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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排放交易体系：
低碳经济的高效力高效率工具*
汉斯-约阿希姆·齐新（Hans-Joachim Ziesing）

1、欧洲的排放交易 – 背景

至+10%之间。欧盟15国集体承诺减排8%。为了落实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于1992年

这一共同目标，各成员国同意进行有差别的“义务分

通过，1994年生效。其主要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

担”，各国的承诺目标分布在卢森堡最高减排28%和

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

葡萄牙最多增排27%之间。

水平上”（UNFCCC 1992）。该宣言没有规定各国的

随即，实证趋势表明，欧盟15国的温室气体排

义务。又过了五年，《京都议定书》方于1997年12月

放仍然过高，至少有十一个成员国远远没有达到事先

通过。《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个有约束力的协议，将

约定的减排水平。于是欧盟委员会开始鼓吹排放交

世界各国分为两类。其第三条要求“附件一所列缔约

易，认为它能起到重要作用，尤其能让减排成效不大

方应个别地或共同地确保其在附件A中所列温室气体

的国家重返正轨。从此，欧盟委员会积极推动排放权

的人为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不超过按照附件B中所

交易，并得到了英国、荷兰及北欧国家的大力支持。

载其量化的限制和减少排放的承诺和根据本条的规定

2000年，欧盟在密集讨论后发布了《欧盟内部温室气

所计算的其分配数量，以使其在2008年至2012年承

体排放权交易绿皮书》（EU 2000）。2000年6月，欧

诺期内这些气体的全部排放量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

盟委员会启动“欧洲气候变化计划（ECCP）”，确定

5%。”（Kyoto 1997）。

并发展了欧盟实施《京都议定书》所需战略中包含的

在 俄罗斯 联邦 批准该 协议 之后， 《京 都议 定
书》规定的最少签约国数目达到了，因此于2005年2

一切必要因素（EU 2001）。
随着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2003年10月13日

月12日生效。
京都承诺跨2008-2012年度，以1990年为基准
年。某些国家的未来排放增长受到限制，而另一些国
家则同意降低绝对排放水平。大多数作出限制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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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87/EC指令的颁布，在欧盟内部建立起了一套温
室气体排放的许可交易制度，并对理事会96/61/EC指
令（EU 2003）作了修订。这样，从2005年开始进行
排放权交易的前提条件形成了1。2004年10月的所谓
“连接指令（EU 2004a）”又对上述指令作了补充，
允许将项目投资带来的减排量用来抵扣在京都议定书
中所作的承诺量（《京都议定书》第6条“联合履行
机制”和第12条“清洁发展机制”）。该指令适用于
附件一规定的活动所涉及的高能耗装置。
2、欧盟排放交易指令要点
排放交易的目标是用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排放交易的核心是“总量控制与交易”体
系。“总量”是指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简称EU ETS）
所涵盖的工厂、发电厂和其他装置可排放的温室气体
最高限度。最高排放量的限定创造了排放许可权的稀
缺性，从而建立起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总量控制之
下，各企业分配到各自的排放许可，这种许可可以根
据需要被出售和购买。排放权交易确保了减排的成本
最低。如果没有总量控制，就没有交易！如果没有交
易，权力分散的企业决策者就接收不到价格信号。价
格 信号 取决于 减排 目标和 个别 结构因 素（ Z i e s in g
2009）。
企业究竟决定自行减排还是从外部购买排放许
可，完全取决于排放许可的价格和内部边际减排成本
的比较。会出现两种情况：




如果内部边际减排的成本低于排放权价格，那
么从经济角度来看，自行采取减排措施比购买
碳信用额合算。
如果内部边际减排的成本高于排放权价格，那
么从经济角度来看，购买碳信用额比自行采取
减排措施合算。

年终，每家公司必须交出足以覆盖其排放量的
排放许可，否则课以罚金。跟罚金一样重要的是，即
使交了超额排放罚金的企业下一年还是要交出所欠的
排放许可。这个规定防止了某些企业经营者试图通过

1

花钱来避免合规的可能性。如果一家企业减少了排
放，所余的排放许可可供未来使用，亦可向排放许可
不足的企业出售。
基本上来说，排放交易可在国家层面进行。但
值得注意的是，排放交易体系的效率和市场的流动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国家和企业的多寡。同样，
必须通过设定雄心勃勃的排放总量控制并随着时间的
推移减少排放许可总量来维持压力。这样才能创立机
制，促进对节能和排放友好型技术的投资。
3、2005-2012年欧洲排放交易
欧盟的排放交易体系（ETS）是世界首个国际性的二
氧化碳排放交易体系，从2005年起运行。2005-2007
年为第一期，旨在“边做边学”，为关键的第二期做
好准备。第二期从2008年1月1日开始，到2012年底
结束。第二期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重合，欧
盟和其他工业化国家在这一时期内必须达到限制或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TS）的第二期，排放总量控制在比2005年水平低
6.5%，以确保欧盟整体及各成员国都能实现京都承诺
（比1990年水平低8%）。
2008年1月1日，欧盟27个成员国均参加了欧盟
ETS第二期交易。欧洲经济区的三个成员——挪威、
冰岛和列支敦士登——也自愿加入。目前，ETS覆盖
能源和工业行业逾10000套装置，它们总共占到了欧
盟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近半及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的40%。
欧盟ETS并未覆盖所有温室气体及所有行业。本
质上来说，它同最重要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挂钩，将
注意力集中在能源活动、黑色金属的生产和加工、部
分矿产业及其它一些活动上。交通运输、住宅和服务
业（尚）未被包括在内。不过，2008年7月出台的欧
盟ETS指令修订版规定，2012年起，航空业也将被纳
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2008）。
理 论上来 说， 拍卖作 为一 种市场 导向 型的 工

如需了解 2003/87/EC指令的立法过程，参见 : http://europa.eu.int/comm/environment/climat/emission/history_e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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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在初始分配阶段是最高效、最透明的方法。拍卖

成员国必须确保监测准则中的条款被运用到欧盟交易

允许市场参与者以市场价格购得所需的排放许可。拍

体系所覆盖的每一套装置的监测和年度温室气体排放

卖结果将为后续的排放交易设定统一的起始价格。

报告上。因此，MRG为欧盟ETS内部温室气体排放的

然而，2003年10月出台欧盟2003/87/EC指令

监测和报告提供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成员国必

时，由于政治接受度缺失，指令只能对拍卖加以严格

须选择适当的方法来确保欧盟ETS所覆盖的装置的运

限制，规定第一期（2005-2007）至少95%的排放许

营者遵守了这些规定。

可应由各成员国免费分配，而第二期免费分配比例仍

MRG将“监测方法”定义为测定具体排放的方

2003）。因此，拍卖只能起到非常

法、即说明装置运营者如何对该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

有限的作用。在2005-2007年及2008-2012年期间，初

进行监测和报告。这就包括对燃料和材料流的监控、

始排放许可是免费分配的。初始排放许可的划拨要么

对计量设备的描述（地点、技术、不确定性）、对排

依据某个参照阶段的二氧化碳历史排放量（溯往原

放测量系统的详细描述（如果适用的话）、监测及报

则），要么依据申请者自行宣布的排放量，要么基于

告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如数据收集和排放计算流

特定的标杆。

程。监测方法文件能否获批是装置获得排放许可的一

应达到90%（EU

对所有欧盟成员国而言，在排放交易体系运行

部分，两个相互挂钩。一旦获批，该装置必须按照获

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排放交易指令中的第九条最重

批的“监测方法”来对它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测。

要。该条要求各国给出分配计划，写明整个期间计划

这一过程将在检验过程中由检验人员加以核实。

分配的排放许可总量及如何按照排放交易指令的附件

交易第一期（2005-2007）在全欧盟范围内建立

一来对参加排放交易的装置进行分配。各国的分配计

了排放交易体系，各种必要的基础设施到位，动态碳

划必须采用透明标准，听取公众意见。总的来说，各

市场得以发展。第一期的环境利益可能有限，这是因

成员国必须表明，它们的战略同它们的京都议定书义

为某些成员国和某些行业超额分配了排放许可。部分

务相符。

原因是在没有经核实的排放数据前，排放预测不准。

欧盟委员会对各国的分配计划进行评估，有权

2006年4月下旬出版的经核实的2005年排放数据显

驳回。计划被驳回的成员国不得实施该计划，也即不

示，“过分分配”的情况突出。市场对许可过剩作出

得分配该计划中提及的排放许
可。欧盟委员会必须说明驳回

图1：2005-2007年及2008-2012年欧盟排放交易第一、第二期
欧洲能源交易，德国的二氧化碳价格
35

原因。这些原因能指导成员
国，让后者制定出符合分配标

排放交易体系需要明晰的
监控和回报系统来保证效率。
欧盟于2004年1月29日（EU
2004b）出台了温室气体排放监
测与报告准则（MRG），该准
则具有法律约束力（EU
2007a）。包含MRG的欧盟委员
会决策必须告知所有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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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交易价格下跌。2006年5月初，二氧化碳价格

率。此外，过往经验还表明，有必要进一步发展交易

大跳水，从每吨近30欧元跌到了近10欧元。2007年3-

体系。而欧盟交易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将通过2013年

12月，二氧化碳价格跌到了每吨1欧元以下，说明碳

1月起的第三期交易来实现。

市场崩溃了（见图1）。这一经验表明，只有在总量
控制导致重大稀缺、甚至日益稀缺的情况下，才会有

4. 新的排放交易期：2013 -2020年

经济高效的排放交易体系。

欧洲长期能源行动计划

有了经核实的排放数据之后，欧盟委员会就能

2007年3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全面的能源行动

确保各国在第二期设定的总量控制远远低于第一期水

计划，适用期为2007-2009年，该计划要求到2020年

平，这就带来了真正的减排。然而，即使在第二期还

实现以下三个明晰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目标

是出现了过分分配的状况。那是在2008/2009的经济

（Council 2007b）：

危机之后，各企业被迫减产，再次导致了二氧化碳价



至少减排20%的温室气体——如果形成一项国
际协议，令其他发达国家承诺“进行可比的减
排，并使经济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根据责任和
相应能力做出充分贡献”，则至少减排30%。



欧盟能源消耗中有20%来自可再生能源。



通过提高能效，欧盟2020年的的能源消耗比预
测减少20%。

格的大幅下滑。不过相对上一期，价格仍属较高，
2009年中期至2010年末期每吨二氧化碳价格维持在
13-15欧元之间（图1）。
经验表明，除了经核实的数据，欧盟排放交易
体系内部还需要更高程度的和谐化，以确保用最低成
本和最少竞争扭曲来完成减排目标。在设定整体排放

这些目标目前仍然有效。近期出台的2050年长

许可总量的过程中，和谐化至关重要。
在前两期的交易中，各国使用的向各装置分配
排放许可的方法多种多样，危及内部市场的公平竞

洲理事会对哥本哈根协议规定的全球升温幅度相对于
工业化前水平应该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这一点表示欢

争。此外，在交易体
系的范围、欧盟以外

期目标又对2020年目标作了补充。2010年10月，欧

图2：欧盟27国2020年和2050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的减排项目是否可以
作为抵扣、将欧盟ETS

2008 vs.
1990: -14%

同其它排放交易体系

化、澄清和调整。

第一、二期的经
验表明，温室气体排
放交易是可行的，多
国排放交易制度不但
可以存在，而且可以
取得高效力和高效

温室气体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当量）

需要更高程度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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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欧盟成员国2020年与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对照表（ETS）

2020年每个成员国向欧盟ETS所覆盖的装置分配的排放许可应比2005年水平降低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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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2 ，并且同意，为实现联合国的这一目标，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必须至少降低50%（将2050年排放水平同
1990年相比），并且此后不断降低。为了实现全球减
排50%的目标，发达国家作为一个群体应当加快步
伐，到2050年将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基



英国

西班牙

斯洛文尼亚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波兰

立陶宛

拉脱维亚

意大利

爱尔兰

希腊

匈牙利

德国

法国

芬兰

捷克共和国

塞浦路斯

保加利亚

比利时

奥地利

-20

-20

葡萄牙

-20

-25

-17 -16
瑞典

-14 -14

荷兰

-16

马耳他

-16

爱沙尼亚

-20

-10

-13

卢森堡

-15

EU-27

-5

丹麦

2020年欧盟各国温室气体排放限量
与2005年水平相比较的变化百分数

25

2009年4月23日出台的406/2009/EC号决议，亦
即所谓的“减排分担决议”，触及尚未包含在
共同体排放交易制度里的行业——如交通运
输、建筑、农业和废弃物。在这些非排放交易
制度所覆盖的行业，2020年的排放量必须比
2005年水平低10%（EU 2009b）。

础上减少80%-95%（Council 2010；亦见图2）。在此
背景下，欧盟委员会于2011年3月发布了“走向2050

两大举措结合使用，应当能够完成欧盟的整体

年高竞争力低碳经济路线图”（EU 2011；Hedegaard

减排目标（2020年排放量与1990年水平相比下降

2010）。

20%）。不过，与ETS覆盖的行业不同，非ETS所覆盖
的行业没有全欧盟统一的减排义务。每个成员国根据

2020年中期目标

各自的相对财力来做贡献。为了实现特定目标，各成

为了实现2020年在1990年基础上至少减排20%温室气

员国需要实施额外的政策和措施。

体的中期目标，必须扩大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范围、
将这一体系延伸至更多的经济领域：


2

根据2009年4月23日出台的欧盟2009/29/EC指
令，到2020年，共同体排放交易制度所覆盖的
装置的排放量必须比2005年排放水平低21%
（EU 2009a）。

该目标在2010年12月UNFCCC坎昆会议上得到官方确认。

图3揭示了每个成员国的整体减排义务，包括
ETS覆盖行业的统一减排目标下的承诺（上方浅灰色
方框）、以及非ETS覆盖行业的特定减排目标（蓝色
和白色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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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TS）的新规则–

作为基本原则的排放许可拍卖

第三期（2013-2020年）

拍卖将成为排放权分配的基本原则（EU 2009a）。这

为了实现2020年减排目标和2050年长期愿景，并且

必将提升交易的效率。电力行业，除某些小例外，将

根据过往交易经验，欧盟通过了2012年后欧盟排放交

从第三期伊始就进行100%的拍卖。对于无暴露行业

易体系的新规则。这些新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灵活

（即那些没有暴露于重大碳泄漏风险的行业 3 ）而

性，可在2013年1月1日第三期正式启动前进行修订。

言，排放许可的拍卖比例将线性上升，2020年达到

无论如何，与前两个交易期相比，从2013年开始，排

70%，目标设定为2027年100%拍卖。
ETS指令为排放许可的拍卖设定了各种目标和原

放许可的分配系统将有大调整。





欧盟ETS第三期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效率和公平:

则。拍卖必须公开、透明、和谐化、无歧视，过程应

首先，排放许可将根据完全和谐化的全欧盟规
则来分配，也就是说，所有欧盟成员国将采用
同样的分配规则。这也意味着，国家分配计划
将不复存在。

有可预测性。拍卖应保证欧盟-ETS所覆盖的中小型企

第二，电力行业将通过拍卖来分配排放许可。
也就是说，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下的多数排放许
可都将不再免费发放。只有暴露在重大碳泄漏
风险下的行业和子行业还会根据雄心勃勃的标
杆获得免费排放许可，而无暴露行业的免费排
放许可将被淘汰。这就意味着，从2013年起，
排放许可的总量中至少有一半会被拍卖。



第三，交易期拉长（第一期为3年，第二期为5
年，第三期则为8年），有助于加强排放交易
体系的灵活性。



第四，稳健并逐年降低的排放总量控制（2020
年比2005年减少21%）将刺激对节能减排的投
资。2010年10月22日，欧盟委员会通过决议，
规定了2013年全欧盟的排放许可总量为
2,039,152,882份，20.4亿份不到一点。以后每
年的排放总量将按成员国在2008-2012年间发
放的年度平均排放许可总量的1.74%递减。从
绝对数量来说，排放许可将每年减少
37,435,387份（EU 2010b）。这一逐年减少的
总量控制将在2020年后继续实施，但最晚可在
2025年前予以修订。

业和小型排放源也能获得全面、公平、公正的准入。
所有参与者必须能够同时获得同样信息。必须有适当
的法律框架来将洗钱、恐怖主义融资、金融犯罪、内
幕交易和市场操纵的风险降到最低。欧盟委员会的
《拍卖规定》旨在实现上述目标（EU 2010c）。
根据欧盟ETS指令，排放许可拍卖收入至少有
50%必须用于指定用途，尤其是下述几项：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向全球能效和可再生
能源基金（Global Energy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Energy Fund）及适应基金（Adaptation
Fund）注资。这两个基金均由2008年12月在波
兹南召开的UNFCCC气候变化第十四届缔约方
会议(COP 14)成立，旨在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
影响，为减排和适应气候变化的研发和样板项
目提供资助，包括参与《欧洲战略能源技术计
划》和《欧洲技术平台》框架下的活动；



开发可再生能源，帮助共同体实现2020年20%
的能耗来自可再生能源的承诺；开发向安全、
可持续的低碳经济转型所需的其它技术，帮助
共同体实现2020年提高能效20%的承诺；



避免已经批准了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发展中国
家毁林，并在这些国家造林和重新造林，向这
些国家转移技术，帮助这些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



环境安全的碳捕获和储存（CCS），尤其是对
来自固态化石燃料发电厂和其它一系列工业行
业（如炼钢业）及子行业的碳排放的捕获和储
存，包括在第三国从事的此类活动。关于CCS
的规定参见EU 2010a。

从2013年起，ETS的范围将扩大到其它行业及其
它温室气体，包括来自生产大批量有机化学品、氢、
氨和铝的装置的二氧化碳排放，以及氮、苯酸和甘氨
胆酸生产中产生的一氧化二氮、制铝行业排放的全氟
碳化物。

一个国家（如欧盟27国）采用了较为严格的气候政策，排放减少，结果导致了第二国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这就产生了
碳泄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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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

心。标杆不是排放限制，也不是减排目标，而只是一

如果其它发达国家和其它主要温室气体排放国不采取

种针对个别装置的免费排放许可分配的门槛。在可能

可比的行动来减排的话，欧盟内部某些高能耗行业在

情况下，会针对每个产品设立标杆。标杆设定的原则

国际竞争压力下会处于经济劣势。因此，免费发放排

基础是“一个产品=一个标杆”（每吨某产品，如玻

放许可旨在控制欧盟行业同欧盟以外竞争者竞争的成

璃或钢材，排放二氧化碳为X吨），也就是说，标杆

本。与此同时，欧盟外部如果没有可比的行动，不受

的设定无视所采用的技术、燃料、装置的规模或地理

可比碳排放限制的第三国可能会增排温室气体。这将

位置。协议标杆或多或少是欧盟委员会和相关行业或

削弱环保诚信，削弱欧盟行动带来的好处。 为了解

企业之间讨价还价的产物。

决这些问题，面临来自欧盟外部、无可比气候立法的
国家的竞争的工业行业将比无“碳泄漏”风险的行业

清洁发展机制/联合履行机制下的减排信用

享有更高份额的免费排放许可。某些行业或子行业不

清洁发展机制（CDM）和联合履行机制（JI）的未来

可避免地暴露在重大碳泄漏风险之下，因此不参加拍

看起来相当不明朗。《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设立

卖（行业列表参见：EU 2009c）。

了2008-2012年量化目标，规定在清洁发展机制

根据欧盟指令，被认为暴露在重大碳泄漏风险

（CDM）项目下创设了核证减排量（CER），在联合

下的行业将获得比其他行业更多的免费排放许可。原

履行（JI）项目下创设减排单位（ERU），并允许发达

则上，免费许可的分配应基于每个产品的特定标杆。

国家使用核证减排量（CER）和减排单位（ERU）来

这些标杆的起点是该行业中效率最高的10%的装置的

抵扣部分减排目标。《京都议定书》不允许2013年后

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必须考虑效率最高的工艺、替

继续产生减排单位（ERU），除非项目所在国设定了

代品和替代生产流程。对于暴露在重大碳泄漏风险下

新的量化排放目标。而CDM信用则有望继续使用。

的行业，其免费排放许可的数量将乘以一个因数1

欧盟立法规定，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参与者为

（100%），而其它行业的免费分配数量将乘以一个

完成他们在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中承担的义务，可以使

更小的因数（2013年是0.8，以后逐年降低，2020年

用《京都议定书》下建立的各种机制所产生的大多数

低至0.3）。因此，暴露行业并未被ETS豁免。此外，

JI/CDM类别的信用。来自造林、再造林和核项目的信

因为标杆将会很严格，只有效率最高的装置才有机会

用不能使用。在交易第二期，欧盟法律允许装置运营

免费获得其所需的全部排放许可。

者使用JI/CDM信用至一个由国家分配计划（NAP）规

符合标杆的装置（因而是欧盟效率最高的装置
之一）在原则上将获得所需的全部排放许可。不符合
标杆的装置将不会获得足够的许可，要么减排（如采

定的百分比上限。未使用的信用可结转至2013-2020
交易期（EU 2009a）。
联合履行机制（JI）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应

取减排措施），要么购买额外的排放许可来覆盖超额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层面进行实

排放。与2005-2012年间实施的分配方法不同的是，

质性改革，这样才能改善它们的环保诚信和效率。为

从2013年起采用的这一新方法将不会产生向排放最多

了将气候变化限制在二摄氏度以下，基于项目的CDM

的装置提供更多免费许可的反效果（EU 2010d）。

抵偿应逐渐被针对先进发展中国家的行业授信机制取

因此，标杆的定义将在分配体系中起到关键作

代。这些机制类型超越了来自于欧盟的纯粹的排放抵

用。它们将发出强烈信号，告诉世人在低碳生产方面

扣，成为通向全球互连的、覆盖整个经济的总量控制

都有哪些可能性。标杆也是一种里程碑，显示欧盟实

和排放交易体系的敲门砖。到那时，CDM就可以专注

施其雄心勃勃的气候议程、努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决

于那些最不发达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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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2010a）。这个新的登

图4：2009年全球碳市场总值

记系统将由欧盟委员会来操
总数: 143,735 US$million
区域温室气体减
排行动（RGGI ）
2.179; 2%

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欧盟ETS）

分配数量单位（
AAUs）

118 ,474
US$million;
8 3%

1%

即期和二级京都
议定书抵消,
17,543, 12%

作，并将取代目前托管在各
成员国的所有欧盟ETS登记系
统。这一欧盟登记系统将服
务于25000多个终端用户
（如：操作者、交易者），
系统内发生的所有交易需报
批欧盟日志（EUTL），其前
身为共同体独立交易日志

基于项目的交易,
3,370, 2%

（CITL）。

Source: Carbon Finance at the World Bank, 2010.

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欧盟不支持现有
的CDM/JI项目，而支持设计出新的、最好是在
UNFCCC框架内的行业授信机制。这些机制能有助于
通过雄心勃勃的授信门槛，激励发展中国家增加减排
力度，带来实质性的、可核实的额外减排。从2013年
起，欧盟ETS所覆盖的装置运营者可使用行业减排信
用来替代基于项目的JI/CDM信用，以符合补充条款所
规定的整体排放限制。
进一步规定
欧盟ETS指令要求由欧盟委员会通过ETS温室气体排放
监测与报告准则。它还要求成员国确保其装置运营者
和航空器（飞机）运营者承担法律义务，根据这些准
则监测并报告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
除了监测和报告系统，由欧盟ETS注册和共同体
独立交易日志（CITL）组成的登记系统也是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的核心。登记系统于2005年1月投入使用，
确保对欧盟ETS发放的所有排放许可进行准确核算，
就像银行系统追踪金钱的所有权那样追踪排放许可的
所有权。这些排放许可被记录在由各成员国管理的电
子注册系统的账户里。
未来将会有一些改革。2009年修订后的ETS指令
规定，ETS操作应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欧盟登记系统中
4

参见: http://ec.europa.eu/clima/policies/ets/linking_en.htm。

5、作为创建全球碳市场途径的排放交易体系（ETS）
除了对CDM/JI项目的考虑外，欧盟委员会还认为，欧
盟排放交易体系是构建全球排放交易体系网络的重要
模块。将其它国家或区域总量控制及排放交易体系同
欧盟-ETS互连，能创造出一个更大的市场，也许能降
低温室气体减排总成本。根据欧盟的愿景，国际碳市
场的建立将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相互兼容的国家
级总量控制及排放交易体系连通而成。目前，欧盟
ETS在全球碳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见图4）。
一个涵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碳市
场预计将于2015年建成。2020年，该碳市场将扩展
至较为先进的发展中国家。新的行业授信机制将成为
这些发展中国家加入总量控制及排放交易体系的垫脚
石。欧盟委员会也是国际碳行动伙伴关系(ICAP)的发
起成员。该伙伴关系由积极发展碳市场、强制实行总
量控制及排放交易的国家和地区组成。它是交流经验
和知识的论坛4。
6、结束语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证明，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是可能
的。它也表明，多国排放交易制度可以存在，而且效
果可以很好。交易第一期（2005-2007）好比培训阶
段，第二期（2008-2012）已经出现长足进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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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3年开始的第三期将充分显示排放交易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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