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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法律限度
王国飞 1袁2
渊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法学院袁湖北 武汉 430073曰2. 碳排放权交易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袁湖北 武汉 430205冤

摘 要院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需要有明确的法律限度遥企业碳排放信息具有环保性尧碳交易相关性尧碳管理相关性
三个显著特征袁其范围划分应遵循不违反强行法规定尧服务于环境保护尧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尧服务于碳管理四个原
则袁对其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程度可以从客观性尧可靠性尧全面性尧易获取性四个方
面进行考察和判断曰公开的方式分为强制公开尧自愿公开和协商公开曰公开的载体要进行分层袁且应多样化曰公开的例
外至少包括九种情形遥
关键词院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曰范围与分类曰程度与方式曰公开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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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事例背后的法律问题

二袁避免环境纠纷袁目前国内的碳交易试点中纳入

近几年来袁中国企业的碳排放信息公开情况并

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大多为石化尧钢铁尧水泥等高

不理想遥 据叶碳信息披露项目渊CDP冤中国报告 2011曳
显示袁 在被问卷调查的中国 100 家上市企业中袁仅
有 46%的企业作出回应袁 其中 11 家企业填写了问

卷袁35 家提供了相关信息袁39 家没有回复袁15 家拒
绝参与遥 而同期被问卷调查的全球 500 强的企业

中袁396 家企业填写了问卷袁回复率达 80%袁其中 13
家上榜的中国企业仅有 2 家回复遥

[1]

另据叶2014 年

CDP 中国 100 强气候变化报告曳显示袁在被问卷调

耗能尧高污染的企业袁若企业如实公开其碳排放信
息渊尤其是超标排污信息冤则会引发本来可避免的
环境侵权诉讼或者普通的民事纠纷曰其三袁逃避环
境行政处罚袁对于一些违法企业来说袁如实公开其
碳排放信息可能会招致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尧发改委
等相关部门依法对其采取行政处罚袁无法定理由拒
不履行处罚义务时则会被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遥
企业产生上述顾虑袁拒绝公开碳排放信息其实

查的中国 100 强企业中有 45 家回复遥 这一数据与

有更加深层次的法律原因要要
要企业碳排放信息公

实践中袁企业拒绝公开其碳排放信息主要基于

概念尧范围尧分类如何划定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

以下考虑院其一袁防止商业秘密泄露袁即大多企业担

法律要求方面袁其公开程度尧公开方式尧例外情形如

心公开碳排放信息可能会导致重要的生产信息尧管

何论证和选择钥 现行立法袁特别是国家层面的立法

理信息尧知识产权信息尧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

对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袁实践中很难作为裁判的法

等影响企业发展的信息被其他企业渊主要是同行业

律依据遥 前述问题可以归结为法学上的一个一般性

的企业冤获取或者被不正当使用袁从而对自身发展

命题袁即野我国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需要有明确

构成竞争威胁袁 甚至造成重大的经济利益损失曰其

的法律限度冶遥

2011 年比较无太大变化遥

[2]

开制度的缺失遥 具体说来袁何谓企业碳排放信息袁其

淤

只有明确了这一野限度冶袁才能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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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实践持续尧安全尧有序尧高效发

业碳排放信息是有关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尧减排

展遥 本文将尝试对这一命题作出回答遥

计划和方案及其执行情况等管理信息袁与气候变化

二尧企业碳排放信息之界说院概念尧范围与分类
渊一冤企业碳排放信息的概念
日常用语中的概念不但模糊袁甚至时常会有好
几种意义袁因此要清楚尧明了并且尽可能精确地确
定概念的意蕴袁就要对概念下定义遥

[3]渊P29冤

文中将采用

局部定义的方法 渊即从一般概念到特别概念的方

相关的风险与机遇信息袁以及碳交易情况等相关信

息遥 [5]其具有环保性尧碳管理相关性尧碳交易相关性 3
个显著特征遥 所谓环保性袁即信息是与应对气候变

化相关的风险与机遇信息曰碳管理相关性袁即信息
是与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尧减排计划和方案及其
执行情况等管理相关的信息曰碳交易相关性袁即信

法冤来界定企业碳排放信息这一概念遥 这是因为局

息是与碳排放权交易活动有关的信息遥

部定义并不是以掌握某概念的所有边界案例为目

渊二冤企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

标袁 所以它能够比一个概念的整体定义更为精确尧

划定企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首先应遵循一定

清楚并且简单许多遥

[3]渊P41-42冤

相较信息尧企业信息尧企

的原则袁这些原则不应与现行的相关的法律尧法规尧

业环境信息概念来说袁企业碳排放信息是一个局部

规章相悖袁且能够反映和解决碳排放权交易实践中

概念遥 实际上袁前者依次为后者的上位概念遥 因此袁

存在的企业拒绝提供碳排放信息或者虚假提供碳

下位概念可以通过对上位概念的逐步限缩而得出遥

排放信息等获取完整性尧一致性尧真实性尧可靠性信

信息是人们通过一定的载体对事物特征尧现

息难的问题遥 要解决这一问题袁划分碳排放信息范

象尧本质和规律的描述袁其具有客观广泛性尧容易获

围时就要慎重袁并遵循一定的原则遥

特征遥 企业信息是企业从事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形

指中国现行的立法中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 渊公开冤

取性 [4]尧可存储性尧可传播性尧可利用性等 5 个显著
成的信息, 以及政府部门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产生的

1. 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原则遥 这里的强行法是

的一些强制性规定遥 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原则袁即

能够反映企业状况的信息袁主要包括企业登记和备

指不违背中国现行立法中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渊公

案尧动产抵押登记尧股权和知识产权出质登记尧受到

开冤的强制性规定的原则遥 目前袁我国还没有出台关

行政处罚尧行政许可取得以及变动尧股东或者发起人

于企业碳排放信息渊公开冤的专门法律袁相关规定散

出资尧企业经营状态尧对外投资尧网络经营等信息遥企

见于一些法律尧法规尧规章遥 例如袁叶大气污染防治

业环境信息是企业信息的下位概念袁也是其重要组成

法曳渊2000冤首次将二氧化硫尧二氧化碳等部分温室

部分袁既具有信息的一般特征也有环境相关性这一

气体纳入调整范围曰叶清洁生产促进法曳渊2002冤明确

特有特征遥 它是企业以一定形式记录并保存的袁与

规定了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的范围曰叶关于企业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和企业环境行为有

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曳渊2003冤全面要求企业对环境

关的信息袁分为自愿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与强制公

信息进行公开曰叶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曳渊2004冤规

开的企业环境信息遥 前者包括企业环境保护方针尧

定了一些重点企业的强制公开环境信息的义务曰此

环境保护目标尧资源消耗总量尧环保投资和环境技

外袁叶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曳渊2005冤尧叶环

术开发尧废物处置和利用尧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信

境信息公开办法渊试行冤曳渊2007冤尧叶关于进一步严格

息曰后者主要有企业注册登记尧主要污染物排放尧环

上市环保核查管理制度加强上市公司环保核查后

保设施建设和运行尧环境污染事故应急预案等情况

督查工作的通知曳渊2010冤尧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信息遥 上述信息均是我国现行立法明确列举的必须
公开的企业环境信息袁公开这些信息既可以限制相
关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袁 保证信息公开的统一
性尧公平性袁又可以增强实践中的可操作性袁有助于
提高行政效率袁促进阳光企业尧阳光政府的建设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是企业环境信息的重要组成

管理暂行办法曳渊2012冤尧叶企业信息公示条例 渊征求
意见稿冤曳渊2014冤 等对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均有
所涉及遥

2. 服务于环境保护的原则遥 人类的活动导致了

全球气候变暖袁 全球气候变暖催生了相关国际条
约袁国际公约推进了碳排放权交易的诞生遥

[6]

所以

部分袁两者是下位概念和上位概念尧局部概念和整

说袁碳排放权交易主要是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

体概念尧特殊概念和一般概念的关系遥 具体而言袁企

题袁其次才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问题遥 因此袁企业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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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信息的范围要具备环境保护相关性袁不具环境相

影响与可能影响袁以及环境对人类的影响与可能影

关性的信息不能划入企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遥

响纳入信息范围遥

3. 服务于碳排放权交易的原则遥 碳排放权交易

是一种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市场机制袁这一机制在
运行前尧运行中尧运行后均产生了相关的信息袁其中

[8]

基于四个基本划分原则和国际

环境信息范围划分趋势袁我国的企业碳排放信息的
范围可以作如下划分渊见表 1冤遥

渊三冤企业碳排放信息的分类

的一些信息对于确保交易的启动尧持续尧安全至关

对企业碳排放信息进行分类有助于管理和利

重要袁因此这些相关的信息也必须纳入企业碳排放

用信息遥 上述企业碳排放信息依据时间性尧实现方

信息的范围遥
4. 服务于碳管理的原则遥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涉

式尧信源尧价值尧传播范围等不同标准可以分成不同

项目减排量管理尧减排量交易尧审定与核证管理等

可以分为历史碳排放信息尧现时碳排放信息和预测

内容遥 要保障碳排放权交易管理的有序尧高效进行袁

碳排放信息渊亦可称为未来碳排放信息冤遥 企业历史

企业就必须提供相应的信息袁这些信息也应纳入企

碳排放信息是指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企业所排放的

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遥

温室气体情况曰现时碳排放信息是指在核查时企业

及交易原则尧主管部门尧交易主体尧减排项目管理尧

的类型遥

1. 时间性标准遥 依据该标准袁企业碳排放信息

上述四个原则中袁不违反强行法规定的原则具

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情况曰企业预测碳排放信息是指

有优先性袁这是划定企业碳排放信息时必须遵循的

根据企业历史和现时的排放情况等而计算出来的

第一原则袁因为违反这一原则所划定的信息范围不

未来一段时期内企业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情况遥 企业

具合法性袁实践中不可能得到认可袁否则构成违法曰

历史碳排放信息和现时碳排放信息是企业预测碳

其他三个原则相互间不具有排斥性和次优性袁因为三

排放信息的形成基础与前提袁企业预测碳排放信息

者侧重点不同袁在遵循第一原则的前提下袁划分企

是企业历史碳排放信息和现时碳排放信息的综合

业相关信息范围时遵循这三个原则中的其一即可遥

反映遥

表1
序号
1
2
3
4

企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

企业碳排放信息的范围
企业名称尧地址尧法定代表人
环境保护方针尧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及成效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碳投资和碳技术开发情况

息可以分为强制碳排放信息尧 自愿碳排放信息尧协

原则 4

商碳排放信息遥 企业强制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碳排

原则 2尧4

愿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中那些可以自

原则 2

放信息中那些属于法定必须要公开的信息曰企业自

原则 2尧4

主选择公开与不公开的信息曰企业协商碳排放信息

碳排放物名称尧种类尧数量尧浓度尧总量尧超标尧 原则 2尧3尧4

6

碳排放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超总量尧交易情况

7

废物的处理尧处置情况,废弃产品的回收尧综合

8

与相关主体签订的环保协议尧碳交易协议

10

利用情况

履行碳减排尧碳交易等社会责任的情况
碳排放污染事故应急预案尧 碳排放行政处罚尧
碳排放行政许可情况

2. 实现方式标准遥 依据此标准袁企业碳排放信

遵循原则

5

9

原则 2尧4

是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中的一部分因涉及到第三方
的合法权益袁只有经第三方同意后才能公开的信息遥

3. 信源标准遥 依据此标准袁企业碳排放信息可

原则 2尧4

以分为内源性碳排放信息和外源性碳排放信息遥 企

原则 2尧3尧4

服务等过程中所记录和保存的与碳排放相关的信

原则 2尧4
原则 2尧4

1-10 所列范围均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袁即遵循原则 1

业内源性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在生产尧经营尧管理尧
息曰企业外源性碳排放信息是指那些由政府及其主
管部门尧其他企业尧公众获取或者保存的有关企业
碳排放情况的信息遥

4. 价值标准遥 依据此标准袁企业碳排放信息可

欧共体 叶1990 年环境信息公开指令曳尧 英国

以分为有用碳排放信息尧无害碳排放信息尧有害碳

息法曳等将环境要素尧危害环境的行为尧环境保护措

息中那些客观的尧真实的尧可靠的并有助于环境保

叶1992 年环境信息条例曳和德国 1994 年的叶环境信
[7]

排放信息遥 企业有用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碳排放信

在此基础上袁1998 年的叶奥

护尧碳管理尧碳排放权交易的信息曰企业无用碳排放

胡斯公约曳将环境要素状况尧人类渊活动冤对环境的

信息是指那些与环境保护尧碳排放权交易及其管理

施纳入信息调整范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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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但却真实尧客观存在的信息曰企业有害碳排放

1. 客观性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野客观性冶是

信息是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中那些主观捏造的尧虚假

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产生于企业的实践活动袁公开时

的尧不可靠袁且有害于环境保护尧碳排放权交易及其

不以公开者和接收者的思想为转移遥

管理的信息遥

信息公开要达到客观性的要求袁 必须满足真实性尧

5. 传播范围标准遥 依据此标准袁企业碳排放信

[11]

企业碳排放

正当性尧合法性三个要素遥 真实性是指如实反映事

息可以分为公开碳排放信息和保密碳排放信息遥 前

物的本来情况袁这一要素要求企业如实提供排放数

者是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中可以依法公开且能为公

据袁报告内容经得起审查曰正当性是指一部法律或

众所知悉的信息遥 后者则是指企业碳排放信息中已

一项法律制度须被人民或公众认为是合理的尧合乎

经采取保密措施且仅在一定范围内为特定主体所

道义的袁 从而使人民或公众自愿服从或认可的品

知悉的信息遥

性袁这一要素体现了人们对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实

三尧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之要求院程度尧方式与
例外

践中的正义追求曰合法性是指与国家法律的规定相
一致或为现行法律所确认或保护袁是从实证法规范

环境保护的社会性尧公益性和全民参与性决定

上讲的袁是一个法律解释问题袁主要关注形式上的

了企业碳排放信息原则上必须是公开的袁因为只有

合法袁其判断取决于人们对法律与事实的认定袁[12]这

公开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才能保障公众的知情权袁从

一要素体现了人们对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规范

而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基本的前提遥 相较传统

性要求遥 [13]也就是说袁只有符合真实性尧正当性尧合法

的实物交易袁碳排放权交易这种新型数字形式的交

性要求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才是客观的遥

易袁其安全系数更低袁风险更高袁所以公开企业碳排

2. 可靠性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野可靠性冶是

放信息也是维护碳排放权交易安全袁 降低交易风

指基于企业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碳排放信息袁其公

险袁保障交易主体合法权益之所需遥 在理论上袁信息

开没有经过人为伪造或者篡改袁是确定的尧具有使

公开制度必须在公开的价值与包括国家安全尧个人

用和共享价值的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要达到可靠

自由等其他价值之间寻求平衡袁片面地追求某一方

性的要求袁必须满足确定性尧价值性两个要素遥 所谓

[9]

面的价值是行不通的遥 例如袁信息公开就必须和个

确定性是指信息被无差错地描述渊仅仅允许科学的

人隐私尧商业秘密尧国家秘密保护等进行多元价值

误差存在冤袁 且能通过一定载体进行记录与保存袁这

之间的平衡博弈袁妥善解决可能的冲突遥

[10]

因此袁在

一要素禁止和反对人为伪造尧篡改企业碳排放数字尧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制度中袁同样应考虑到多元利

图表等信息曰 所谓价值性是指能够被人们所加工尧

益间的平衡与协调袁科学确定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

使用袁这一要素要求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必须对人

的程度尧方式与例外情形遥

们是有用的尧有益的遥 换句话说袁只有具备确定性和

渊一冤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程度

价值性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才是可利用的尧有益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程度是指企业碳排放

的袁也才是可靠的遥

信息在多长时间尧多大范围内为特定人员或者公众

3. 全面性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野全面性冶是

所知悉的状况遥 这一状况可以依据企业碳排放信息

指基于企业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企业碳排放信息

公开的客观性尧可靠性尧全面性尧易获取性等四个方

在通常情况下均应进行完整性的公开遥 企业碳排放

面进行考察和判断遥 只有同时具备这四个特性的企

信息公开要达到全面性的要求袁必须首先对野全面

业碳排放信息才是透明的袁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
开遥 缺乏客观性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实质上等于

性冶进行正确的解读遥 野全面性冶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袁

而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遥 也就是说袁凡是属于法定要

未公开袁是徒劳的公开曰缺乏可靠性的企业碳排放

公开的企业碳排放信息袁 当全部公开时才是全面

信息公开毫无意义袁是有害信息的公开曰缺乏全面

的曰若涉及国家安全尧国防安全尧经济安全尧个人隐

性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是有瑕疵的公开袁是可补

私尧商业秘密等法定禁止公开的情形的袁即使除去

救的公开曰缺乏易获取性的碳排放信息公开不是真

这部分内容袁其公开仍是全面的遥 申言之袁只有符合

正的公开袁是公开的野障眼法冶遥

相关法律尧法规尧规章关于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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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袁才是全面的遥

4. 易获取性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野易获取

院申请强制公开曰渊2冤对于法定公开事项或者非法
定公开事项袁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袁均可强制公开遥

性冶是指基于企业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企业碳排放

若不公开也是为了保护公共利益袁这时就需要衡量

信息袁 其公开途径通常情况下能够被公众所获知遥

不公开保护的公共利益和公开实现的公共利益的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要达到易获取性的要求袁必须

大小袁若前者代表的公共利益大袁则不公开袁否则要

满足范围的适当性尧载体的多元性两个要素遥 所谓

强制公开遥

范围的适当性是指信息的公开范围应与公开者的

条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强制公开之规定和新修订的

职权尧请求者的请求相一致袁这一要素要求企业必
须根据自身或者主管部门的权利或者权力以及公
众的要求在一定行政区域范围内履行公开的义务曰
所谓载体的多元性是指信息的公开要充分利用广

根据叶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渊试行冤曳第 20

[15]

叶环境保护法曳第 55 条关于重点排污单位的信息公
开义务的规定袁参与碳排放权交易企业的下列情形

渊见表 2冤应纳入强制公开的范围袁且企业不能以保
守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绝公开遥 这是由于碳排放信息

播尧电视尧报纸等传统和现代媒介手段进行传播袁这

是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制度中最为重要的信息袁如

一要素要求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要尽可能地利用

果其因商业秘密等事项而成为免于公开的对象袁就

多元化的科技手段袁 以充分保障公众知情权及相关

会严重危害到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立法目的与

权利的行使遥 因此袁只有多元化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公

制度逾期遥 [16]因此袁野排放信息不属于信息公开例外冶

开载体和途径袁才能保障公众的信息获取遥

已成为相关国际立法的通例遥 根据叶奥胡斯公约曳第

渊二冤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方式
对于已经纳入公开范围应予公开的企业碳排
放信息来说袁究竟如何公开是实践中面临的现实课
题遥 它虽不如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范围那样受到广
泛关注袁但对于公众和企业而言袁公开方式往往是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遇到的第一个问题遥 更重要的
是袁即使已经确定的公开袁公开方式也关系到企业
碳排放信息公开的效率和效能遥 接下来将重点探讨
企业碳排放信息强制公开尧自愿公开尧协商公开三

4 条第 4 款渊d冤项的规定袁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排放信

息不属于商业秘密豁免公开的范围遥 英国叶2004 年
环境信息条例曳第 12 条第 9 款也明确规定袁如果申
请 的 信 息 涉 及 到 野 排 放 信 息 冶 渊Information on
Emission冤袁受理机关不得拒绝申请遥
表2
序号
1

企业碳排放信息强制公开的范围
强制公开的事项

企业名称尧地址尧法定代表人

种方式及其公开载体遥

2

碳排放物名称尧种类尧数量尧浓度尧总量尧超标尧超总量尧交易

企业根据法律规定袁将自身的碳排放信息通过法定

3

碳排放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

1. 强制公开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强制公开袁是指

公开的形式或者由主管部门将企业碳排放信息按
照法定方式予以公开的行为遥

[14]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

4

情况

碳排放污染事故应急预案

2. 自愿公开遥 企业自愿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碳

开范围的宽窄袁很大程度上只表明企业碳排放信息

排放信息中那些企业可以自主选择公开与不公开

公开入口的大小袁并不能表明或者充分说明企业碳

的信息遥 这一公开形式倍受企业青睐袁因为这一形

排放信息公开运作的实际情况遥 即便法定的公开范

式并未对企业作出强制性的要求袁 其可以选择公

围很大袁如果没有强制公开作支撑袁这样的企业碳

开袁也可以选择不公开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自愿公开主

排放信息公开制度很难成功遥 相反袁虽然法定的公

要包括两类院渊1冤对于非属于法定公开且不涉及公共

开范围不宽袁但实际的强制公开运作通畅袁也不能

利益的企业碳排放信息袁可以自愿公开曰渊2冤即使属

说这样的制度安排是失败的遥 实际上袁强制公开在

于企业商业秘密的碳排放信息袁企业也可以依法选

很多情况下与制度适用范围等这些静态的制度安
排同等重要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强制公开包括两类院
渊1冤对于法定公开事项袁若企业在法定的期限内未
予以主动公开袁相关主管部门可以责令其在一定期
限内公开袁普通公众也可以向相关主管部门或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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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自愿公开遥 根据叶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渊试行冤曳第 19
条关于企业环境信息自愿公开之规定袁参与碳排放
权交易企业的下列情形渊见表 3冤应纳入自愿公开的
范围袁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强制企业公开遥 这是
因为自愿公开并非法律为企业设定的一项义务袁相

王国飞：
论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法律限度

反应理解为一项私权利遥 对私权利而言袁法无禁止
即自由遥 所以企业可以自由选择公开或者不公开遥

渊三冤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的例外

野例外冶是信息公开的界限袁有的国家称之为信

表 3 企业碳排放信息自愿公开的范围

息豁免公开遥 例外情形的确定是对公开范围的限

自愿公开的事项

制袁两者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遥 从现行的美国叶信

序号
1

环境保护方针尧年度环境保护目标及成效

3

碳投资和碳技术开发情况

5

与相关主体签订的环保协议尧碳交易协议

7

碳排放行政处罚尧碳排放行政许可情况

2

年度资源消耗总量

4

废物的处理尧处置情况,废弃产品的回收尧综合利用情况

6

履行碳减排尧碳交易等社会责任的情况

3. 协商公开遥 企业协商碳排放信息是指企业碳

息自由法曳渊1966冤尧日本叶信息公开法曳渊1999冤尧英国

叶信息自由法曳渊2000冤和叶环境信息条例曳渊2004冤尧德
国叶信息公开法曳渊2005冤尧印度叶信息权法曳渊2005冤等
典型国家的立法规定来看袁之所以对有关信息公开
作出例外的规定袁 是因为这些信息关涉国家安全尧
国防尧国际关系渊外交冤尧经济安全尧执法尧司法职能尧
政策制定尧个人信息尧商业秘密尧公共机关正进行的
调查尧信任袁也可能这些信息有其他公开方式或者

排放信息中的一部分因涉及到第三方的合法权益袁

拟在将来公开遥 中国的碳排放信息公开的例外情形

只有经第三方同意后才能公开的信息遥 这主要包括

界定袁应当在现有的法律尧法规尧规章的规定的前提

三类院渊1冤 属于法定公开范围的企业碳排放信息袁

下进行袁否则毫无实践意义遥

若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袁应首先征求第三方
的同意袁否则不能公开渊基于公共利益需要的情形
公开除外冤曰渊2冤属于自愿公开范围的企业碳排放信

我国现行的叶宪法曳并没有关于信息公开的专

门规定遥 新修订的叶环境保护法曳第 56 条第 2 款规
定院野负责审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部门

息袁若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袁企业选择自愿

在收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袁除涉及国家秘

公开前应征得第三方同意或者授权袁 否则不能公

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外袁应当全文公开冶遥 该款是新

开曰渊3冤不属于上述两类情形的袁即企业自由公开的

增条款袁可被视为我国环境保护法领域关于环境信

情形袁若该情形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保护袁其公

息公开例外情形规定的野帝王条款冶袁因为叶环境保

开前也应征得第三方的同意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协商

护法曳相较环境保护单行法律尧法规尧规章而言是上

公开通常以公开企业与第三方之间存在知识产权
协议尧保密协议等为前提遥

4. 公开的载体遥 渊1冤厘清公开载体的层次遥 目

前袁我国现行立法存在多种信息公开载体袁例如公
报尧网站尧新闻发布会尧报刊尧广播尧电视尧国家档案
馆尧公共图书馆尧公共查阅室尧资料索取点尧信息公

告栏尧电子信息屏等遥 但是袁这些载体是选择其一还
是同时使用等层次不清的问题在实践中是普遍存
在的遥 对此袁笔者认为应分别确定强制公开尧自愿公
开尧协商公开企业碳排放信息对应的合适载体遥 对
于重要的信息且需公众周知的企业碳排放信息可
以指定专门的刊物和网站统一刊载和发布曰对于即
时性强尧 急需公众了解的信息袁 可以通过电视尧广

位法袁是环境保护领域的野基础法冶尧野基本法冶遥 叶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曳 第 14 条第 4 款规定院野行政机关
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尧商业秘密尧个人隐私的政
府信息遥 冶叶环境信息公开办法渊试行冤曳第 12 条第 3

款指出院野环保部门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尧商业秘
密尧个人隐私的政府环境信息遥 冶叶保守国家秘密法曳

将野国家秘密冶界定为野关系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袁依
照法定程序确定袁在一定时间内只限一定范围的人
员知悉的事项遥 冶其内容涉及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尧
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尧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尧
科学技术尧 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尧

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等遥 叶反不正当竞争法曳将
商业秘密界定为野不为公众知悉袁能为权利人带来

播尧新闻发布会等载体曰对于其他一般性企业碳放

经济利益袁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

信息袁则可由企业自行确定袁选取灵活的公开载体遥

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袁冶主要包括技术秘密尧经营秘

渊2冤采用多元化的载体遥 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应尽
量满足不同主体的需要袁选取多元化的载体袁例如
网络载体和纸面载体尧官方刊物载体和普通公众易
接受的媒体载体遥

密和管理秘密三种遥 我国的企业碳排放信息例外情
形的确定袁要以上述立法为依据遥 综合上述信息公
开立法的例外情形来看袁我国企业碳排放信息公开

的例外规定至少应包括如下 9 种情形院其一袁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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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秘密尧 商业秘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曰其
二袁涉及个人隐私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曰其三袁涉及技
术秘密尧 经营秘密和管理秘密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曰
其四袁 涉及国家事务重大决策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曰
其五袁涉及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的企业碳排放
信息曰其六袁涉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企业碳排
放信息曰其七袁涉及科学技术的企业碳排放信息曰其
八袁涉及维护国家安全活动和追查刑事犯罪中的企
业碳排放信息曰其九袁涉及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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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egal Limitation of Enterprise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ANG Guo-fei

渊1.School of law,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Wuhan,Hubei 430073, China;2.Center of Hubei Cooperative
Innovation for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Wuhan Hubei 430205, China冤
Abstract: Enterprise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needs the specifically legal limitation. Carbon enterprise information has
thre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arbon trading correlation, and carbon management correla鄄
tion. Its range partitioning should follow the four principles, which are without violation of the jus cogens, the service of envi鄄
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service of carbon trading, the service of carbon trading management. It has kinds of classificat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ndards. The degree of enterprise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be inspected and judged from its
objectivity,reliability,comprehensiveness,and easy availability. The public ways were divided in mandatory public, voluntary pub鄄
lic,and negotiatory public. The carriers of the public should be layered and multiple.The exception of the public includes at
least nine kinds of situations.
Key words: enterprise carb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ange and classification曰degree and ways曰the exception of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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