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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碳信用额需求爆炸式增长，业内呼吁尽快实现标准化和规则化

全球自愿碳市场势头强劲
■本报记者 王林

全球范围内，自愿碳市场的“自愿”意向愈发强
烈，企业减排需求持续增加，直接推动自愿碳信用额
年需求出现爆炸式增长。 根据减排的强制性属性和
自愿性属性， 碳市场主要分为强制碳市场和自愿碳
市场，一般来讲自愿碳市场的项目主要是“风光”电
力等绿色项目以及颇受争议的碳抵消、 碳汇和捕集
利用与封存（CCUS）等低碳项目。

尽管碳抵消、碳汇存在一定的“漂绿”问题，但这
并没有影响自愿碳市场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中占据
的重要地位，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机构看好自愿碳
市场的融资前景，并认为“自愿行动”应该成为减排的
新常态。业内认为，自愿碳市场是低成本、高效率的碳
金融工具，对于减排压力大、经济实力有限、环保意愿
不足的经济体而言，是推进减排的有效方式。

■■ 可扩大减排溢出效应

全球自愿碳市场规模仍然很小且发展处于初始
阶段，但其可以扩大全球气候行动的溢出效应，吸引
更多希望获得碳信用额的投资者。

日前，英国商业林地开发投资公司 Foresight 成为
首家获得伦敦证交所自愿碳市场标签的公司， 将在
2023 年利用自愿碳市场为其减排项目筹集更多资
金。 据悉，参与伦敦证交所自愿碳市场的绿色项目开
发者，可以将筹集资本用于减排项目，而作为投资回
报，企业和股东可以获得碳信用额度，代替现金股息。

《华尔街日报》指出，自愿碳市场的特点之一就是
“自愿”，可以在强制性碳市场之外发挥作用，使企业、
机构或个人能够在自愿的基础上购买碳信用，而不是
出于合规目的。

眼下，围绕碳交易展开的“自愿行动”越来越多，
也越来越频繁。 美国保险巨头威达信（Marsh）日前宣
布， 美国客户可以自由选择用碳信用额支付部分费
用，将其转移到美国银行，美国银行再将碳信用额的
现金价值支付给威达信。

值得一提的是，港交所于 2022 年 10 月推出的全
新国际碳市场 Core Climate，可谓自愿碳市场的一个
全新标杆。 Core Climate 致力于推动自愿减排市场发
展，主要在亚洲及其他地区提供有效和透明的自愿碳
信用额和碳工具交易。

Core Climate 上线仅 4 周就促成超过 20 名参与
者完成超 40 宗交易，涉及约 40 万吨碳信用额，提供
的所有项目均获得全球最大碳信用认证机构 Verra 的
验证。

截至目前，Core Climate 运营良好， 拥有超过 20
家来自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以及国际不同行业机构参
与，包括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投集团
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等。

■■ 我国拥有庞大供给

业内普遍认为，自愿碳市场是一个低成本、高收
益、高效率的制度设计，除了降低控排企业的成本，
还可以间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国际市场研究
机构“研究与市场”指出，2019 年以来，林业和土地利
用项目数量急剧增加，其中亚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
的植树造林和再造林项目在 2019-2021 年间出现大
幅增长。

全球自愿碳市场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是亚洲，
2021 年亚洲贡献了最多的自愿碳信用额度。 拉美

地区对自愿碳市场的建设和参与度也颇高，随着该
地区多国鼓励 CCUS 等低碳技术， 该地区有望在
未来几年成为高质量自愿碳信用额的主要供给方。

我国的强制配额交易和自愿减排交易几乎同步
启动，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
正式启动上线， 而自愿减排市场则处于调整和起步
阶段。 对此，北京绿色交易所总经理、北京绿色金融
协会秘书长、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梅德文指出，国际社会正在构建统一、透明、具
备流动性的国际自愿碳市场， 而且已经形成了巨大
的市场需求。 鉴于中国具备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体
系， 事实上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自愿碳市场的碳信用
的供给。

如何将中国巨大的自愿碳信用供给与国际上最
大的自愿碳信用需求结合起来是一个挑战。梅德文建
议，建设更加金融化、更加国际化的自愿碳市场交易
平台，从而把供给和需求连接起来，以获得国际碳市
场的话语权与定价权。

研究与市场预计，到 2027 年全球自愿碳市场价值
将从 2021 年的约 20.0485 亿美元增至 171.1 亿美元，
2022 至 2027 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高达 42.91%。 到
2027 年全球自愿碳市场的碳信用额交易量有望从

2021 年的 2.981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增至 6.7856 亿吨
二氧化碳当量，2022 至 2027 年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
约为 14.69%。

根据国际自愿减排市场规模化工作组预测，到
2030 年，全球自愿碳市场价值有望达到 300 亿至 500
亿美元。

■■ 亟需透明化标准化

自愿碳市场发展势头强劲的同时， 对碳信用额
供应的担忧也在增加。 “最早 2028 年，自愿碳信用额
供应就会出现短缺。 ”Foresight 集团董事总经理、理
查德·凯利表示。

供应缺口不断扩大和碳自愿市场的“自由运营”
存在很大关系。 英国自愿碳市场评级机构 BeZero
Carbon 指出，自愿碳市场是一个不透明的、分散的和
复杂的市场，缺乏监管和既定标准，这导致大量碳信
用额度面临交付不足的风险。该机构调查发现，在其
跟踪的 208 个项目中，20%的项目存在实际发放信用
额度不足预期总量一半的情况。

惠誉国际指出，随着价格、透明度和监管的上升，
自愿碳市场会对资产负债表产生实质性影响，并给买
家带来一些风险。 截至目前，自愿碳信用额度的价格
仍然远低于强制性排放交易价格，这是因为有大量质
量有问题的项目在供应碳信用而且实施的标准往往
不严格。

碳项目开发商 VNV Advisory 联合创始人桑迪
普·罗伊·乔杜里表示，自愿碳市场应该有一些“软监
管”，可以通过指导的形式出现，以确保产生的碳信用
具有透明性和完整性，并真正反映单位碳排放的抵消
情况，这能够确保自愿碳市场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项
目开发商生产碳信用额所依据的标准需要明确，否则
缺乏监管的自愿碳市场的‘漂绿’问题可能比强制碳
市场更严重、更泛滥。 ”

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贝琳达·艾灵
顿也认为，制定标准来确保自愿碳市场的碳信用额度
的质量及其参数十分有必要。 虽然标准化会提高成
本，但却能够保证优质的碳信用额，从而极大地避免
“漂绿”行为。

在 2022 年转债市场发行规模明显下降、 传统发
行旺季不旺的情况下，光伏转债市场异军突起，不仅
转债规模放量，景气度持续提升，转债发行数量和转
债规模占比也有所上升。

截至目前， 与光伏相关的存量转债涉及企业超
10 家，另有部分待上市转债公司，包括硅料、硅片、电
池片、组件、光伏加工设备、光伏辅材、逆变器和光伏
电站等各个环节，基本覆盖光伏全产业链。

研究机构预计， 随着光伏供应链价格逐渐稳定，
2023 年全球光伏装机需求将高速增长， 带动光伏转
债市场热度攀新高。

■■ 规模放量趋势明显

1 月 2 日， 国信证券发布转债市场周报指出，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 年内共有 147 只转债公告发
行，发行规模达到 2125.58 亿元，较 2021 年的 2857.01
亿元明显下降，12 月传统发行旺季不旺， 仅 13 只新
券发行。

不过，从细分行业来看，2022 年光伏转债市场表
现亮眼。截至 2022 年 10 月下旬，光伏板块共有 14 个
发债主体， 存续公募转债共计 15 只， 存续余额共计
369.76 亿元，占公募转债市场存续债总规模的 4.57%。
多数转债的发行规模不超过 20 亿元， 而通 22 转债、
隆 22 转债、盛虹转债、福莱转债、晶科转债、上 22 转
债的发行规模较大， 分别为 120 亿元、70 亿元、50 亿

元、40 亿元、30 亿元和 24.7 亿元。
华福证券数据显示， 光伏板块转债规模放量趋势

明显，2021年以来投资景气度提振。具体来看，2020年
第一季度至 2022 年第三季度， 转债市场规模从 3958
亿元上升至 8009 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32.56%；光
伏板块转债规模从 87 亿元上升至 378 亿元，复合年均
增长率为 80.13%，远高于国内转债市场。

此外，从数量来看，光伏转债数量从 10 只增长到
15 只。 同时，光伏转债数量占比从 2021 年第一季度
的 1.96%提升至 2022 年第三季度的 3.42%，同期光伏
转债规模占比从 1.12%上升至 4.72%，持续提升。

■■ 市场运作空间足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指出，2022
年 1—10 月，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达 5824 万千瓦，
同比增长 98.7%， 已超过 2021 年全年 5488 万千瓦的
新增装机。预计 2022 年全年，我国光伏新增装机规模
将达到 8500 万千瓦—1 亿千瓦。 同时，我国企业出海
收获颇丰。 2022 年 1—10 月，我国光伏产品出口呈现
量价齐升态势，出口总额达 44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90.3%，创历史新高。

海通证券等多家券商认为，近年来我国光伏装机
需求不断增长、为光伏金融市场注入了活力。 在发电
能源结构持续调整的背景下，未来光伏转债有望规模
性放量，预计能中长期保持较高热度。

华福证券分析师提出，除了需求外，相关政策、全
球经济形势、能源价格走势等均会影响光伏转债。 随
着光伏实现平价上网，市场面逐渐取代政策面成为核
心驱动因素，光伏市场化发展空间打开，企业依托更
为多元化的融资方式促进新技术研发，提升发展水平
和竞争力。

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2021 年初至 2022
年 11 月，我国光伏规划扩产项目数量超过 480 个。这
将促进光伏技术百花齐放，刺激传统光伏企业加速推
进技术迭代，使行业更具活力。

■■ 贡献率有望提升

在能源转型提速的大背景下， 预计 2023 年转债
供给也将大幅增加。

2022 年 12 月中旬，奥特维发布《向不特定对象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拟募资 11.4 亿元投入平
台化高端智能装备智慧工厂、光伏电池先进金属化工
艺设备实验室和半导体先进封装光学检测设备研发
及产业化项目。

奥特维表示，希望通过项目的实施扩大公司高端
智能装备领域研发成果产业化规模，并提高生产及管
理效率，强化核心竞争力。同时提升公司的研发实力，
推动产品创新，培育更多增长点。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2022 年底，共有 196 家上市
公司现存转债发行预案， 其中 12 只转债发行已获得
证监会核准，发审委通过阶段预案达到 27 只，属于历
史较高水平。 157 只尚在股东大会或董事会预案环
节，预案总规模达 3258.7 亿元。

从行业分布来看，转债预案中电子、化工、机械
设备、汽车等业预案数量最多，电力设备、有色金属
行业预案总规模最大。细分市场方面，光伏转债贡献
率有望进一步增加。 目前，已有包括晶澳科技、晶科
能源、天合光能等光伏上市企业发布预案。 其中，晶
澳科技和晶科能源的预案规模高达 100 亿元， 天合
光能预案规模约 88.65 亿元。

关关注注

新疆鼓励分布式新能源
参与中长期交易

本报讯 1 月 4 日， 国家能源局新疆监管办公
室发布 《新疆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细则》， 文件指
出，集中式扶贫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暂不参与新疆电力市场。 鼓
励分散式、分布式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新能源项目、
示范类新能源平价上网项目参与中长期交易。

该实施细则所称电力中长期交易指发电企业、
电力用户、售电公司等市场主体，通过双边协商、集
中交易等市场化方式，开展的多年、年、多月、月、
周、多日等电力批发交易。 电网企业代购电交易分
别按照新疆自治区、 兵团电力主管部门有关方案、
规则执行。执行政府定价的优先发电量视为厂网间
双边交易电量，签订厂网间购售电合同，相应合同
纳入电力中长期交易合同管理范畴，其执行和结算
均须遵守本实施细则。电力辅助服务市场（补偿）机
制相关规则另行制定。

细则强调市场成员包括各类发电企业、电网企
业、配售电企业、电力交易机构、电力调度机构、电
力用户、储能企业等。 依法取得发电项目核准或者
备案文件，依法取得或者豁免电力业务许可证（发
电类）；并网自备电厂公平承担发电企业社会责任、
承担国家和地方电力主管部门依法依规设立的政
府性基金及附加以及与产业政策相符合的政策性
交叉补贴，取得电力业务许可证（发电类），达到能
效、环保要求，可作为发电市场主体参与市场化交
易；集中式扶贫光伏发电项目、分布式新能源项目
实行全额保障性收购，暂不参与新疆电力市场。 鼓
励分散式、分布式新能源项目、特许权新能源项目、
示范类新能源平价上网项目参与中长期交易。探索
新疆区域内，外送配套电源（含新能源）发电企业在
专用直流送电通道之外的电力电量参与疆内市场
化交易（含自备电厂调峰替代交易、不同调度控制
区发电权交易等）； 新疆区域配电网内的常规电源
（火电、水电等）的发电企业，暂不参与其他电网内
的电力市场化交易，待条件成熟后，其规则另行制
订； 关停机组符合新疆关停替代交易相关规定后，
仅参与优先发电电量合同转让交易。 （辛政）

阿特斯 IPO 已提交注册
本报讯 据上交所官网显示，1 月 7 日， 阿特

斯阳光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科创板 IPO 已提交
注册。 2022 年 10 月， 阿特斯科创板 IPO 曾处中
止状态。从中止原因来看，阿特斯因发行上市申请
文件中记载的财务资料已过有效期，需补充提交。
根据《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
行)》第三十条的相关规定，上交所决定中止其发行
注册程序。

据了解，2021 年 6 月 28 日，阿特斯科创板 IPO
获受理，2021 年 12 月 13 日，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上会通过，由中国国
际金融作为保荐机构。 招股书显示，阿特斯拟发行
股票数量 5.41 亿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5%。
拟募集资金为 88.06 亿元，分别用于年产 10GW 拉
棒项目、阜宁 10GW 硅片项目、年产 4GW 高效太
阳能光伏电池项目、 年产 10GW 高效光伏电池组
件项目、嘉兴阿特斯光伏技术有限公司研究院建设
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高歌）

天华超净 2022 年
盈利预计增超 6 倍

本报讯 天华超净 1 月 6 日发布 2022 年度业
绩预告，2022 年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64 亿元-68 亿元，同比增长 602.76%-646.68%。

报告期内，公司新增的二期年产 2.5 万吨电池
级氢氧化锂生产项目顺利达产，公司产销量同比实
现大幅增长；受益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和锂盐市
场旺盛需求的双重驱动，公司电池级氢氧化锂产品
出货数量及销售金额同比大幅增长，为公司带来了
较大利润贡献。经初步测算，公司预计 2022 年度计
入当期损益的非经常性损益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
约为 4500 万元。 （张华）

乐驾能源完成新一轮融资
本报讯 近日， 工商业储能创新公司乐驾能源

完成 C 轮融资，本轮融资由愉悦资本领投，清新资
本、能链、比高新能源跟投，云岫资本担任独家财务
顾问。 2022 年 3 月， 乐驾能源由清新资本领投 A
轮融资， 本轮融资是乐驾能源完成的第 3 轮融资，
其累积融资金额达数亿元，融资完成后，乐驾能源
将加快用户侧储能智慧能源生态建设。

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长期从事锂电
池性能管理和安全预警算法研究， 通过与滴滴、奥
动、北汽、青桔单车等领先新能源应用平台的多年
合作，服务新能源汽车超过 35 万辆车，服务兆瓦级
换电站超过 500 多个， 服务兆瓦级储能站 100 多
个，实现了从技术服务商到用户侧储能全场景运营
商的转型。 （姚子凌）

新安集团拟收购中钢旗下
电池材料公司 100%股权

本报讯 近日， 新安集团与中钢热能金灿新能
源科技（湖州）有限公司在举行投资合作签约仪式。
新安股份拟收购中钢热能金灿新能源科技 （湖州）
有限公司 100%股权及资产。

本次拟先通过全资子公司浙江启源新材料有
限公司收购胡博等 8 名股东持有的金灿科技 55%
股权及相应资产，确定 55%股权及资产转让价格为
19250 万元。

金灿科技是一家专业从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主要产品包括人造石
墨、天然石墨和硅氧负极材料，主要应用于动力电
池、消费类电池以及储能电池等领域。 （胡淼）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机
构看好自愿碳市场的前景，认
为“自愿行动”应该成为减排的
新常态。 业内普遍认为，自愿碳
市场是一个低成本、高收益、高
效率的制度设计， 不仅能降低
企业成本， 还可以促进新能源
产业的发展。 全球自愿碳市场
发展最为强劲的地区是亚洲。
我国的强制配额交易和自愿减
排交易几乎同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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