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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明确提出2017年

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作为中部地区唯一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湖北碳市场各项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已成为全国

第一、全球第二大碳市场。因此，把武汉建设成为全国碳市场中心具有显著的示范意义、战略意义、改革意义与区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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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

全球共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国际场合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和“巴黎气候大

会”）明确提出2017年启动全国统一碳市场；在杭州

G20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联合国交存《巴黎协

定》批准文书，并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G20峰会

议题。目前，全国“7+2”个碳交易试点（新增福建、

四川）为建成全国碳交易中心竞争激烈。作为中部

地区唯一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湖北碳市场各项主

要指标均位居全国首位，截至2016年11月30日，二

级市场配额成交总量 2.89亿吨，成交总额 68.57亿

元，分别占全国的80%和83%，已成为全国第一、全

球第二大碳市场 [1]。因此，立足湖北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情况，结合湖北在碳排放交易试点方面取得

的成效，加快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对于促进湖北

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双升级”，“建成支点、走在前

列”，建设“绿满荆楚美如画，水光山色与人亲”的美

丽家园具有重要意义[2]。

一、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意义

地处长江之“腰”的湖北在国家“长江经济带建

设”“长江生态大保护”“长江中游城市群”“中部崛

起”等重大战略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加之湖北的

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经济发展阶段在全国具有较

强的代表性，因此全面深刻领会国家意图，把武汉

建设成为全国碳市场中心，对于把长江中游打造成

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带，挑起长江经济带“脊梁”[3]具

有多重意义。

（一）示范意义

“十二五”期间，湖北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经济

效益平稳增长，经济总量跨越提升，地区生产总值

逼近3万亿元大关，由“十一五”末的全国第11位上

升到第8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工业总量从全国第

11位提升到第 7位，工业占比为 43%，略高于全国

41%的水平；钢铁、电力、石化、建材、有色、汽车等行

业不断发展壮大，依然是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同

时新兴产业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基础和后发优势

得到进一步凸显，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多

个领域取得创新性突破，经济占比不断提升[4]。

与此同时，湖北通过实施一系列的环境治理政

策和节能减排措施，稳步推进低碳城市试点和碳交

易试点的建设，工业绿色发展成效显著。“十二五”

以来，湖北绿色低碳步伐加快，能源消费增速由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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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高位转为逐年下降，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能耗由

2010年的2.09吨标准煤/万元降为2015年的1.37标
准煤/万元，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

22.78%，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9836万吨，单位地区生

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累计下降20.1%，超额完成“十

二五”规划目标，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占比明显下降，

能源结构逐步优化，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

重达到18%，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多项指标跻身全国

第一方阵。

然而，湖北在经济发展、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还面临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湖北正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推进期，重化工业特征依

然明显，传统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短期内难

以改变，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仍然较

快，而国家能源环境政策约束日益严格。因此，对

于正处在发展关键时期的湖北而言，能源总量控制

和节能降碳的任务艰巨紧迫。

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湖北的经济发展已

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城镇化率以及省内区域发展差异方面与

全国平均水平最为接近。湖北在经济发展、节能减

排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面临的问题在其他中部

省份乃至全国也颇具典型性和普遍性。

湖北碳市场自2014年4月开市以来，在覆盖行

业、纳入门槛、配额分配和抵消机制方面紧密贴合

湖北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企业减排潜力，进行

了多项大胆改革和尝试，其成交量、流动性等指标

在全国领先[5]，对节能减排的贡献效果显著，为全国

利用碳市场促进节能减排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适宜

在全国范围特别是中部地区推广。因此，通过市场

化工具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生态环境，必将能

为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示范。“湖北成，则中国成。”

（二）战略意义

作为“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两大国家战

略落地的重要节点，湖北承担着促使中部地区快速

崛起的重大使命。武汉又是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龙

头、中部地区的国家中心城市。在武汉建设碳市场

中心，有利于落实地方环境责任机制，协调推进中

部省份的环境政策，以市场化手段积极推进湖北和

中部地区的供给侧改革，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工业

转型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发挥产业聚集效应和技术

扩散效应，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推进流域生态文明

建设，共同促进长江中游经济绿色低碳协调发展。

国家发改委《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十三五”规

划》中明确指出，支持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6]。武

汉作为我国中部和长江中游地区唯一人口超千万

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的城市，区位优势突出，

科教人才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具备建设国家

中心城市的基础条件。同时武汉以绿色低碳发展

转型引领全国：武汉城市圈2007年12月获批“两型

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9年3月18日，

在武汉正式启动了排污权交易试点工作，同月27日
成立了湖北环境资源交易所，现已成功组织多次交

易活动；2014年4月2日，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启动仪

式在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举行，湖北碳排放权交

易上线启动，截至目前，碳市场成交量全国第一。

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其绿色低碳发展实

践和经验是突出的优势，碳交易市场建设是亮点，

武汉已初具全国碳交易中心、碳金融中心、碳定价

中心雏形，具备了建成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条件。将

武汉打造为全国碳市场中心，对落实国家空间发展

战略具有积极意义，特别是有利于促进“长江经济

带”发展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带，也有

利于将武汉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

（三）改革意义

2013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北时明确

要求，湖北要“着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

效”。2016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湖北调研时，要求

湖北“挺起长江经济带的脊梁”。湖北作为中部地

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必须通过生态发展、低碳

发展、“两型”发展、绿色发展走在全国前列。在武

汉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将会对中西部地区和长江

经济带的绿色低碳发展产生很强的辐射效应和上

下游带动作用。

湖北也是国家实行长江生态大保护的核心区，

如何通过市场化机制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深度推进

生态文明战略，落实长江大保护，是武汉碳市场中

心探索的重要内容。另外，中部省份是连片特困地

区的主要分布点，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贫困问题和

生态问题相互交织。以全国碳市场中心为平台，建

立温室气体自愿减排和强制减排互为补充的抵消

机制，以生态扶贫带动精准扶贫，将有利于实现中

部地区减贫脱贫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赢”。

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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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明确提出，推行用能权和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深

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逐步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研究制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总量设定与配额

分配方案；完善碳交易注册登记系统，建立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监管体系。显然，推行碳排放权交易制

度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将武汉打

造成为全国碳市场中心将是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

革的重要成果，具有重要的改革意义。

（四）区位意义

贴近市场才能更好地服务市场。武汉已经逐

渐发展成为全国综合的交通枢纽，包括全国铁路路

网中心、全国高速公路网重要枢纽、长江中游航运

中心、全国重要航空枢纽及中部门户、全国重要物

流基地。作为中部地区唯一建有碳市场的城市，武

汉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连接东西、贯通南北，既能

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又能传递能量带动西部发

展，辐射面广、辐射能力强，具备建成全国碳市场中

心的独特区位优势。

长江经济带发展要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7]。因此，在湖

北碳交易市场成功试点的基础上，结合全国建设长

江经济带的大战略背景，将武汉打造为全国碳市场

中心，将会对中西部地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绿色低碳

发展产生很强的辐射效应和上下游带动作用，也有

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成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先

行示范带。

二、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有利条件

湖北碳市场在交易规模、碳定价、碳金融等多

个方面进行了有效的尝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

时，湖北培养了大批的低碳专业人才，为建设全国

碳市场中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武汉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碳交易中心

湖北碳市场启动后迅速体现出后发优势，成为

目前国内外碳排放配额交易最活跃的地区。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湖北碳市场配额共成交 2.93亿

吨，成交总额 69.43亿元。除一级市场（配额拍卖）

之外，湖北二级市场累计成交 2.91亿吨，占全国的

78.21%；成交额 69.03亿元，占全国的 82.32%。其

中，现货市场线上公开交易累计成交3121.08万吨，

占全国的 49.36%；成交额 7.01 亿元，占全国的

42.29%。湖北二级市场总成交量、总成交额、日均

成交量等居全球第二、中国第一。因此，就交易量和

交易金额而言，武汉已成为全国最大的碳交易中心。

（二）武汉已初步形成全国碳市场定价中心

湖北在碳交易试点期间，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

作用，允许多元化的市场主体参与到碳交易中来，

以较充足的市场体量作为基础、偏紧的配额发放弹

性为支撑，保持市场的透明度和加强监管，提高市

场的流动性。目前，湖北碳市场在交易总量、总额

等主要市场指标上均位居全国第一，市场流动性

大，有助于发现碳价格，而且湖北通过广泛吸收投

资人入市、积极吸收社会资金等方式逐渐形成了较

稳定的碳价格，其他试点的碳价格也逐渐向湖北价

格靠拢，武汉已显示出全国碳价定价中心的雏形。

（三）武汉已初具全国碳金融中心的雏形

全国著名碳金融、碳交易中介机构纷纷在武汉

设点，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建

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武汉已经建成较为全面的碳金

融服务网络，基本可以覆盖到全国市县一级企业；

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碳金融业务授信已达千亿级规

模；碳金融产品创新数量与资金规模始终保持全国

第一；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碳资产托管等业务能够

提供质押回购、碳债券等各类碳金融产品，助力绿

色、低碳产业发展壮大。

此外，武汉金融港是众多金融类企业的后台中

心，具备先进的硬件条件和完善的管理制度，可建

设呼叫中心、清算中心、票据中心、数据中心、灾备

中心、事后管理中心等功能，具备提供专业化、个性

化、定制化服务能力，具备建设碳后台中心所需的

一切条件 [8]。同时，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先期已

经建成全国一流的云平台、大数据中心、风险控制

中心、安全防护中心。因此，武汉具备建设碳后台

中心的优势。

（四）武汉具备建成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智力资源

国家碳交易试点为武汉锻炼了一支经验丰富

的碳金融市场运营管理团队，培育了一批国内知名

的碳市场制度设计与理论研究专家和团队。全国

碳交易能力建设（湖北）中心的成立，对全国碳市场

的各类参与主体，包括政府、控排企业、第三方核查

机构、金融机构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综合培训，可为

把武汉建成全国碳市场中心发挥智力资源和示范

效应。另外，武汉拥有众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

碳排放权交易可以充分发挥湖北的科教资源优势，

温兴生，孙永平：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思考与建议温兴生，孙永平：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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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校加强低碳技术的研发，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

低碳技术创新体系。

三、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需要的政策支持

尽管湖北碳市场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

是其未来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是政策的

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投资人参与市场的积

极性，导致碳市场的流行性不高。因此，要把武汉

建设成为集碳交易中心、碳定价中心、碳金融中心、

碳服务中心四位一体的碳市场中心，仍然需要国家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一）从国家层面明确武汉碳市场的中心地位

目前，全国“7+2”个碳交易试点（新增福建、四

川）为建成全国碳交易中心竞争激烈。但是，截至

2016年12月底，重庆碳市场总成交量仅为74万吨，

占全国碳市场的比重不足 1%；天津为 237万吨，比

重仅为1%。各省建设独立的碳交易市场不仅造成

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也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交易

量，导致严重规模不经济，提高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的运行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抵消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取得的环境和经济效应。因此，国家应在总体层面

上明确武汉的碳市场中心地位，避免重复建设带来

的不必要浪费。

（二）支持“中碳登”落户武汉

目前，国家正在筹建碳排放权登记结算专业运

营机构——中国碳排放权登记管理有限公司（简称

“中碳登”）。基于武汉中心的战略、改革、样本和区

位意义以及建设碳后台具备的优秀软硬件基础，从

国家层面统筹考虑，支持“中碳登”落户湖北，对武

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三）支持碳金融创新

当前，湖北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仍面临着以

下问题：其一，产品类型较为单一，市场套期保值和

风险规避功能未充分发挥；其二，政策存在局限性，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投资人参与市场的积极性；其

三，碳金融创新支持力度较弱。因此，应该给予湖

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一定的先行先试的权利，积极

探索利用多种金融组合工具，控制温室气体排放，

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生态文明战略的深度推

进提供要素和资本市场支撑。

（四）支持探索碳市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在实现温室气体总量控制目标的同时，应充分

发挥碳市场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实现节能降

碳、环境改善和经济发展的协调共赢。要在确保经

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碳市场及其价格信号，

助力传统产业低碳化转型升级，促进绿色低碳新兴

产业快速发展，深度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

此，在碳交易制度设计中，要出台一些直接激发和

鼓励广大节能、低碳创新企业发展的政策，直接调

动从事节能、低碳技术创新、研究等企业的积极性，

推广提高能效的颠覆性低碳创新技术。

（五）允许进行国际化合作探索

《巴黎协定》的快速生效再次表明气候变化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具共识的议题之一。目前，全球已

有 189个国家或地区通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
DCs），承诺减少本国的温室气体排放，其中碳定价

机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全球已约有40个国家

或者地区和超过 20个城市启动了碳定价机制。因

此，进行碳市场国际合作将是未来的必然趋势。国

家应允许武汉碳市场中心积极探索国际合作，先期

可以与日本、韩国等开展碳合作，后期实现与东盟

碳市场的有效链接，最终实现与欧盟碳市场的链

接，打造“绿色一带一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作

出贡献。

（特别说明：本文前期成果入选湖北社会科学

界联合会主办的《领导参阅》第 3期，并呈送省级以

上领导阅批，最终获得湖北政协副主席许克振的重

要批示。本文在湖北政协第十一届委员会第五次

会议的大会发言《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推动湖北

绿色低碳发展》基础上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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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and Recommendations on Building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Center in Wuhan

WEN Xing-sheng1，SUN Yong-ping1，2

（1.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Wuhan 430205, China; 2.Center of Hube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or Missions Trading
System, Wuhan 430205,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come a global consensus to actively tackle climate change and promote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In
many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occasion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demonstrated that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will be launched in
2017. As the only pilot of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in the central region of China, the main index of the carbon market in Hubei were
ranked first in the country. It has become the first carbon market in China and the second in world. Therefore, building Wuhan into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center has significant modeling meaning, strategic meaning, reforming meaning and also locational meaning.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carbon marke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Yangtze Economic Belt

温兴生，孙永平：武汉建设全国碳市场中心的思考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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