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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球球碳碳市市场场 22002211 年年迎迎来来““开开门门红红””
中中国国启启动动全全国国性性碳碳市市场场，，欧欧盟盟碳碳价价再再创创新新高高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慧慧

德国电力进口量
猛增近四成

本报讯 德国官方日前公布数据
称，2020 年，德国电力出口量下降，进
口量却明显增长。 未来，随着更多燃
煤电厂和核电站的关闭，德国将更加
依赖进口电力。

根据德国能源监管机构联邦电
网局发布的报告，2020 年， 德国电力
出口总量比 2019 年下降了 11.6%，至
52.5 太瓦时；同时，德国进口电力总
量却从 2019 年的 24.2 太瓦时猛增至
33.6 太瓦时，涨幅达 38.8%。 其中，从
法国进口的核电增长尤为明显。

该局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在德国
陆续关停核电站的同时，法国仍在积
极发展核电。 根据此前的规划，德国
将在 2021 年底前关闭 3 座核反应
堆，到 2038 年关停所有燃煤电厂。

据路透社报道，2020 年， 德国政
府与部分燃煤电厂达成协议，从今年
1 月 1 日起， 总装机量 4.8 吉瓦的硬
煤发电厂将停止售电。 此外，根据一
项褐煤退出协议，德国电企 RWE 也
已经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彻底关停
了其装机 300 兆瓦的 Niederaussem
D 褐煤发电厂。

有业内人士表示，自从德国宣布
“弃核”、“弃煤”以来，德国一直希望
更多采用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
来推动实现能源转型，并与邻近国家
加强能源网络的互联互通。

德国联邦电网局的统计数据显示，
2020年， 可再生能源电力在德国电力
总量中的占比提升了 3.2个百分点，达
到 49.3%。 2020年 11月，德国启动了与
比利时电网的互联；12 月又开始修建
直接连通挪威电网的电缆。 （穆紫）

委内瑞拉石油
出口量暴跌

本报讯 据路透社近日报道，受
美国制裁影响，2020 年委内瑞拉石油
出口量大幅下降， 已经降至 77 年以
来的最低水平。

根据金融市场分析机构 Refinitiv
Eikon 和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以
下简称 “委内瑞拉国油”） 的内部文
件，2020 年， 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量
同比下降 37.5%，至 62.7 万桶/日。

路透社分析指出，受美国制裁和
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影响，委内
瑞拉虽一直致力于提振本土原油产
量、保证成品油进口，但收效甚微。 作
为委内瑞拉最主要的石油生产商，委
内瑞拉国油目前举步维艰，已经无力
支撑原油生产及石油出口。 （仲蕊）

亚洲煤电
引资能力锐减

本报讯 日前， 油价网撰文指出，随
着各国政府实施清洁能源政策， 加速推
进能源转型， 亚洲煤电领域对投资的吸
引力正迅速降低。

据《金融时报》报道，2020 年，越南、
印尼、 菲律宾和孟加拉国取消了总装机
量达 45 吉瓦的燃煤发电项目； 预计到
2021 年， 将只有 25 吉瓦的规划新增煤
电项目。

其中， 印度规划中的煤电项目装机
量已降至 30 吉瓦；孟加拉国酝酿出台停
止新增燃煤电厂的政策；菲律宾去年 10
月宣布，暂停批准新建煤电项目。

另据油价网报道，越南也已经取消
7 座燃煤发电厂的建设计划，并将另外
6 座燃煤发电厂的规划推迟到 2030 年；
巴基斯坦也宣布将不再新建“以煤炭为
基础的电力设施”。

油价网分析认为，近年来，随着气
候变化问题日益严峻、可再生能源成本
持续降低， 化石燃料已不再受资本欢
迎，许多金融机构都加速退出了对煤炭
和煤电的投资。 以马来西亚联昌国际银
行为例，该银行于 2020 年 12 月宣布将
逐步退出对煤炭相关领域的投资，除现
有协议外，未来将不再为煤矿或燃煤电
厂的建设和扩建项目提供资产或一般
企业融资。

除了主要投资机构的融资减少，诸
多能源企业也纷纷远离煤炭，向“更为清
洁的”业务转型。如大宗商品巨头嘉能可
就已经表示将 “有计划地减少煤炭业
务”，并宣布到 2035 年实现减排 40%，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

另据油价网统计，自 2015 年以来，
越南、 印尼、 菲律宾和孟加拉国共 520
亿美元的煤电投资里有近一半来自日
本、韩国和新加坡。 然而，随着环保压力
越来越大，上述三国的公共和私营机构
正慢慢减少对碳密集型电力和采矿项
目的投融资力度。 其中，在日本，至少有
16 家银行出台了限制煤炭融资的政策；
新加坡最大的三家银行已宣布将停止
支持新的煤电项目；韩国也提出要禁止
所有韩国公共融资机构和公司投资海
外燃煤发电项目。 （仲蕊）

关注

中中国国引引领领全全球球海海运运燃燃料料市市场场全全速速““低低硫硫化化””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林林

2021 年伊始， 全球碳市场可谓好消
息不断：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碳排放权
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开启了全国
性碳市场；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启动第四
交易阶段，欧盟碳价随即再创历史新高。
业界普遍认为，受这些利好因素的推动，
2021 年全球碳市场或将迎来新一轮发
展高潮。

中国碳市场全面开启

1 月 1 日，中国碳市场第一个履约周
期正式启动，首个履约周期到 2021 年 12
月 31 日截止，涉及 2225 家发电行业重点
排放单位。 1 月 5 日，国家生态环境部正
式发布《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进一步加强了对
温室气体排放的控制和管理，为新形势下
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
依据。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
裁邹骥指出， 全国碳市场的启动既是我
国碳市场建设的阶段性进展， 也是近一
段时间以来我国在减排领域的又一重要
举措。 “此前，我国已经在多地开展了碳
排放交易的试点， 为开启全国性的碳市
场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 邹骥向记者表
示，“对于碳市场管理方面的基础设施建
设始终在向前推进。 此次《管理办法》的
发布， 可以看作我国碳市场建设过程中
的一个里程碑。一方面，《管理办法》的出
台令碳排放交易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虽
然现在《管理办法》的法律效力层级还不
是此前所期待的更高或最高效力， 但这
是一个开端， 为未来进行相关立法打下
了良好的基础。 ”

据了解，2011 年以来， 我国已经在北
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 7 个
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 有统
计数据显示，截至 2020 年 11 月，试点碳市
场共覆盖电力、钢铁、水泥等 20 余个行业
近 3000 家重点排放单位，累计配额成交量
约为 4.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累计成交额
近 100 亿元人民币。

邹骥强调，我国全国性碳市场的启动
不仅利好国内减排的进一步推进，同时也

向国际社会释放了积极信号，为全球减排
提供了新的支持。

欧盟碳价再创历史新高

1 月 4 日， 随着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ETS）第四交易阶段的启动，欧盟碳价
一度突破 34 欧元/吨。 数据显示，2020
年 12 月 31 日， 欧洲 ICE 期货交易所的
碳交易收盘价为 32.72 欧元/吨，而 1 月
4 日， 该交易所的碳交易价格一度达到
34.25 欧元/吨 （约合 41.37 美元/吨）的
历史新高位。

行业分析机构标普全球普氏撰文指
出，欧盟碳价开年再攀高位，主要因为此
前欧盟碳市场暂停了部分交易配额的供
应，导致短期内没有新增碳排放配额进入
市场交易， 市场上的碳排放配额供不应
求，碳价因此“水涨船高”。

事实上， 自 2020 年下半年以来，尽
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欧盟碳价
却持续上涨， 并多次突破 30 欧元/吨的
关口。

伍德麦肯兹碳市场研究负责人 Amy
Bowe 认为，2020 年欧盟碳价上涨的原因
有很多。 “其中包括疫情暂时缓解带来的
经济回暖，欧盟将 2030 年的减排量从此前
的 40%提升至 55%。另外，由于今年开启的
第四交易阶段的排放配额不能用于清偿
第三阶段的减排义务，因此，大量交易商
希望赶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前购得碳排
放配额， 这使得市场需求短期内大幅攀
升，进而带动碳价上涨。 ”

根据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官网
的信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第四交易阶
段为 2021-2030 年，在此阶段内，免费的
碳排放配额将以每年 2.2%的速度削减，但
将继续为那些减排困难的工业部门提供
一定的免费配额，以确保其在国际市场的
竞争力；并将通过分配免费的排放配额来
鼓励技术创新；同时，还将巩固“市场稳定
储备”（该机制旨在帮助减少碳市场上的
排放配额过剩，以及提高欧盟排放交易体
系抵抗未来冲击的能力———编者注 ）；另
外，将通过若干低碳融资机制，帮助工业
和电力部门应对低碳转型的创新和投资

挑战。
Amy Bowe 告诉记者， 相比第三交易

阶段，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四交易阶段免
费碳排放配额的削减速度更快了。 “同时，
欧盟将在 2026 年后逐步取消一些免费配
额，并且，《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国际碳
排放额度也不能再用于履约欧盟排放交
易。 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碳价的进
一步提升。 ”

不过， 能源服务公司 Volue Insight 的
分析师 Espen Andreassen 表示， 鉴于 2013
年-2020 年的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第三交易
阶段主要实现了发电原料从煤炭到天然
气和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因此，欧盟未来
还有减排空间的只剩下各个工业领域。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氢能利用尚不
成熟， 而根据我们对欧盟 27 国和英国
2019 年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估算来看，工
业领域需要在 10 年内减少约 13 亿吨二氧
化碳当量的排放，才能实现 2030 年的减排
目标。 ”Espen Andreassen 说。

另据标普全球普氏的估算，欧盟排放
交易体系只涵盖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的 40%左右，因此要实现 2030 年的减排
目标，整个欧盟还需要更多的减排量。 雪
上加霜的是，据普氏分析公司预计，一旦
此前被暂停供应的排放配额重回市场，欧
盟的碳价又将面临下行压力。

全球减排前景明朗

根据行业组织“全球碳项目”的最新
统计数据，2020 年，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下降了 7%左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绝对排
放量降幅。 与此同时，全球在碳减排领域
的积极性也在不断提升。 去年，包括我国
在内的多个国家明确了“碳中和”目标、提
升了原有的减排力度，诸多传统化石能源
企业也设定了净零排放目标。

对此，邹骥表示：“从全球范围来看，减排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欧盟都有积
极的减排目标和举措。 业界对下一步全球
减排的预期也较为乐观。 以我国为例，去年
在减排政策层面就上了一个新台阶， 提出
了‘碳中和’目标、新的风光发电占比等，将
减排放在了优先发展的位置。 这些都为全
球气候进程提供了新的推动力。 ”

不过，邹骥同时指出，从利好政策的
陆续推出到最终实际的减排，其间仍有许
多工作要做。 “政策最终还要落实到行动
中，这其中包括如何持续调动政府、企业
的减排积极性、 相关的科技研发是否到
位、投融资的力度等等。 ”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 给全球海运市
场带来严重冲击， 海运需求
锐减、船期大量延误、舱位难以保证、运价
持续上涨等负面影响纷至沓来。 值得欣慰
的是，进入 2021 年，亚洲地区海运市场率
先复苏，低硫燃油需求持续上扬，并有望
在第二季度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此外，高
硫燃油市场受到 2020 年 1 月正式实施的
国际海事组织“限硫令”的影响而大幅收
紧。 业界预计，2021 年全球海运燃料市场
将延续“低硫强、高硫弱”的格局。

亚洲低硫油需求率先复苏

随着业界普遍预期经济活动将从今
年第二季度开始以较低速度复苏，全球船
舶运输业的恢复将促使海运燃料市场走
出低谷， 对低硫燃油的需求也将随之上
扬。 亚洲地区已经领先一步。 行业机构标
普全球普氏汇编的数据显示，1 月，亚洲含
硫量为 0.5%的低硫船舶燃油需求已经出
现上升，预计第二季度有望恢复到新冠肺
炎疫情前水平。

目前，中国、新加坡的几个主要燃料
补给中心的船舶燃料需求已经恢复至疫

情前水平， 但亚洲地区整体需求仍有待
大规模复苏， 该地区各大港口仍对停靠
加油船舶实施隔离措施。彭博社指出，中
国疫情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控制， 且经
济也在逐步恢复， 这带动了亚洲海运燃
料市场需求的回升， 进而刺激了低硫燃
油销量的恢复。

值得关注的是，亚洲地区低硫船舶
燃油供给将与需求保持同步增长。随着
新冠肺炎疫情的缓和，经济复苏将带动
炼油厂开工率快速回升，燃料供应也将
随之恢复。 鉴于利润率相对较高，炼油
厂有足够的能力生产低硫燃油 ， 预计
2021 年亚洲低硫船舶燃油整体供需将
维持平衡。

高硫油需求持稳

今年 1 月，国际海事组织的“限硫令”
正式实施。 对船东而言，应对“限硫令”的
方案有两种，一是使用低硫燃油，二是继
续使用高硫燃油但安装脱硫塔。 如果高硫
燃油足够便宜，能够弥补安装脱硫塔的一
次性投入成本，船东便会更倾向于安装脱

硫塔， 但随着环保标
准日益提升， 加上低
硫燃油生产和供应的
持续增加， 高低硫燃

油之间的价差优势不再明显，高硫油在海
运市场的需求正加速下滑。

普氏能源分析指出，欧洲地区大部分
船东旗下的船舶都安装了脱硫塔，这使得
他们对高硫燃油需求多于低硫燃油，但考
虑到当前含硫 3.5%的高硫燃油和含硫
0.5%的低硫燃油之间的价差， 加装成本昂
贵的脱硫塔并不经济，为此船东不得不放
弃升级船舶，转而直接使用低硫燃油。 数
据显示，2020 年第四季度， 船舶燃料是欧
洲最赚钱的产品，低硫燃油是价格涨势最
强的运输燃料， 仅 11 月鹿特丹港口交付
的含硫 0.5%的低硫燃油价格就上涨了
24%，至 327 美元/吨。

不过，有业内人士指出，虽然不少船
东已经开始使用低硫燃油，但切换力度相
对有限，高硫燃油需求面依旧稳定。 相较
于高硫燃油， 低硫燃油的需求更为单一，
基本仅限于海运市场，因此这也从侧面为
高硫燃油市场提供了一定支撑。

目前，全球范围内生产低硫燃油的炼
油厂越来越多，中国、巴西等国都在大力
投产低硫燃油，只有少部分炼油厂还在继
续生产高硫燃油。

海运燃料“低硫化”趋势明显

考虑到只有配备脱硫塔的船舶才能
使用高硫燃油，因此其在海运燃料市场的
份额越来越小，2021 年这一趋势也将更加
明显，“低硫化”仍将是海运燃料市场的主
导趋势。 新加坡作为全球最大船舶燃油消
费市场，见证了船用油加注种类从高硫油
迅速向低硫油转变的过程。

新加坡海事和港口管理局的数据显
示，2020 年 1-11 月，新加坡平均每月出售
414 万吨船舶燃油， 比 2019 年同期增长
5.9%，全年中只有 5-6 月船舶燃油需求出
现同比减少。 10 月一个月船舶燃油销量为
415.2 万吨，其中，含硫 0.5%的低硫燃油销
量占比高达 73.1%， 含硫 3.5%的高硫燃油
销量占比仅为 24%。

高硫燃油在海运燃料市场的份额正
在被低硫燃油取代，业界预计 2021 年“低
硫强、高硫弱”的局面将延续。

此外，由于高低硫燃料油价差大幅收
窄，安装脱硫设备的经济性大降，将进一
步抑制高硫燃油需求的提升空间。 新加坡
海事和港口管理局的数据显示，高低硫油
价差从“限硫令”实施前的 300 美元/吨以
上一度降至 58 美元/吨，2020 年底价差则
维持在 80 美元/吨。

国际燃料工业协会指出， 预计 2021
年，全球海运燃油需求将持续复苏，市场
对低硫燃油以及极低硫燃油的需求也将
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