：推动企业的第一个碳盘查信息核查。昨天我们召开了关于碳盘查信息核查的动员
大会，广东省发改委副主任鲁秀禄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同时部署了第一份碳排放配额
信息报告，并作了相关的培训。根据动员大会的要求，在目前这个阶段，钢铁，电力，
石化，水泥行业的公司年排放量一万吨或每年能源消耗五千吨的310家工业企业，应及
时报告其每年的排放量并接受第三方的核查。
第三：获得公司的碳排放数据，并确定年度总的配额，根据上面来推进企业的配额分配
的实施方案。
四：加快建立广东省碳排放信息报告制度，注册登记制度和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四大
系统的建立，都严格按照政府招标程序，并提交有关部门批准。我们已经与电气系统设
计方面有经验公司进行了初步的接触。上面提到的所有的工作应严格执行，根据国家发
改委要求实施。并2013年下半年，我们将建立基于配额的排放配额交易。 IETA正积极
推动建立碳市场，并直接参与碳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并经常与我们就低碳发展进行
互动沟通。GIZ是专业机构，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际合作，致力于为客户提
供咨询和培训服务。GDLC在建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沟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积累了多
方力量，促进低碳发展，和宣传碳排放配额交易等。这三方强强联手共同主办的研讨
会，不仅安排了分享和国际典型的ETS经验的，也有具体的关于监测、报告和核证部
分。作为广东省的首个试点企业，这将有利于广东省ETS试点方案的顺利实施。我们真
诚地希望国内外的专业机构，国际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将继续支持广东省低碳发展，为广
东省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特别是ETS建设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最后，
我希望这次研讨会将取得圆满成功，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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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由 迪尔克.弗里斯德
感谢李女士，感谢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和广东省发改委邀请IETA和我们的商业伙伴，
以及很多其它公司来广州分享经验。也感谢广东交易集团和广东省能源研究所给我们介
绍了发生在广东省的指引性的美好事情。最后感谢来自GIZ的朋友和同事包括Stefan，
Constanze，David 和Helena以及GIZ北京公司帮助组织这次研讨会。
恭喜广东省发改委和工业企业在广东ETS方面所做的各方面努力工作。我们知道这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恭喜你们在这方面所取得进展。世界尤其是欧洲和美国都在关注着中
国，想看看中国排放权交易是怎么样。中国在气候变化和排放权交易所展现出的领导力
将帮助并激发其他国家共同推进并共同承担减缓这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在碳市场政策和方案制定过程中对国外其它排放权交易体系都持开放包容共同分享
经验的态度。我们都知道商业和企业在任何市场运作中都发挥这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对排
放权交易顺利运作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政府提供明确的监测和交易如何运作的规则是
非常重要的，提供必不可少的注册登记系统，监测报告系统。最终这才
真正叫做商业社区 有市场参与者，有参与者实现减排，并且他们能买卖
碳排放权。正由于这个IETA确定退出一个叫商业伙伴市场准备的方案，
因为我们意识到商业合作是促使排放权交易顺利运作的关键，也意识到
在市场运作开始之前参与企业做好适当准备的重要性，因此你才能够知
道并读懂市场如何运作对你是有好处的。这次研讨会后你会知道排放权
交易方案有两个明显的优势：它能让企业以比较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
同时也提供了一个赚钱的机会，我想这些你可以从今天后面研讨会参与
(图片点击放大)

的国际公司中得知，很多公司在减排的过程中赚到了钱。你可能认为这很奇怪但确实是
这样的，你可以直接从那些参与的公司得到答案。建立一个方案的关键是限制排放，那
样才能制造一个驱动力，我们认为那是可以运作的而且是最好的方式去坚决气候变化问
题。
今天你所听到很多经验之谈是来自欧盟和英国早期的方案或者甚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
更早经验以及碳市场正在运行排放权市场的澳洲经验。我希望你们能从这次研讨会中借
鉴到好的成功经验同时规避些错误的经验教训，因为没有一个体系是完美无缺的。我们
可以互相学习帮助这个市场更顺利的运作
我们一直相信广东能够很好促进排放权交易体系的开发，广州也将是继续在碳排放交易
体系领域充当领导性城市的角色，通过开启碳排放交易试点，以更高效的方式完成广东
省的减排任务以及中国未来的方案。
最后我简单谈谈我们的机构IETA是个类似与GDLC的协会，工业企业将定期会晤，互相
学习，分享解决可能出现的商业问题方法方面的经验，也是作为帮助去鼓励更多人参与
到市场的交易平台。所以我们认为将来我们可能会有与你们的单位一起工作，在你们方
案展开时候能与你们分享国际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所以在这里作为协会与你们推进共
同合作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认为协会会给企业带来很
16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中德气候项目主任史笛峰致辞
尊敬的理事⻓长先生，尊敬的李女士，尊敬的德克先生，商界的各位参与者，我很荣幸并
非常高兴地欢迎您来到广州参加广东省工业企业碳排放权交易研讨会。我很高兴地看
到，有超预期的广东商界代表参与，以及来自广东省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以及来自欧盟
尤其是德国的顾问和专家聚集在这里，共同支持令人高兴的广东省ETS试点方案。
国际社会经过了近二十年的努力，争取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在温室气体减排上具有约束力
的协议。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在全球谈判上有什么可喜的进展，而国内气候变化
政策似乎越来越被国家提上议事日程，这是发生在好多国家了。特别是在过去的一年
中，我们看到很多极端天气频发，有科学证据证明极端气候与气候变化有了更紧密的联
系。因此，要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很多国内的政策，及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排放的市场
机制被制定。当我们评估相关政策和教训时，我们看到许多国内政策和自下而上，并有
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蓝图，那就是有一个市场工具的排放交易机制似乎是最有效的减少
CO2排放量。如2005年年初欧盟设定了ETS方案和已与其它国家的ETS有了紧密的合
作，它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规模最大的跨国总量控制和交易系统，以用来控制温
室气体排放。这表明，在ETS必定是帮助欧盟成员国减排的最好办法，从
经济和技术上满足他们在“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
由于这是在欧洲非常成功的政策工具，把我们在EU ETS的经验与大家分
享是个很有意思的想法。 EU ETS已经运作了8年多，政府和成千上万的
公司正如你们的企业已经深入地参与ETS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参与ETS的
排放权交易。坦白说开始时是不容易，有许多公司都怀疑这个方案，我
认为我们有专家如Lutz博士参与了EU ETS全过程，我相信，你就可以分
(图片点击放大)

享您的经验，企业的担忧具有更高成本。
我相信通过今天和明天的对话，将为中国企业，欧洲企业和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发言
者最好交流机会。因此，中国和欧洲，我们的业务公司可能有着相似的问题，提出类似
的问题，如何积极参与ETS携手，希望能找到一个即经济又环境效益的结果。
对于GIZ，我只能说我真的很荣幸和自豪参加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中国创造了巨
大的碳市场和GIZ（德国国际合作的政府机构）提供能力建设和国家发展改革委邀请支
持设立碳市场和ETS在7个试点地区和国家层面上。因此，我们知道我们的共同责任，
同我们的朋友和GDLC的专家，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发改委合作伙伴，以及来自IETA的
欧洲优秀专家。所有人都为广东省碳交易市场的成功做出贡献。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好
了新的⻅见解，许多问题能够被回答，体验共享好和坏的。我希望这次共同对话能够为中
国的碳市场未来作出有价值贡献。

17

参与行业
广东省排放权交易体系与其它省市相比可以说是独具特色，广东省有大量的工业企业。
这些企业需要接受有关ETS各方面的培训，包括技术问题，如减排技术，配额注销 还有
监管问题如MRV和配额分配。
(图片点击放大)

来自MEYERINK 咨询（德国）公司的Lutz V.Meyerink博士与大家分享了他对企业在碳
排放交易体系（ETS）中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享有权利的观点，同时也给出了几点ETS顺
利运作必不可少的建议。
ETS之下的合规工业企业必须严格按照所在行业的协议和具体要求开展温室气体排放的
监测和报告。企业需确保所提供的所有信息是按照ETS的规则报告并提交注册登记。公
众可获得注册登记信息是创建一个管理和市场活动都很透明的公开市场所必不可少的。
ETS规范和指令下所定义的所有合规活动企业都得保持，包括及时精确地注销排放配
额。管理条例中必须也包括惩罚那些未能履约的合规企业的措施。当然企业在遇到不可
预⻅见或难以避免的困难情况下，此时合规企业也应该得到保护。
合规企业需在MVR程序描述中要体现具体的工业生产过程。企业能实施
登入注册登记系统，确保企业能很容易地报告信息同时加强整个程序的
机密性。合规企业可以有各种不同的选择（如在交易所交易，交易所支
持下的场外交易以及衍生品交易）参与配额和补偿交易。充足的交易选
择给企业提供了最有效方式下灵活的完成减排义务。
监管是市场发展和健康运行必不可缺的。所以企业和所有利益相关方应

(图片点击放大)

该接受规则监督。一个集权执行机构如财务部应该负责ETS的运作。工业企业需要制定
最经济有效的投资和交易策略来完成减排义务，同时避免工业生产收到任何不良的影
响。由于很多企业都没有交易经验，更可取的有个独立的交易机制，如四眼规则来监测
所有的交易。

要点

•
•
•

合规企业必须按照规则要求实时精确地提交排放信息，对企业的惩罚和支持规范
需到位。
所有可能的合规选项都得可供合规企业选择，以保证企业能在最经济有效的方式
下帮助企业完成义务。
有严格公司监管的企业需采用有条不紊的战略以完成义务。

EDF贸易公司的 Massimiliano Varrucciu分享了合规电力企业的在EU ETS下的经验， 他
强调灵活的MRV程序必要性和公司战略的重要性，这些能保证企业以经济有效方式完成
义务。

18

EU ETS的减排义务要求电力企业改变他们的运作和投资模式。企业需设计短期和⻓长期
战略以保证以最可能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使用排放配额，补偿工具和碳消除技术之
间权衡是对冲碳定位和以最低成本完成减排义务的必要手段。战略必须也有很大的灵活
性以消化可能的变化如规则，技术或生产运行， 这些可能是企业内在的或者是外在
的。
(图片点击放大)

碳市场价格必须看作是个机会成本 纳入到企业的决策当中去。碳的边际成本加到了电
价上，所以老电厂电价要更高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使得新的低碳发电设备对投资更有吸
引力，更有利润。引入碳价可能不能使得企业立即专项低碳技术，但企业倾向于把它包
括在远期的混合燃料战略上。

Key Points

•
•
•

合规成本必须纳入到企业短期或⻓长期的战略决策中。
公司决策需足够灵活， 以把规则变化或市场波动导致的变化纳入到决策中。
一个全面且完善的战略可以帮助企业对冲碳定位并以最低成本完成减排义务。

Greenstream的文祁莎主持讨论了排放源，MRV程序，减排技术，以及EU ETS 下陶瓷
行业合规企业可能面临的各种困难。

配额分配
配额分配是排放交易体系的其中最重要的基础环节之一。优化配额分配是确保碳市场⻓长
期生存发展并支持低碳技术所必不可少的。
阿尔斯通的Michael Mei 和Hans-Joachim Ziesing博士解释了EU ETS的演变过程，分享
了欧盟委员会在碳配额分配的具体政策。
排放权交易仍然是其中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最有效的政策工具。EU ETS始于2005
年分为三期。ETS每个阶段的运行都伴随着对操作和规则的不断和严厉的审查。这种审
查使得EU ETS 在整个EU的更透明统一的运作了。
EU ETS从2005年运行开始已经有了很大的演变。排放配额的分配
过程更统一了。公司的排放配额是统一由欧盟委员会发放而不在
由各个国家发放。所以在欧盟内部统一使用同样的规则，增强了
运作的一致性和透明性。
(图片点击放大)

合理的排放上限必须通过⻓长期有效的价格信号来实现。ETS的执行应该得到逐步推进，
并且把每个阶段学到的东西整合到设计中，以便促进市场的发展和⻓长久存在。一个有效
的ETS需要有精确和可核证的排放数据以及他们的决定因素。
可核证的数据是避免扭曲市场条件和发出错误投资信号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一套灵活的
MRV体系也是保证一个高效ETS所必不可少的，免费排放配额的发放必须反映工业行业
的经济条件而不仅仅只是历史的生产情况。发放过多的配额可能导致价格下跌，减少在
清洁能源领域的投资前景。ETS所设计的减排目标需灵活地考虑市场状况条件的任何变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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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

•
•
•
•
(图片点击放大)

•

ETS的执行必须伴随着连续和严格的审查。
合理的排放上限应该可以创造一个⻓长期有效的价格信号。
强大的MRV程序必须执行以避免扭曲市场条件。
免费配额发放应该基于工业行业的经济条件而不仅仅考虑过去的生产水
平，因为过多的配额发放可能导致价格下跌。
ETS的减排目标需灵活考虑到任何宏观经济条件的变化。

Dan Barry 来自BP排放贸易公司分享了公司在合规期最后年排放报告提交和配额登记的
一般性流程。公司需计算他们的年排放量并得到第三方核证，随后把相关信息提交给登
记系统。外部核查者要求对提交登记的信息进行批准。在最终期限，企业要求提交配额
和/或补偿到登记系统以完成他们的义务。

基本的市场基础设施
Hans-Joachim Ziesing博士强调了注册登记系统在ETS中的重要作用。注册登记系统便
于实现排放配额，拍卖，交易，合规配额注销，取消或退出的多重操作。
来自IETA的Fulvio Bartolucci先生解释了咨询服务供应商在合规企业完成
减排义务同时促进ETS顺利执行和运转时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咨询公司可以帮助企业确定个战略以优化他们的碳组合。他们能够帮助
企业开发一套实现低碳技术投资和购买碳补偿两者之间权衡的方案。服
务供应商通过参与每天的交易操作来实现ETS的灵活操作，因此提高了
碳市场的流动性并开发更成熟的市场工具以帮助企业从⻓长远角度上管理
他们的碳组合。
(图片点击放大)

在ETS下的工业参与者第一次可能发现采用一种⻛风险管理策略是有好处
的，即更典型的金融运作模式如对冲。咨询公司能够为企业量身定做具体要求这种⻛风险
管理计划。咨询和服务供应商也能够帮助企业提供扩散信息同时依据工业方面的专家为
企业提供帮助以提高他们对规则和机会的警觉性。一些大公司可能也选择把与ETS运作
相关的一些工作外包给第三方服务供应商。

要点

•
•
•
•
•

在ETS下注册登记系统在一些最基本的功能如拍卖的运行中发挥着主要的作用。
咨询公司和服务供应商能够在ETS的不同组成部分顺利运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咨询企业可帮助企业量身定做⻛风险管理计划，以最经济有效的方式来完成减排义
务。
服务供应商也能帮助企业解读ETS的知识和法规信息。
合规企业可能把部分的与ETS业务相关的活动，如资料的提交，配额/补偿的交
易，外包给服务供应商，那样可能证明是更高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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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li Hess(朱莉·赫斯),自愿碳标准(VCS)中国区主任
我有三点想谈一下VCS的国际组织结合广东的看法，我们认为2013年到2015年试点阶
段是碳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过程，交易登记市场是基础设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而
且这个环节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需求，一个是技术层面，需求层面我们相信登记注册
系统是政府怎么样保证碳市场一些可信度最关键的环节，政府要搞清楚在这方面的需求
是什么，企业要搞清楚对于注册登记系统的需求是什么？两方面结合才能够很好的保
(图片点击放大)

证，首先把需求搞清楚，在需求基础之上，我们把技术问题做扎实，做好，之所以这么
提，对于注册登记系统无论做配额还是核证减排量的项目注册登记，在我们现在所有的
试点省市里面都会涉及到，一方面是配额体系，一方面是补偿机制体系，这两点上面，
都需要有以下几点的要求，对系统首先是透明，是一个很公平公正公开的平台，大家可
以随时查阅，无论您作为项目的登记方，或者是企业有配额的登记，还是从政府来讲，
实际上有一个很公正透明公开的平台。更多从企业来讲，也从政府运营注册登记平台角
度来看，要将交易成本降低到最低，运营任何一个体系，当它涉及到一些复杂远程联网
的体系，都涉及到成本问题。从企业或者政府角度来讲，都需要很容易操作这个体系，
可以随时查询完整性可靠性。
步骤方面，我们怎么样设计注册登记，保证它很好的建立运行，首先广泛了解需求，很
好了解清楚我们作为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作为企业参与方的需求，我们也可以借鉴一些
国际经验，就像今天这个会，能够把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都聚在一起，大家能够畅所欲
言，互相了解需求，也了解一下西方的一些做法，到底这个注册登记系统怎么运营。
保证体系在建设过程中，是稳定的体系，我们现在看到不止是试点的三年，我们更多想
看到五年、十年，当碳市场量非常大的时候，到底体系还能够支撑当时的需求，最后这
个体系还是防范任何碳市场可能出现的⻛风险，一些违规交易的出现，这些都是一套控制
的关口。
我们以核证减排量作为体系，我们要引入竞争机制，我们知道在任何一个市场里面，只
有引入竞争机制，才能保证交易成本最低，运营最可靠，最好，我们也想跟政策制定者
这边沟通，交流一下想法，有没有可能在登记注册系统体系，一方面监管，另外保证最
具有市场可兼容性，也能够很好反映市场的需求，也能反映企业需求方的需求，是不是
引入竞争机制。

MRV的工作流程
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是任何碳市场机制成功的最关键的环节之一。MRV系统不应
该是灵活多变的覆盖所有工业行业的过程，而是严格的并覆盖各个行业的合法排放。

(图片点击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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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极碳资产的Caspar Chiquet介绍了在ETS下良好的MRV程序是重要的。监测和核证排
放量通常是作为排放配额方法的基础。另外，注销配额数量的多少也是由良好的MRV体
系来精确地确定。因此，MRV程序需要足够的强大以保证公平，可比性和透明性，但需
要尽量简单以避免排放企业支付不必要的成本。
来自LRQA的Robert Hansor分享了他们执行MRV程序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教训，并在
EU ETS下企业层面得到了验证。良好的MRV体系的最佳实践包括企业间的合作与交
流，详尽的文档和指南以及适用于每个设施的批准的监测方法学，同时定义质量保证的
原则和水平。
良好MRV执行，企业应该确保他们有MRV要求方面的意识，包括把监测和报告程序融入
到商业管理系统文件中，在最终期限之前让核证的第三方尽早解决可能存在的一些问
题，把核证的过程划分为半年或三个月一次。
灵活的MRV程序是达到透明，在所以利益相关方增强信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提升系统
的环境完整性。电力行业的MRV程序通常是很容易理解的，需要监测相对比较少的能量
流。监测燃料量，使得企业对预计的排放量有个概念，一些规则 如提供
给SO2,NOx的 可能已经到位了。
电厂操作人员必须确保监测计划很好归档，有测量和报告各个参数的规
范， 参数包括燃料消耗，燃料的热值，生物质组分，氧化因子和最终的
排放量。监测计划的编制是按照电厂具体结构的动力装置。需要有明确
的工作流程，每个工作人员各司其责。

详细解释了监测计划的工作流程，编制监测计划的过程和需要包括在监
测计划中的各种数据点和源。监测计划需包括各种方式的组合，以覆盖
(图片点击放大)

到生产排放的各个环节。
也讨论了可能的一些措施可帮助合规企业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包括减少粘
土的水分，使用更高效的窑炉，燃料替代（从燃料煤替换成燃料油或天然气或生物
质），余热利用以及粘土和⻚页岩粉煤灰的替代品等。

要点

•
•
•
•
•

良好的MRV系统是ETS顺利运作所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决定了配额分配和注销的
多少。
企业应该维护好MRV程序性文件以避免混乱和偏差。他们也应该与核证方合作一
起发现可能的问题并尽量加以解决。
电厂的MRV程序更容易遵循，因为更少的能量流需要监测且需要的其他规则的指
南也可以获得。
MRV程序应该包括测量和评估的整合。
良好的MRV程序能帮助企业识别排放源和能量流，这些方面的信息可帮助企业提
高能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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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管理
来自Stratkraft的博艾力讨论了合规企业的各种宣召以完成他们的减排义务，同时分享他
们在EU ETS运作方面的一些经验。
企业可以选择购买排放配额或实施内部的碳减排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取决于一些因
素，包括单位减排成本与单位排放限额成本的对比，还有减排项目的前期一次性投资成
本。
另一种可供选择的方式是购买碳补偿。从外部减排项目产生的碳补偿可能比企业内部减
排项目碳补偿成本要低。企业也可以选择远期购买补偿，以对冲⻛风险，或留存一些配
额/补偿以用于将来的减排承诺期。

要点

•
•

多重的合规选择可供ETS下的合规企业选择。
企业必须通过考虑几个因素之后在选择哪些方式完成义务，包括将来预期的市场
碳价格，留存规范，内部和外部的减排成本。

•

远期购买和配额的留存和补偿都可能是碳管理策略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应对将来
的不可预测的⻛风险。

结束语通过 Dirk Forrester 和 Stefan Bundscherer
Dirk Forrister（迪尔克·弗里斯德）: 我觉得这两天非常有成效，我想简单的总结一下我
在之前发言者的发言当中所学习到的。首先了解了排放是什么？同时要有一个很好的
MRV体系。二是了解了合规的责任是什么？有怎样的方法进行合规的执行？三是知道你
减排的选择是什么？其实有很多专业公司可以帮你实现这一点，有很多专家也知道怎么
样减低排放，价格上有怎样的波动。四是你要知道价格，你到底作为买家还是卖家，你
(图片点击放大)

要知道有了选择以后，是10、12、14还是多少钱，你是买家什么时候买，你是卖家什
么时候卖，还有很多服务商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外包技术服务，我们讲到配额，还有
拍卖等等。六是为未来的变化未雨绸缪，你知道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储存，什么时候
卖。七是了解市场接入点，善用中介，善用不同公司之间的直接交易，这七点如果你能
够都了解了，你就可以起草你们公司内部的市场战略，谢谢大家，IETA非常荣幸能够主
办这次的会议，谢谢。
Stefan Bundscherer: 两位总结都非常好，我觉得他们都说了我想要说的，我只是想要
非常的感谢大家参与我们的研讨会，也感谢我们的专家，我们的对话非常的成功，感谢
大家，我也要感谢广东省发改委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促成了这样的国际研讨
会，而且我觉得我们做的，实现了我们预期的目标，谢谢大家，再次感谢广东发改委邀
请了这么多重要行业的代表，让他们一起了解广东省的碳交易应该怎么样？我们从欧洲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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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经验信息，在座的是真正要去实施的人，只有你们才能使得这个体系运行有效，我要
感谢我们所有在座的人，还有IETA，还有GDLC，感谢你们跟我们GIZ的⻓长期合作，我
们从跟你们的合作当中，我们在这两天的讨论当中，看到很多有趣的问题，很好的演
讲、发言和经验分享。
同时，我们要感谢全球的专家，来自德国的专家，我想你们可以可以向我们的同时展示
碳排放，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你如果把它细分下来看看，事实上很多的问题都是
能够解决的，当然是不容易，但是还是可以解决，而且是很有可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成
功，最后的一个成功，谢谢大家！
再次感谢各位公司代表的参与，你们提的问题都非常的好，你们的问题已经显示出来你
们对这件事情的了解，其实是相对深入了，而且你们愿意参与其中，我们看到了今天是
最后一天的研讨会，仍然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讨论，我们非常的高兴你们能够参与我们的
研讨会，也许在未来的研讨会也需要你们的参与，谢谢大家，我们昨天晚上的晚宴也非
常的好，我们跟广东省发改委的主任有很好的交谈，我们这个研讨会的成功，其实是我
们这么多年合作的一个结果，这也是我们未来旅程的第一步，我们希望未来GIZ仍然可
以参与广东省重要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广东省的ETS的项目，我们知道2012年11年的开
启到2015年是第一期，市场要准备好的时期，这像欧盟一样，是一个试水期，在这
后，欧洲的情况第一期以后出现问题，慢慢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我们GIZ
一直参与其中，我们也非常高兴，我们开启历史的第一章，在广东省的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在这个领域非常的有经验，我们觉得我们广东省的试点项目，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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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MRV经验共享
问题：在核证过程中，关于成本方面，像误差率的问题，刚才讲的大企业和小企业，还
有它排放的误差，你们劳氏在核证过程中，误差率的把握，前面我听说有一个5%的数
字，对5%以下的误差可以忽略，对这个你们怎么具体把握误差率和成本的考虑？
Jeff Huang：谢谢你提的问题，你讲的这个问题，在核查过程当中的标准，申请的时
候，它是根据公司自己的设施以及排放的情况，ETS有一二三级不同的级别，对高的排
放者是A级，排放量在五万吨以下，最高的级别是B级，往下以此提高的，比如B级是五
万到五十万，C级是五十万吨以上的排放，这个有一个分割，排放吨数的分割，它的误
差区间会是比较小。当然，最大量的排放者，它的标准精确度会更高一点，同时我们有
一些例外的考虑，如果这个相关的设施，它符合一定的标准，我们可以给他一些例外的
考虑标准，这个可以给他省一些成本，就是根据级别。
问题：关于力拓，力拓在澳洲刚刚开始推行碳税的时候也是比较反对，从企业的角度，
当时你们考虑开征碳税的冲击，后来怎么转变态度？
Karl Upston-Hooper：我觉得在ETS和碳排放税是不一样的，因为政府给你征税的时
候，看看你的成本结构是什么，但是在碳交易方面是自己决定成本结构是什么，你知道
成本结构是多少，你知道碳排放是多少，这个跟政府征收的碳排放税不一样，碳排放在
自己的控制能力之外，以前很多人不喜欢。
问题：刚才他只是介绍了一部分，在市场方面包括一些中介，还有其他一些利益相关
方，刚才讲的试点，从低碳和碳交易，这方面可能有一些空缺，哪一方面需要加强，从
你们的角度来看，因为你们做了十几年，看广东，应该在哪一方面应该加强，有更好的
做法？
Dr·Lutz v·Meyerinck：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要看看系统的大小，它的空间，是怎样的系
统，怎样的利益相关方应该参与进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你有了这些问题的回答之
后，你就知道怎么样设计。还有就是规管，你注册了以后，整个的流程，整个的认证，
核证过程应该是正确的。你怎么管理市场、组织市场，我听到广东的情况，你们已经有
这样一个交易平台，我觉得这个交易平台基本上已经万事具备，可以随时启动，这个平
台你们有了，这个是短期的，这是我对你简单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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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电力行业
主讲人：MASSIMILIANO Varrucciu，EDF贸易
EDF贸易公司的 Massimiliano Varrucciu分享了合规电力企业的在EU ETS下的经验， 他
强调灵活的MRV程序必要性和公司战略的重要性，这些能保证企业以经济有效方式完成
义务。
EU ETS的减排义务要求电力企业改变他们的运作和投资模式。企业需设计短期和⻓长期
战略以保证以最可能低的成本完成减排义务。使用排放配额，补偿工具和碳消除技术之
间权衡是对冲碳定位和以最低成本完成减排义务的必要手段。战略必须也有很大的灵活
性以消化可能的变化如规则，技术或生产运行， 这些可能是企业内在的或者是外在
的。
碳市场价格必须看作是个机会成本 纳入到企业的决策当中去。碳的边际成本加到了电
价上，所以老电厂电价要更高就很容易理解了，这使得新的低碳发电设备对投资更有吸
引力，更有利润。引入碳价可能不能使得企业立即专项低碳技术，但企业倾向于把它包
括在远期的混合燃料战略上。
灵活的MRV程序是达到透明，在所以利益相关方增强信任所必不可少的，并且提升系统
的环境完整性。电力行业的MRV程序通常是很容易理解的，需要监测相对比较少的能量
流。监测燃料量，使得企业对预计的排放量有个概念，一些规则 如提供给SO2,NOx的
可能已经到位了。
电厂操作人员必须确保监测计划很好归档，有测量和报告各个参数的规范， 参数包括
燃料消耗，燃料的热值，生物质组分，氧化因子和最终的排放量。监测计划的编制是按
照电厂具体结构的动力装置。需要有明确的工作流程，每个工作人员各司其责。
详细解释了监测计划的工作流程，编制监测计划的过程和需要包括在监测计划中的各种
数据点和源。监测计划需包括各种方式的组合，以覆盖到生产排放的各个环节。
也讨论了可能的一些措施可帮助合规企业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其中包括减少粘
土的水分，使用更高效的窑炉，燃料替代（从燃料煤替换成燃料油或天然气或生物
质），余热利用以及粘土和⻚页岩粉煤灰的替代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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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钢铁业
主讲人：张钰钟，贾森·乔（CAMCO），董王（力拓）
广东省企业在广东省ETS试点方案中所面临的困难是通过节能与减排的对比来讨论的；
• 节能和减排分别是由经信委和发改委主管，企业在节能方面的管理成本要比减排的要
低。
• 节能管理系统，量化和报告系统要比减排的要好，并且节能有非常明确的政府补贴，
而减排方面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 公司可能需要在设施上安装设备进行排放监测，这部分成本由谁承担是企业很关注
的，并且企业是否可以用原先的监测设施进行排放监测呢？等等
如何鼓励企业减排
• 对减排表现好的企业实施环境补偿；
• 高碳价补贴减排企业。
• 早行动可能会收益 如NDRC 备案的CCERs。

小组讨论|石化行业
主讲人：王紫苑（壳牌），托尼盖（中石油）
中石油伦敦贸易公司的盖宇与壳牌公司的王女士给石化企业提供了MRV方面的一般性的
建议,讨论更多的EU ETS下合规企业如何进行碳资产管理，广东省企业应该如何做才能
有利于他们参与广东ETS。
• 与政策制定者沟通，交流有关MRV方面的 如监测协议和核查标准；
• 可以从CDM项目的运行过程中获得MRV的实践经验；
• 公司采用何种方式减排，是内部减排还是购买指标，完全取决于两种方式的减排成
本；
• 公司应该从集团层面管理碳资产而非分公司层面或设施层面，是为了实现利益最大
化。
• 按照EU ETS的经验，至少到目前为止合规的石化企业通过碳资产管理是可以获得收益
的。
• 在EU ETS， 企业可以通过发放的配额在EUAs期货市场上融资，但由于中国可能没有
配额期货市场，通过该渠道融资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小组讨论|水泥行业
主讲人：春芳王，华新豪瑞
王从华新水泥春芳共享MRV在水泥行业中的各个方面。 MRV的四个主要方面是：背景
信息资源的使用情况;边界的排放监测，数据收集和分析;比较关键绩效指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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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提到，该公司拥有约900工厂数据收集和记录一个共同的标准，从而导致坚实的基
础，随后对其采取行动减少碳排放量。在中国，排放评估的标准是处于发育阶段，这是
必要的，他们是一致的，与跨越发展各个省市以及国际碳市场的顺利碳交易的标准。
王毅表示，在排放评估定义的边界是必不可少的。直接和间接排放的区分，虽然有时非
常棘手，是很重要的。从的所有第三方采购和第三方运输的排放量归入间接排放和被排
除在评估工厂。
与会企业分享了他们的关注和排序说明的排放评估过程中。几个水泥提到的公司所拥有
的其他公司的矿山，向他们提供的原料。与会者询问是否排放的废气，这些地雷被添加
到他们的工厂排放的排放量。
在回答有关评估澄清，所有排放量的评估，包括所有排放的替代能源，除了从原材料和
能源的替代能源王的参与者。排放归因于权力购买，将被归类为间接来源。使用废气发
电，或用于干燥将被评估，但不包括在直接或间接的排放。废气项目在财务上有利于水
泥企业，应保持生产成本低。
关于履行减排义务，与会者讨论了各种可用的选项。一位专家提到，VCS偏移和CCERs
的使用可能被允许在广东ETS。根据ETS负责的企业应与政府互动，帮助他们采用最具
成本效益的方法来履行自己的义务。一些公司可能不会在一个位置，以减轻他们的工厂
内的排放量，将不得不依赖于从减排项目购买补偿。
他们与政府和政策制定者积极主动地承担责任的企业提供了咨询。他们应该很容易提出
的政策和技术措施，可以有效地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量。专家指出，欧洲的一些行业可
能会选择不积极寻求与欧盟监管机构的互动，而碳成本滑动。现在，欧盟监管机构正计
划在碳市场的干预，这些行业可能只有选择采用的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与政府，公司通
过不断的互动，也可以要求财政或技术援助，以促使低碳技术。

小组讨论|陶瓷界
主讲人：：七杀文（Greenstream）
的排放源，MRV程序，减排技术，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了讨论温家宝的欧盟排放交
易体系（EU ETS）下的责任企业在陶瓷行业所面临的。在陶瓷行业的主要排放源的原
料制备，组分混合，形成，干燥和油炸的中间产品，产品的精加工，和添加辅助材料。
(图片点击放大)

温家宝简要介绍，根据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规定须监控的来源和排放。
温家宝讨论了一些措施，具体到陶瓷行业，有责任的企业，可以帮助减少能源使用和碳
排放。这些措施包括降低水分含量的粘土，使用更节能窑，燃料转换（从煤炭，石油，
天然气或生物质的燃料），余热回收，和粉煤灰替代粘土和⻚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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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环节
从广州能源所赵黛青副主任的问题
刚才通过壳牌和BP碳资产公司的主管的介绍，在他们加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据说他们在集团下都有个碳交易配额易管理的公司。我想知道他们这个组织是
怎么管理碳资产的，例如碳管理部门或碳交易部门，这些组织都有什么样的功能？是公
司的一部分，以及他们如何操作和管理？
丹·巴里的BP回复
因此，从bp的角度看，我们付诸实践的运行模式是在每个设施的层面。 在那里有团队
负责监测，报告和核查，并最终负责提交配额。最重要的是在更广泛的集团组织，特别
是在EU ETS形成的初始阶段，我们有工作组由 – 财务部，⻛风险部，交易部，等等。一个
智能团，他们来自公司的各个部门，正如我在演讲中所提到的，这对任何一个公司来说
都很重要的排放权交易的组成部分之一，你必须把环境承诺放在企业的最高层面上，如
果你需要开发一个新的投资组合，那么就需要做些改变了，像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其次，当我们有BP有自己的排放交易体系时，每个设施都得在集团接受培训，并负责他
们自己的监测，报告和核证。在整个集团中只有一个采购交易部门，每个设施没有必要
购买小规模或出售他们的配额，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专注于一个领域的交易功能，
这代表着全球，并包括集团层面的所有区域的买卖活动。
回复MASSIMILIANO Varriciu，EDF贸易
当谈到碳时，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从技术的角度看，碳不像其它的燃
料。你需要煤让电厂运作同时你也需要碳，这是规则制定者创造的，但到最后其运行是
与燃料类似的。你监测燃料，购买时也像燃料，也像交易燃料一样按照你的需求交易
碳。但是你的交易是由公司总部的人员操作的，它涉及到碳方面的企业社会责任，EDF
就是这样做的。
紫苑王从壳牌回复
能源集团，我们有很多与BP类似的运行模式，MRV是在设施级完成的，但是碳交易都
是由交易部门操作，这是的方法之一。明天我们将有个石化行业的专题研讨，我与中石
油的Tony将参与那个MRV研讨，我们可能也会涉及到组织结构方面的问题，如果感兴
趣明天可参加我们的研讨会，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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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电力公司代表问
感谢你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与这么多的专家沟通。 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ETS，我非
常同意壳牌王女士的观点，可预测的价格或远期价格，这将有利于公司的战略决策和公
司的发展。我想知道现在EU ETS是什么情况和欧盟ETS将走向何方？EU ETS的规则在
2012年之前和2012年以后有什么样的变化。
(图片点击放大)

广东省ETS的发展是否有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建立广东省ETS，目的是让广东省企业有
个清晰的概念，广东省的项目什么时候还可以继续在国际上按照CDM规则进行运作，
什么时候广东省的企业需要参与广东省ETS，企业需要用这些项目的减排指标来完成自
己在广东省ETS下的减排义务，这是关于ETS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从公司层面上，今天有许多欧洲公司以及国内公司不同部门参加了研
讨会，我想知道，在配额是如何分配给公司的，是怎么分配的，是按照历史排放数据，
例如过去数年三年的排放数据，配额是如何分配的或他们如何获得配额。如果是基于历
史数据，是不是意味着如果企业第一年做的好，那么第二年是否要做的更好，这是否意
味着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减排压力，并且他们是如何调整碳资产管理战略/企业战略。在
参加者中，有来自跨国公司的代表，他们可能会在发达国家排放温室气体，而在发展中
国家实现了项目的减排，那么整个公司层面上，是否可以实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实现碳信
用的抵销。另外就跨国公司而言，是否一个专门的部门管理碳资产，且这个部门是怎么
运作的。谢谢。
回复卡尔Upston胡珀，Greenstream
稳定的价格是一个市场设计的功能也是一个市场力量的功能。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开始时期，不允许把第一阶段3年的碳指标留存到第二个阶段的5。结果一旦数据
收集到公布，过多的配额就很明显了。我想在这里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第一阶段的数
据已经公布后，第一阶段的碳价格就下降，现在欧洲的政策制定者从EU ETS的第一阶
段学到了很多的经验教训，实际上EU ETS的第一阶段是学习的阶段并且我认为在这里
也会是这样的。我想人们的目标不会就是要求第一阶段要有稳定价格信号，第二个阶段
欧洲确实想通过价格信号让工业企业改变他们的投资行为。这些都是给工业企业信号，
让他们昨从远期的投资决策。所以第二阶段从3年转变成了5年，并且有了监测数据。如
果没有金融危机我想CER./EUA的价格是会相对稳定的。当然这种价格的波动也有由于
太多的CDM补偿进入欧盟市场的因素。
你需要着眼于更⻓长的阶段，刚开始的阶段较短是可以理解的，看你能走到那里。关于你
提到配额的问题，简单的回答，在第一期开始时是基于工业的基准线排放，但在西欧现
在主要是通过拍卖了。所以在某个时间点你进入市场，购买量是由你的需求量确定的，
并开发一个购买策略以与你的燃料消耗匹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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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说的是，欧盟的ETS是基于设施的，所以一个公司的工厂获得了配额，工厂需要监
测排放量。所以中国最好能从企业的层面开始，那样会更简单，因为可以获得相关的企
业历史数据，我的建议是根据不同设施的排放数据给他们分配配额。紧接着采用追溯
法，这是现在大部分的交易体系采用的，是最经济可行的方法。
回复MASSIMILIANO Varriciu，EDF贸易
在欧洲不同的国家，发电需求方面是有差异的，但在开始处理时要考虑到产品共享，所
以每一个不同的欧盟国家都有不同的目标，以达到在减排。如果你的问题是关于公司在
不同国家的战略的话，那么在中国与欧盟的决定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在欧盟的碳价格会
直接进入电价，所以在一天结束的时候，由于一个国家有更高的减排目标，这些碳价将
由最终用户承担。因此，作为运营商，更重要的是看设施的生产能力是否满足了国家的
需要，而不是二氧化碳含的量比。
从华能碳资产管理公司的代表问题
我想问Hans博士一个关于CDM方面的问题，CER在欧洲的EU ETS现在已经很低了，那
么CDM机制是否将会消亡，在这方面是否有一些讨论？
从医生汉斯 - 约阿希姆Ziesing回复
(图片点击放大)

您问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关于CDM项目方面的讨论正在进行中，就我而言对CDM的
未来我不太乐观。但我由于最终的决定还没有作出，所以很大程度上还是依赖于国际谈
判是如何进行的，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等待，对CDM项目的未来很大程度上由国际协
议决定。
问题
我的问题是给Sean Gilbert先生的，正如你所提到的监测将连续进行的，MRV是要实时
监测或还是监管机构监测，如果是监管部门做监测，如何能保证公司不对监测数据做些
手脚，如果手动修改监测数据和人为影响监测设备。
回复肖恩·吉尔伯特
这个问题不仅发生在碳排放管理领域，在其它领域也会面临同样的数据监测的问题。从
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有两种方法来解决，第一：频率检查看现场，第二让核证的第三
(图片点击放大)

方按照核查标准核查，核对数据管理和保存的程序，他们会检查监测数据记录，并交叉
核对其它数据以及设备读数。检查的企业的内部管理程序，如数据监测，数据记录，数
据的保存是否符合QA / QC的要求，以确保这些数据都是可靠的。总之无论是在碳排放
管理或在公司的财务部门，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都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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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访谈
健胸，铅工艺师徐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CNOOC）和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
问题: 欢迎关注由IETA，GIZ 和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举办研讨会，今天我们很高兴请
到了中海壳牌有限公司许建雄主任，中海壳牌有限公司在广州是否有有具体的减排义
(图片点击放大)

务,
回答: 我们企业是中海油与壳牌合作的石油化工企业,作为与壳牌合作的一家合资企业,每
年我们也参与了壳牌碳交易的申报工作,每年我们企业的碳排放量都会向我们的股东之
一壳牌进行汇报。这次我们很荣幸被邀请参加这次研讨会,在这次来里，据我所知参与
的企业主要还是省内的石油化工、钢铁、水泥等等,特别是石油化工是碳排放的主要企
业。按照国家的要求和省政府的要求,作为省内企业我们有义务去参与这个碳交易系统,
作为一个推动企业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从企业层面我们不光希望对企业是个
义务,也是个机会,用这个机会来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方方面面的适应力,进一步达到节能降
耗降低成本的目的.
问题: 谢谢,关于目前碳资产管理这块，你们是否有自己的相关团队在做相关的管理:
回答: 对我们来说这也是一个新的工作,碳资产管理这块，在我们公司主要负责这块的主
要是环保部门.他们会按照政府和行业的相关要求，定期对企业资料包括材料进行申报,
我们也会按照行业政府的要求采取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
问题: 您说的非常好,你们并没有仅仅减排作为一项义务,而同时作为一个盈利的模式,那
么就碳资产管理,你们是否有请第三方咨询公司或碳资产管理公司为你们提供相关的一
些服务呢?
回答: 目前有参与的主要是省政府的有关职能部门,与企业联系比较多,第三方的咨询机构
目前参与进来与我们讨论,给我们提供咨询,目前这种还是相对少些的。
问题: 那么后期是否会考虑第三方为你们提供咨询服务，还是你们公司内部成立相关团
队做相关的工作呢？
回答: 这也是一项新的工作，企业在这方面的经验可能并不是很多，我们当然希望在这
方面有丰富经验的第三方企业能给我们提供指导，我们是非常欢迎的。就企业内部有专
门的机构参与碳排放交易，目前暂时还没有设立，下一步如果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我
们会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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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对这次IETA等机构组织的研讨会,你期待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回答: 我们希望这次研讨会,从中了解目前特别是在西方欧盟这块他们在碳交易这块的经
验和一些好的做法。

从武郑厂⻓长，中国石化广州分公司
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中石化广州分公司的郑从武主任来与
我们分享下这次广东省工业行业碳交易研讨会的一些想法，
(图片点击放大)

回答: 我觉得这次研讨会开的很及时也很必要，因为低碳经济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
的领域，以前接触认识都比较少，让我认识到低碳不仅仅是个挑战更是一个机遇，对我
们石化行业来说节能减排一直是我们石化行业永恒的主题，以前我们可能觉得低碳是限
制我们的发展，通过这次会我认识到低碳对我们石化行业来说更大的还是机遇，石化行
业是耗能大户，二氧化碳排放也比较大，以前我们都觉得节能减排是政府给我们的一个
指标，要求我们一定要完成多少多少，更多层面的是一个责任和义务，但是低碳减排，
通过碳排放的交易平台对我们也是一个机遇，我们石化行业，像我们中石化的大企业技
术应该是相对成熟的，在节能减排方面还是很有潜力可挖。对我们来说，在节能减排方
面，以后还是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不仅仅是节能也可以减排，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
经济效益，就像欧洲比较成熟的一些企业，通过减排二氧化碳就可以获得比较大的效
益，对我们来说以后也是一个发展的方向吧。再一个就是中石化在节能方面投入了比较
大的人力物力，在减排方面我们福成一 副总做了一个要求，要求建立一个全新环保新
能源公司，国际一流的新能源公司，去年12月中石化把各个子公司的负责节能减排的工
作人员召开了一个动员大会，布置了下一步节能减排的工作重点。碳交易，去年我们也
请了SGS公司相当与扫盲的培训，我们以前对这一块认识比较少，SGS公司给我们做了
初步的介绍，接下来总部也布置了一些具体的工作安排，首先有几家试点企业的二氧化
碳盘查工作已经开展了，有六至七家公司已经完成了2011年温室气体盘查工作，并且
也撰写的相应的报告汇报给了中石化。广东省作为一个试点企业，广石化完成温室气体
的排查工作，我们也在做这些准备工作，我相信在政府和总部的政策领导下，更好的完
成温室气体盘查和减排的工作。
问题: 从郑主任刚才陈述的情况看，不管是广东省分公司还是中石化总公司都是很重视
节能减排方面的工作，你所涉及到的可再生能源子公司，目前主要涉及到的主要是什么
方面的新能源类项目的开发？
回答: 在节能降耗方面的比如低温余热回收，还有一些高效电机的更换，节能灯的应用
方面可能就用的比较多，节能新技术也有一些，新能源技术中石化现在也在开发这方面
的项目，我们建立的一个新能源公司专门是做煤化工项目的新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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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应该来说是个非常好的战略选择，对公司的定位，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都是有
很大的帮助的，今天下午的座谈会是否有解决了你想知道的一些东西？
回答: 下午的座谈会是我们对节能减排有了一个更深的认识，首先解决了我们认识上的
一些问题，包括技术上的一些问题，几位专家的解答都比较精彩，首先是对温室气体排
查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对我们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比较大。
问题: 另外中石化在碳资产管理这块是否有专业的团队或请第三方的咨询公司提供咨询
服务方面的工作呢？
回答: 我们中石化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机制和机构，去年总部也请了SGS第三方机构给我
们做了个宣讲，即扫盲工作，可能在这个方面会继续做工作吧。

王虎副总裁 - 上的HORN投资有限公司
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感谢您关注在IETA市场商业准备伙伴关系和广东省推出
的台排放交易试点背景下召开的广东省工业行业碳交易研讨会，作为广东省第一批试点
企业，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粤电集团，超堪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辉，下面就针对这
(图片点击放大)

次研讨会的一些情况，你能否分享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谈谈您的感想。
回答: 这次研讨会的举办是非常及时的，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广东，乃至全国都在
建立碳市场，这对广东对全国来讲都是个新的事情，都破旧立新的过程中大家都在思考
尝试着现在怎样去建立一套体系，培育市场的问题。在这个时间，这次IETA能够邀请了
欧盟的主要的一些企业，来到广东与广东的企业进行交流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的帮助
是很大的。我们最希望了解的是欧洲的EU ETS的建立，到目前为止是发展的很成熟的
了，到他建立之初到到走向成熟的过程，也经历过了很多波折，我们想了解这些波折对
中国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和从中间能吸取有什么样经验和教训。再一个作为参与的企
业，在有ETS和没有ETS的情况下，在企业架构上，企业能够一些怎样的准备，企业能
够做到什么的程度，在管理上适应ETS的存在。
问题: 那前面一两天的会议还是给你有所收获，对吧？
回答: 收获很大，主要还是在交流层面，与欧盟的各个电力企业，石油企业，包括一些
咨询的企业，包括一些ETS市场的部门，从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我们都吸取到了很多
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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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现在有好多的企业认为减排是一种负担，而不是作为一种碳资产管理从中获利
的，你对这点是这么看的？
回答: 我得看法是这样的，不能说是一种负担或者是一种机遇，这当然了是一种机遇与
挑战都存在，最关键的是这是一个趋势，是大势所趋下面的必然的形势，所以我们在这
种形势下做好适应，怎么样在这种形势下做好适应这种潮流，做好最好的准备，更好地
把中国的市场培育起来，而且在培育市场的过程中，企业能够从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
管理的，提升企业所有各方面的能力，这是才是最关键的，那么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我相
信企业最终也会获得利益的。
问题: 应该来说IETA这次会议的初步的反馈还是不错的，那么就你们企业在公司战略方
面是否会做些微调，如碳资产管理方面有寻求第三方咨询机构还是公司设立相应的机构
进行碳资产的管理。
回答: 应该来说在低碳，环保，新能源方面粤电集团很早就考虑了，包括产业的布局，
电源的选择，管理架构，实际上是已经形成了很完善，而且是一直在不断完善。当然国
内碳市场的成立，可能对组织架构和管理思路也会有些小的调整来适应新的市场，但是
在大的方面并不会冲突。通过这种交流，虽然吸收了好多欧洲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也从
侧面印证了整个粤电集团在一各方面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

志刚罗，高级工程师 - 杰科
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关注由IETA，GIZ和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举办的广
东省工业行业碳排放交易研讨会，广东省作为7个试点省市中的一个省，在低碳发展和
(图片点击放大)

碳交易的试点中充当这重要的角色，广东省能源研究所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今
天我们很高兴地请到了中科院广东省能源研究所骆志刚高工，这次会议已经结束了，你
对这次会议有什么样的反馈，是否与我们分享下？
回答: 好的，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第一个这次会议是个历史性的里程碑，如果说
2012/9/11广东省发改委正式启动是个官方的启动的话，广东省的企业是怎么积极地参
与碳交易，是个里程碑的意义。
问题: 广东省能源研究所作为广东省碳交易体系的主要的设计单位，相关的人员是怎样
的配置？
回答: 中科院广东省能源研究所作为广东省发改委主持下的广东省碳交易制度设计的主
要的牵头单位，我们能源所总共配备了十多个研究人员参与，当然我们研究所是主要的
研究协调单位，另外还有广东省社科院，中山大学，广州交易所以及其它的一些机构参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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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那么从这次研讨会，对企业来讲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最新讯息？
回答: 对未来被纳入碳交易的广东企业，至少有两点带来启示：第一不管他们对碳交易
是怎么看待的，首先碳交易只是一种政策工具，它是帮助企业完成国家减排任务的一种
更加灵活的机制，就像有些专家讲的碳交易不仅仅是政策工具也是一个机会的来源，是
另外一种机会。第二点：对广东省的企业，通过分享欧盟大公司 比如壳牌，法国EDF的
经验，让他们从公司集团层面上应该怎样建立集团层面的碳管理战略，我想这是非常重
要，不是被动的去参与市场，而且是怎么去适应这个市场，怎么去超前管理这个市场，
处理碳市场和未来低碳发展项目的关系，应该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转变。
问题: 在未来后续的企业培训方面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会做什么方面的工作？
回答: 我想后续跟企业的互动方面应该有三方面的工作，第一个企业的配额怎么分配，
我们要与企业互动交流；第二是企业的数据盘查，怎么盘查方法指南，我们会在发改委
的指导下与企业进行互动，告诉企业怎么做，怎么完成这个任务；第三个是未来的碳交
易规则如何，配额的交易在市场当中是如何交易的，交易的规则是怎么样，怎么去交
付，怎么去履约，怎么去接受DOE的核查，怎么去了解他们实际的排放是多少。应该来
说我们未来与企业的互动工作，应该是会在省发改委的支持下，在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
会的牵头下，我们能源所作为这个里面的一部分，推进企业了解市场，适应规则，去参
与碳市场。
问题: 最后个问题，以后如果有像IETA等之类的NGO举办的研讨会，广东省能源研究所
是否也像这次广东省工业企业碳交易研讨会那样积极的参与呢？
回答: 这个是肯定的，广东省碳交易体系，不光需要广东省企业的参与，也希望能够借
鉴到国际上比较成功的经验，不光包括制度怎么设计，制度怎么评估，也包括国外的企
业怎么参与市场，国际碳交易协会代表着国际碳排放交易各方利益的这么一个协会，我
们非常希望他们能够积极地介入到广东碳市场推广意识，普及的这么个阶段，接下来广
东省碳促会，广东省能源所会与这些机构包括IETA，GIZ等国际机构积极的去联系，推
动一些行业的变化，使得更好的为广东省的企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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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者
Dirk Forrister（迪尔克·弗里斯德），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总裁兼首席执
行官
Dirk Forrister先生是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他是
弗里斯德顾问机构（Forrister Advisory）的创始人和首席顾问；该机构为独立顾问公
司，在气候变化、清洁空气和清洁能源政策和市场运作方面专业度很高。Forrister也曾
在克林顿政府担任过白宫气候变化专责小组的主席。
2010年末，Forrister先生担任世界最大的碳基金管理机构之一 - 纳德资源有限公司
（Natsource LLC）的执行董事。Forrister先生的从业经历丰富，包括曾担任美国助理
国务卿，负责协调国会、公众与政府间的能源事务；环境保护基金会的能源项目经理；
美国国会议员吉姆·库珀（Jim Cooper）的立法顾问，而吉姆·库珀是美国两大早期环境
变化法律的起草人。
Forrister先生不仅是国际排放贸易协会的荣誉代表，同时也是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和
美国碳注册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Lutz v. Meyerinck
Lutz v. Meyerinck 博士 在不莱梅大学获得化学硕士学位，在德国汉堡大学和美国爱荷
华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之后还获得了德国药理学和毒理学学会的学位。他是公认的欧盟
毒理学家。在10年的学术和工业研究之后，他作为环境专家加入英国石油公司和美孚石
油公司，在德国和比利时工作，担任精炼、燃油和润滑油销售与营销、物流、HSSE等
部门相关职务。2000年，他被借调到德国（柏林）政府组建一个多方利益工作小组，
旨在研发德国和欧盟的碳交易系统。从2002年到2012年，他在德国担任英国石油公司
卫生、安全、保障、环境的主管，成为了公司EU-ETS方面的专家，涉及战略、执行、
MRV、评估、交易等工作。
他一直担任AGE（柏林）委员，是小组委员会第一小组的副主席。
他曾参与工业协会一系列课题的研究，与联合国及欧盟的多个国际机构(IARC, WHO)合
作，在多个国家（日本、韩国、阿塞拜疆、巴西、土耳其）担任顾问。他的研究还被大
量出版。
在2010年，他离开了英国石油公司，组建了KMW Outrage Management
Partnership，旨在为客户提供管理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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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Hans-Joachim Ziesing
Hans-Joachim Ziesing 博士 1963-1964 年在科隆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64-1969 年
在柏林自由大学学习并在 1969 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3 年获得柏林工业大学博
士学位（论文：可再生能源经济）。
1969 年至 2006 年期间，他在德国（柏林）经济研究院工作，该院是独立的非盈利科
学研究机构，也是德国领先的研究院之一；在1982 年至 2004 年期间担任“能源、交
通、环境”部门主任；2004 年 4 月至 2006 年末，担任该部门高级执行官；2007 年开
始担任独立顾问。
从 1994 年开始，他担任“能源平衡”事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所有委员均为能源工业协会
与四个研究机构的研究员），该委员会负责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半官方的能源平衡问题。
他还是国际环境政策与欧洲环境政策生态研究所高级政策顾问、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
研究中心(FFU)高级研究员。

Dan Barry （丹·巴利）
作为BP 的全球碳排放管理总监，Dan Barry工作主要是负责BP在碳排放总量控制和交易
计划下其资产的合规责任的管理与优化，包括为此相应地购入碳排放权与碳减排量。
在此之前，Dan Barry担任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清洁能源部总监三年，负责营销
与贸易工作；期间获得多项中国市场第一，包括与北京环境交易所和天津排放权交易所
进行第一次交易。
Dan Barry在北京工作和生活了三年半，其中在英国瑞碳有限公司工作两年，有一年时
间作为欧盟委员会驻中国代表，与中国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合作，共同运作欧盟中国
清洁发展机制促进项目。

Fulvio Bartolucci，Orbeo（富维奥·巴图卢奇）
Fulvio Bartolucci，Orbeo是苏威能源服务公司（Solvay Energy Service China）的在
华事务部总经理。作为苏威化工集团在华事业部，该公司一直致力于提高能源效率、能
源管理以及减少温室气体排放。Fulvio Bartolucci，Orbeo先生于2006开始在华工作，
先是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设立于苏州的中国事务中心担任副总代表，负责小
型水电项目；然后任职亿碳国际公司（OneCarbon）中国事务部，效力于减排项目
（沼气和填埋气）的投资以及管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投资组合。而他在来华之前曾在
小额信贷和创业⻛风险方面的投资机构任职。
Fulvio Bartolucci，Orbeo先生拥有国际经济学位以及可持续发展与农业环境体系学研
究生学位。
38

钟德明（Sean Gilbert），毕⻢马威
资历自述：与其他人相比，本人在碳排放交易体系（ETS）的执行方面经验较少，更多
的经验是在于协助众多中国的企业建立起企业内部的测量、报告与核查（MRV）体系。
在过去的几年中我一直在中国工作，帮助中国企业管理其可持续性的事项，特别是围绕
着建立起必要的企业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和报告流程。
执行碳排放交易体系，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规则，同时也是一个观念转化的过程，需要
引入市场与交易机制的概念，并需要组织建立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本人刚刚在广东
地区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研讨会，让我明白了与会代表们的目标，也理解中国的企业在转
型的过程当中是如何考虑这些相关的事项、应对挑战，从而适应市场机制。

Robert Hansor（罗伯特·汉索），劳氏质量认证（LRQA）
本人现负责劳氏质量认证（LRQA）亚洲地区的碳审计业务，担任主任审计员和技术评
审员。加盟劳氏之前，本人任职于伊尔姆环境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ERM），亦担任
主任审计员；加盟劳氏之后，作为劳氏质量认证全球指导委员会的成员，致力于气候变
化服务。
在过往的五年里，本人参与欧盟与中国间的碳审计/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技术知识的转
让与能力构建项目，与众多国际机构合作，包括：劳氏、伊尔姆、国际碳行动合作组织
（ICAP）、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英国驻华使馆、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等。
本人华工作期间，帮助劳氏和伊尔姆均建立起中国和亚洲地区的碳审计小姐（包括为亚
洲的航空公司参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进行碳排放核查、清洁发展机制CDM和ISO14064认
证服务等）。
在亚太地区多个国家（包括中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尼西亚、印度、泰国、越南
等）开展的行业领先行动和大会上，本人均就碳审计、⻛风险管理和排放交易体系等主题
发表演说。
本人常以碳审计专家的身份接受媒体的访问，也在行业领先的新闻出版物上发表文章，
如《金融时报》、《南华早报》和《碳金融》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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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 Swartz（杰夫·斯瓦兹），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
Swartz先生主管国际排放贸易协会的国际政策事项，包括实现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在中国
地区的工作目标 -- 提高中国这个新兴的碳市场与全球气候变化大社区之间的联系。
加入国际排放贸易协会之前，杰夫先生在北京工作，致力于发展北欧环境金融公司
（NEFCO）在华清洁发展机制（CDM）投资组合。
Swartz先生拥有明德学院（Middlebury）-蒙特雷国际问题研究所（Montere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国际环境政策硕士学位，美国太平洋大学中文学士学位和
国际关系学士学位。

Zhuli Hess（朱俐·赫斯），自愿碳标准（VCS）中国区主任
Zhuli Hess女士负责美国自愿碳减排全球性标准机构“自愿碳标准”中国区业务，支持中
国这个新兴碳市场的发展。她日常的工作主要给众多的企业和司法机构提供有针对性的
咨询服务，包括参与排放交易体系、自愿减排交易项目或补偿项目，以帮助这些机构用
尽可能少的成本达至合规性的要求。中国与世界各地均采纳自愿碳标准机构所提供的强
有力的质量保证标准来衡量各地的温室气体排放并发放碳信用额。世界范围内，现已有
超过900个注册项目（包括中国的232个项目）正使用自愿碳标准签发的100多万个碳信
用额；这些碳信用额均进入全球自愿碳交易市场。
在加入自愿碳标准机构之前，Zhuli 女士曾帮助北京市建立排放交易试验平台并招募国
际合作伙伴；也曾协助中国政府部门在全国自愿减排市场上推出中国自己的核证减排量
（Chinese CER）行动。Zhuli女士也曾任职于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
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倡议；亦曾参与北京奥运会的组委会工作。

Michael Mei（麦克尔·梅），阿尔斯通（ALSTOM）
阿尔斯通是全球清洁能源发电及输电、轨道交通设备和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作为全
球领先的清洁低碳技术供应商，阿尔斯通倡导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大力支持通过交易
体系来进行碳定价。
阿尔斯通业务遍布全球的碳市场，包括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而阿尔斯通广泛的客
户群也让我们明白和有机会探讨碳交易在各行各业的作用，让我们明白为碳排放买单是
一种社会责任。阿尔斯通低碳技术的产品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行业客户们实现其减排的目
标。
麦克尔先生是阿尔斯通中国公司环境政策和全球宣传总监，负责中国区业务的广泛性政
策问题和相关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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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sha Wen（琪莎 温），GreenStream
Qisha女士，环境工程学硕士，担任GreenStream中国区减排项目主任。Wen女士在环
境工程和碳市场领域工作了六年。作为减排项目主任，温女士在中国建立并注册了20个
清洁发展机制（CDM）的项目，1个碳排放黄金标准（GS-VER）项目和1个自愿碳标准
（VCS）项目。
Wen女士也参与建立新的方法学，例如修订ACM0029。除了在中国所获得骄人成绩，
Wen女士在印度尼西亚也管理过5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这些项目的类型包括⻛风力发
电、水力发电、生物能源发电、超超临界发电、燃料转换、垃圾焚烧、提高能源效率等
等。

Karl Upston-Hooper（卡尔·亚帕斯通·胡珀），GreenStream Network plc 总
顾问

Karl先生自2005年8月起担任这一职位。GreenStream公司来自北欧的芬兰，在环保行
业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正寻求中国提升能源效率和气候环境的商机。
作为总顾问，Karl先生负责GreenStream公司在中国五个碳基金的工作，包括从最初的
设计、执行、合法性运作；也是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成立的多边碳
信用基金会（由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欧洲投资银行EIB共同设立）碳经理小组领导
人。
此外，Karl先生负责GreenStream在各个地区（涵括赫尔辛基、北京、莫斯科、基辅和
柏林）的合法经营，任职公司董事会秘书与合规总监，确保公司的经营符合芬兰金融监
督管理局(FIN-FSA)下发的许可条款。Karl先生担任中国GreenStream控股有限公司
（GreenStream China Holdings Ltd）的董事，该公司是GreenStream与香港俊⻰龙资本
集团（Juno Capital Group of Hong Kong）的合资企业，随后积级参与绿流集团的碳
与能源效率提升项目在这一重要市场的运作。
卡尔获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 of Wellington）法学学士和硕士学位
（荣誉）、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鲁汶天主教大学（Katholieke Universiteit, Leuven）并获
法学硕士学位。他担任《碳和气候审查》的副主编，定期担任特殊专题专栏的客座编
辑。他活跃于各个行业协会，并发表了大量与气候相关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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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rucciu Massimiliano（瓦鲁秀·⻢马辛米利亚诺），EDF Trading
Varrucciu Massimiliano自2005年初开始从事排放交易体系（ETS）工作，曾效力于欧
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的两个最大合规者。本人积极参与设计合规策略，
包括欧洲排放权交易体系国家分配方案（NAP）的合规量评估，以及执行策略。
Varrucciu Massimiliano在多种不同合规策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比如说碳基金参
与、碳基金管理、一级/二级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CDM/JI）项目的创立与管理等
等。Varrucciu Massimiliano亦运作过两种截然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能自然地反应出
企业在合规上的成本与效益。

Ziyuan Wang，壳牌交易部（Shell Trading）
Ziyuan Wang女士，现任壳牌石油公司交易部[环保产品交易事业部]的清洁发展机制
（CDM）投资组合经理，负责管理全球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投资组合，包括公司内部
与外部的所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Ziyuan Wang女士的专业经验涵盖了从项目鉴别一直到碳减排信用额（CER）的签发及
整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国所签发的第一个碳减排信用额就是来自Ziyuan
Wang女士密切参与的项目。
在加盟壳牌公司之前的经历：2005年，Ziyuan Wang女士协助EcoSecurities推行在华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投资组合。Ziyuan Wang女士在航空行业方面也有很专业的经验，曾
对航空业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做过专业的研究。
Ziyuan Wang女士毕业于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获环境管理学硕士学位。

乔志伟先生 - 副总裁 ，中国人民大学EMBA
乔志伟先生在业务开发方面拥有20多年经验，尤其擅⻓长在建立企业间的双赢合作。乔志
伟先生在2007年加入Camco Clean Energy，前后担任高级业务开发经理以及业务开发
总监。他代理团队开发了多个CDM项目，如：阳泉煤层气，焦煤华晋，国投昔阳，鄂
尔多斯冶金，太钢余热等。
加入Camco之前，乔志伟先生是Goldman展览公司的总经理及创始人。1997年至2002
年，他作为巨能集团山东省销售分公司常务副董事， 在其努力下，该公司成为行业内
的⻰龙头企业，销售额从最初的50万升至5000万。巨能之前，他曾在中国银行山东淄博
分行任业务发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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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聿忠（Zhang Yuzhong）博士 – 执行董事
张聿忠博士于2007年加入Camco Clean Energy，曾担任运营总监，他带领团队负责对
已注册项目的签发工作，同时也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在此之前，他曾担任航天科技集团
公司二级学院第四设计研 究院技术部经理。
1999年，他加入太平洋顶峰公司并任技术总监。五年后，他加入康明斯公司并担任工
程部经理。
张聿忠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并取得了自动化工程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

Scott McGregor先生Camco公司清洁能源
Scott McGregor 是Camco清洁能源公司总经理，Scott 2006加入该公司，执掌着
Camco清洁能源公司碳排放额业务的扩展，确立了清洁能源项目业务，使Camco清洁
能源公司转变成为所涉领域所在地区的市场领导者。
Scott拥有20年的行业经验，广泛涉于处于早期阶段，高增⻓长公司的战略发展。Scott在
环境、采矿、金融和技术领域有世界范围的经验并为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领先企业提供
咨询。之前就职单位包括力拓−金融和开发工作，美林和Skype技术公司。
Scott获得伦敦商业学校的MBA，莫纳什大学商业经济专业以及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资
格，同时是IETA的董事会成员。

埃里克Boonman
Eric Boonman有十多年绿色能源和环保市场的工作经验，目前担任Statkraft国际碳排放
权采购主任。Statkraft是欧洲最大的可再生能源生产商，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成立以来一直积极致力于包括合规买方以及服务供应商的整个碳价值链。
Statkraft正扩展到全球新环境市场且是商业伙伴市场准备（B-PMR）的指导委员会委
员。
在此之前，Eric是富通银行全球环境市场主管，2005年起他成立并发展了该团队。富通
银行确立了自己作为跨能源和环境价值链的主要参与者。 Eric在香港、纽约和休斯敦成
立并领导着市场开发团队。Eric 200开始在Dutch utility Nuon担任绿色碳交易员。Eric
获得经济学硕士，也经常担任国际清洁能源技术和环境会议的演讲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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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栋博士
力拓−气候变化−中国区首席分析师
2011年5至今（一年十一个月）中国，上海
为气候变化相关业务提供战略咨询包括谈价，能源产品价格尤其是煤、气、铀和可再生
能源，矿石结构和大宗商品需求。
中国农业综合企业和能源咨询公司 主任
2010年10月−2011年5月（8个月）于悉尼
管理CAEC的农业，能源和碳经纪业务，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林业和其他许可证市场
开发。
麦格理代 碳经理
2008年7月−2010年10月（两年4个月）纽卡斯尔区， 澳大利亚
管理着澳大利亚麦格理代最重要的碳投资组合，麦格理代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发电机和排
放者（每年2000万吨的排放量）。负责Macgen的碳和碳相关的业务，开发公司的碳交
易和对冲策略，碳合同谈判，并代表Macgen进行行业游说。
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委员会−顾问
2007年7月−2008年7月（一年一个月），悉尼
参加澳大利亚能源市场和金融市场的设计。
高级研究员，亚洲农业企业研究中心
2004年8月 - 2007年7月（3年）奥兰芝 澳大利亚
教育背景：悉尼大学 农业、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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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yuan Wang

Shell

18

Wang Dong

Rio Tinto

19

Eric Boonman

Statkraft

20

Zhuli Hess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21

Kenneth Wong

CLP

22

Chunfang Wang

Holcim

23

Tony Gai

PetroChina

24

黄杰夫 Jeff Huang

ICE

25

Sean Gilbert

KPMG

26

Fulvio Bartolucci

Solvay

27

Massimiliano Varrucciu

EDF Trading

28

Casper Chiquet

South Pole Carbon

29

Dr. Lutz v. Meyerinck

KMW outrage management
Partnerschaft

30

Dr. Hans-Joachim Ziesing

31

赖茂华Maohua Lai

广东省发改委资源与环境气候处

32

陈毅军 Yijun Chen

广东省发改委资源与环境气候处

33

陈晓芳 Xiaofang Chen

广东省发改委资源与环境气候处

34

陈 斌 Bin Chen

广东省发改委资源与环境气候处

35

赵黛青 Daiqing Zhao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36

李璧君 Bijun Li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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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徐伟嘉 Weijia Xu

中山大学

38

黎燕萍 Li Yanping

佛山华盛昌陶瓷有限公司

39

陈炳尧 Chen Bingyao

广东蒙娜丽莎陶瓷有限公司

40

梁文勇 Liang Wenyong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

41

广东新润成陶瓷有限公司

42

刘积胜 Liu Jisheng

广东宏陶陶瓷有限公司

43

刘向东 Liu Xiangdong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4

范玉容 Yurong Fan

广东东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5

吴细桂 Wu Xigui

佛山市三水新明珠建陶工业有限公司

46

简景杰 Jian Jingjie

佛山市高明区新粤丰陶瓷厂

47

霍德炽 Dechi Huo

佛山高明顺成陶瓷有限公司

48

陈振广 Zhenguang Chen

广东省陶瓷协会

49

晏行武 Yan Xingwu

花都水泥企业

50

朱光明 Guangming Zhu

英德市宝江水泥材料有限公司

51

梁 红 Hong Liang

英德市宝江水泥材料有限公司

52

徐雪梅 Xuemei Xu

广州市珠江水泥有限公司(越堡)

53

秦昌⻰龙Changlong Qin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

54

许云召Yunzhao Xu

台泥（英德）水泥有限公司

55

林益晓 Yixiao Lin

华润水泥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56

陈跃勋 Yuexun Chen

广东省水泥协会

57

赖文珍 Wenzhen Lai

华润水泥（封开）有限公司

58

许建雄 Jianxiong Xu

中海壳牌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9

郑从武Congwu Zheng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0

钟 晔 Ye Zhong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61

孔德新Dexin Kong

佛山中油高富石油有限公司

62

季康宁Kangning Ji

佛山中油高富石油有限公司

63
64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茂名分公司
韩莉莉 Lili Han

广东省钢铁工业协会

65

宝钢集团广东省韶关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66

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

67

汪 辉 Hui Wang

粤电集团超康公司

68

沈 鹰 Ying Shen

粤电集团超康公司

69

叶 果 Guo Ye

粤电集团超康公司

70

曾晓文 Xiaowen Zeng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71

曾 虎 Hu Zeng

广东九丰集团有限公司

72

武 亚 Ya Wu

广东九丰集团有限公司

73

卢谢斯 Xiesi Lu

广州中石油昆仑天然气利用有限公司

74

杨雄平 Xiongping Yang

南方电网总部计划部节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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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李云峰 Yunfeng Li

黄埔电厂

76

宋中林Zhonglin Zheng

广州恒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7

戴慧兰Huilan Dai

广州恒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8

黄 亚 Ya Huang

南海发电厂

79

陈 燕 Yan Chen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80

张 静 Jing Zhang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81

王家宇Jiayu Wang

华能碳资产公司

82

刘 钧 Liu Jun

中国证监会期货一部

83

杨照东 Yang Zhaodong

中国证监会期货一部

84

冯丹燕 Feng Danyan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5

杨 抒Shu Yang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86

何 鑫 He Xin

兴业银行

87

阳 莹 Yang Ying

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 （南方产权子公司）

88

石 磊 Shi Lei

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 （南方产权子公司）

89

郑晓明 Zheng Xiaoming

广东省环境权益交易所 （南方产权子公司）

90

晏行武 Xingwu Yan

广州市越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1

杭 涛 Tao Hang

芬兰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92

徐文林 Wen Lin

芬兰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93

卢宇迪 Yudi Lu

广州交易所集团

94

李正希Zhengxi Li

广州交易所集团

95

靳国良Guoliang Jin

广州交易所集团

96

祝岳军Yuejun Zhu

广州市越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97

赵细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

98

王丽娟 Lijuan Wang

中国社会科学院

99

聂兵

赛宝认证中心

100

中山大学

101

骆志刚 Zhigang Luo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能源战略中心

102

王 乐 Le Wang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03

汪 鹏 Peng Wang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04

王文军 Wenjun Wang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105

骆跃军 Yuejun Luo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低碳节能项目组

106

张裕泰 Yutai Zhang

-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Institute of Energy low-carbon
energy-saving project team

107

江海东 Haidong Jiang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低碳节能项目组

108

魏 强 Qiang Wei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09

吴云影 Yunying Wu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10

成⻉贝⻉贝 Beibei Cheng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47

S. No.

Name

Organisation

111

胡洁瑜 Jieyu Hu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12

李俊禤 Junxuan Li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13

李崎朗 Qilang Li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14

胡国⻰龙Guolong Hu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

115

陈菊芳

赛宝认证中心

116

陈颖

赛宝认证中心

117

王吉昌

赛宝认证中心

118

周子填

广东省石化协会

119

孟萌

碳交所

120

程有志

广东省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

121

曾晓文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有限公司

122

朱善静

广州大学城华电新能源有限公司

123

程灿华

佛山市广东东鹏

124

郑红灼

Climate Connect Limited

125

Shashank Mehta

Climate Connect Limited

126

⻢马莹莹

CS Energy

127

陶昀

大唐新能源

128

陶怀亮

北京科合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129

赵斯琪

广州交易所集团

130

黄育怀

广东水泥协会

48

附录一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 介绍
国际排放交易协会 (IETA) 是一个非盈利性商业组织，创建于1999年6月，旨在为减少温
室气体排放建立可行性国际贸易框架。
我们的会员来自碳交易领域杰出的国际公司。IETA成员在积极寻求建立能经受实际检
验、引导减排温室气体的排放交易制度，保证经济效率的同时兼顾环境完整性与社会公
平。
IETA致力于：
•

实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目标，即保护气候；

•

通过企业、公司建立高效率市场化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该体系必须公
平、开放、高效、可靠、国际统一;

•

建立体系的同时维护社会公平和环境完整性。

IETA目的目标：
•

建立一个活跃的温室气体全球化市场，跨越国界，包含所有减排机制：即清洁
发展机制、联合履行和排放交易;

•

建立合理机制和执行方式以确保企业积极参与。

要作为商界排放交易的第一发言人，本组织目标如下：
•

综合视角，将排放交易体系纳入气候变化解决方案；

•

参与国家级和国际性规则方针的设计实施；

•

提供排放交易和温室气体 (GHG) 市场上最新、最可靠的活动资讯。

为实现目标，IETA侧重于以下领域工作方案：
•

发展GHG市场和交易体系的结构组成。国际排放交易协会已成立多个工作组，
就核算、纳税、交易协定、登记注册、审定和核查、以及清洁发展机制领域等
诸多课题开展研讨讨论。IETA坚持推出有利于扩大温室气体市场组成的行动计
划，以形成运作良好的GHG市场。

•

推动GHG市场机制运行，促进市场参与。IETA一直都在推广市场机制和交易成
为面向企业的解决方案，使社会的影响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降到最小化。这其
中包含大量工作，如在非附件一所列国家举办GHG市场论坛、举办IETA温室气
体市场现状和发展年度论坛以及 碳博览会展览及会议。

•

发展全球性GHG市场。IETA工作中的一个关键要素仍然是附件一国家之间的交
易体制联系，及其对GHG市场的重要意义。另一个重要议题则是在当今多样化
的国际环境下的商业如何应对。IETA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BCSD）、世界经济论坛（WEF）及其他组织开展合作，互利促进，势必
发挥重要作用。

•

能力建设。在世界银行参与制定的《审定与核查手册》基础上，IETA开设提供
关于审定和核查的课程，并举办在CDM（清洁发展机制）合同方面的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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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GIZ 介绍
关于GIZ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是一家联邦企业，其服务遍及全球，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国
际合作和专业培训。GIZ的工作遍及世界130多个国家，拥有约1万7千名雇员。GIZ为发
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工业化国家的合作伙伴提供量身订制的高效解决方案，
合作领域覆盖可持续经济发展、环境和气候保护等诸多方面。

GIZ在中国的工作领域
GIZ在中国开展中德技术合作已近30年。GIZ的工作旨在推动符合中德两国利益和意愿
的发展合作。依托于德国传统优势并世界领先的专门知识和技术，GIZ的业务领域覆盖
政策咨询、专业技术、知识转移、能力建设，以及组织发展支持等。GIZ通过提供资深
的德国、中国及国际专家，和调动在德国的庞大协作网络提供服务。GIZ的业务内容还
包括培训和在德国的专业进修课程，涉及与中国经济转型相关的各个领域。

GIZ的委托方
GIZ的在华工作主要受德国政府委托。目前GIZ的委托方包括诸多德国联邦部委，如经济
合作与发展部、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以及经济技术部等。GIZ同时也为德国联
邦州、欧盟、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中国公共部门服务。在几十年的技术合作过程中，GIZ
已与中德政府机构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借助这一平台，GIZ开始涉足私营行业，帮助它
们解决业务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能安全部（BMU）的国际气候计划（ICI）对发展中国
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在转轨中的国家的气候项目提供资助。ICI是德国快速启动资金实
施的关键因素之一。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代表BMU正在中国开展“排放交易体系能
力建设”和“温室气体监测能力建设”双边合作项目。

专业领域


经济政策与体制改革



法制改革



金融部门改革与保险业



职业培训与职业继续教育



社会、环境与产品安全标准



可持续性供应链管理



消费者保护



环境和气候政策



电动⻋车与可持续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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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率与能源政策



城市区域的低碳战略



自然资源管理



灾害⻛风险管理

低碳发展促进会 GDLC 介绍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由关注气候变化、热衷于推动低碳发展的企业、机构发起，并于
2011年11月3日经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批准注册成立社团组织，现有单位会员50余家。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的宗旨是：团结凝集社会各方力量，积极配合广东省低碳试点工
作的开展，充分发挥企事业单位和政府间的纽带和桥梁作用，传播低碳发展理念、方法
和经验，搭建低碳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培育低碳发展示范，推动广东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
广东省低碳发展促进会接受广东省发展改革委的业务指导，并受其委托承办“低碳试点
省”有关工作，是广东省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设计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广东省低碳
发展促进会秉承进取、服务的发展理念，积极开拓业务，为会员、政府和社会提供服
务。
重点业务：


组织低碳宣传活动，及时传播国家和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的方针政策



推广节能减碳新技术，促进低碳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参与组织省内低碳示范园区（社区）评选，培育低碳示范



参与广东省低碳发展专项资金项目评审工作，跟踪项目管理



参与广东省碳交易试点工作，开展培训和咨询服务



为广东省低碳发展专家委员会提供服务，承办专家咨询活动



搭建会员交流平台，积极支持会员开展低碳项目



建立社会各界与政府的沟通渠道，为社会低碳发展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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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II-演示

S No.

演讲题目

嘉宾

1

简介：工业企业在碳交易体系
（ETS）下的权利和义务

Lutz v. Meyerinck

KMW

2

总体说明企业参与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应
该履行的权利和义务

Dan Barry

BP

3

欧盟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配额管理及
企业合规经验分享

Dr. Hans-Joachim Ziesing

AGEB

(Click for ppt)

组织

4

欧盟第一、第二和第三阶段配额管
理及企业合规经验分享

Michael Mei

Alstom

5

欧洲工业企业参与排放权交易的合
规流程

Dan Barry

BP

6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
监测系统

Caspar Chiquet

South Pole Carbon

7

企业碳排放报告指南编制思路与能力
建设

XU Weijia

8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监测、报告和核
证的组成部分

Sean Gilbert

9

MRV企业电力部门之间的经验分
享

Massimiliano Varrucciu

EDF Trading

10

欧洲碳交易体系监测, 报告和核证
钢铁行业经验分享

Jason Qiao

CAMCO

Qisha Wen

Greenstream

11

陶瓷行业的MRV

Sun Yat-sen University

KP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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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o.

演讲题目

嘉宾

组织

12

水泥行业 CO2 统计与报告

Wang Chunfang

Huaxin-Holcim

13

欧洲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核证程序及核查标
准介绍

Robert Hansor

LRQA

14

登记体系及企业排放权配额登记流程介绍

Dr. Hans-Joachim
Ziesing

AGEB

15

ETS对企业发展和运营的实质影响

Karl Upston-Hooper

GreenStream Network
plc

16

欧盟在企业与政府进行碳排放权交易合作中
的经验

Lutz v. Meyerinck

KMW

17

碳资产管理

Eric Boonman

Statkraft

18

机遇还是风险:
企业碳资产管理的新选择

Zhuli Hess

VCS

19

咨询机构以及金融部门可以为企业提供的服
务有哪些，有哪些效果和作用。－实例分享

Fulvio Bartolucci

Solv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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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排放贸易协会坚持自己充当智囊团、对话召集人、倡导者、市场促进者，以及最佳实践者和市场
标准的支持者的原则。B-PMR是这些原则的自然产物。
B-PMR是由国际排放贸易协会秘书处和BPMR筹划指导委员会共同管理的一项特别举措，并由以下企业担保支持：

欲了解更多信息
联络:
Jeff Swartz, International Policy Director
swartz@ieta.org, +41 22 737 05 00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
Brussels – Geneva – Melbourne – London – San Francisco – Seoul – Toronto – Washington
www.ieta.org/b-pm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