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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CO2是区块链技术的抗暖化应用。在人类生活环境受到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威
胁的情况下︐需要及早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近20年联合国推动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
协定》︐目标就是在维持人类生存发展情况下︐寻找一个适用全世界不同区域和发展的减排
路线︐碳交易市场制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出︐以交易碳汇(温室气体排放权)的方式︐让
超排企业花费额外成本购买必须的排放额度︐而减排企业可以卖出减省的排放额度︐借由交
易方式使超排企业负担减排企业的减排成本︐达到整体温室气体排放的平衡或下降。 

 利用区块链技术的公开、透明、去中心化等特性︐ECO2建立了实体应用国际碳交易
平台VER Trade︐活络国际自愿碳市场︐促进低碳经济。让全球各地的节能减排的环保产
业︐包括碳资产开发公司、碳交易公司、碳抵消公司︐可以用更快速的方式交易碳汇︐增加
全球碳中和的便利性与意愿。另外ECO2也可以做为个人碳中和的工具︐鼓励每个地球公民
减少自己的碳排放︐并且购买碳汇做抵消︐实现个人对地球零二氧化碳排放。 

 做为区块链市场和低碳环保产业的桥梁︐ECO2希望能帮助区块链的资金流向环保产
业︐使全球专注发展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环境保护和森林复育等的公司︐可以获得更多
的区块链资源︐扩大投资范围︐增强碳交易市场力度︐提升减排的成果。依托碳汇资产的发
行机制︐降低以往数字加密资产欠缺落地应用的风险︐让ECO2的价值有碳汇支撑︐在增加
发行量的同时︐必须持续参与碳汇开发︐助长碳汇行业发展。 
  
 在不远的未来︐除了碳市场的应用外︐ECO2筹备建立个人碳账户和低碳商圈︐把传
统在企业进行的碳中和带进普遍商业活动和个人生活︐增加碳抵消的活跃度︐也计划以区块
链技术改变更多在碳产业的应用︐让更多地球公民可以达成参与全球减排的共识︐享受创新
科技带来的更多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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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球暖化 
 

1.1 暖化造成极端气候 

  全球暖化造成的极端气候近年
愈趋频繁︐热浪、洪水、干旱等情况
在世界各地时有所闻。专门研究环境
与 人 类 健 康 议 题 的 英 国 权 威 期 刊
《The Lancet Planetary Health》(中
译︓柳叶刀行星健康)  发表气候研究
报告指出如果人类再不遏制日益严重
的全球暖化︐在21世纪结束前︐欧洲
将有3亿5千万人受极端气候危害︐每
年将有逾15万人因此死亡。 

 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下的联合研究中心 (Joint Research Centre) 检视
欧盟28国、瑞士、挪威、冰岛从1981年至2010年气候变迁与人口成长的2300份预测纪录︐分
析热浪、强烈寒流、野火、干旱、河水泛滥、海水泛滥、暴风等7种极度有害的天灾︐发现
从1981年至2010年︐每年有3000人因为极端气候引发的灾害而丧生︐而2017年 新研究结果
显示︐如果不采取行动遏制全球暖化︐从2071年至2100年︐每年将有15万2千人死于极端气
候造成的灾害︐人数爆增逾50倍︐其中将有15万1500人是死于热浪。该研究也指出︐21世纪
初︐每年6人因为海水泛滥丧生︐到了21世纪末︐每年将有233人因为海水泛滥而死。此外︐
干旱将让供水减少︐粮食生产将受到影响︐届时1亿3800万人的基本用水需求也会受到冲
击。 
 原本气候温和的南欧将受到 严重的影响︐意大利、希腊、西班牙、克罗埃西亚、塞 
普勒斯、马尔他（Malta）、葡萄牙、斯洛维尼亚的居民将几乎全数受到极端气候灾害的影
响︐每年100万人里会有700人因此丧生。北欧丹麦、冰岛、芬兰、挪威、瑞典届时有三分之
一人口受到极端气候造成的灾害冲击。 

 联合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佛希里（Giovanni Forzieri）表示︐人类未来面临的灾害有九
成是气候变迁所致︐只剩下一成来源于人口增长、移民、都市化。还指出全球暖化造成的各
种灾害里︐热浪为害 大︐未来与气候变迁相关的死亡约有99%是热浪所致︐科学家指出︐
热浪会造成心血管疾病、中风、呼吸道疾病骤增。除非采取紧急措施来遏制全球变暖︐否则
到本世纪末︐欧洲每年将会有大约3亿5千万人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 

1.2 二氧化碳CO2浓度上升 

 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第五次评估报告揭示︐自1950年起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
共同的挑战。如果要实现巴黎协定 (Paris Agreement) 中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2°C的目标︐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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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将排放到大气中的CO2排放量控制在3.2万亿吨以内︐但目前剩余额度只剩下1.2万亿
吨︐全球节能减排已刻不容缓。  

 2017年4月18日︐夏威夷冒纳罗亚观测站（Mauna Loa Observatory）首次纪录到二氧
化碳浓度突破410ppm（确切数值410.28ppm）。 
 对于这个结果︐科学家并不意外︐2016年NOAA（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已经
预测今年二氧化碳浓度会在5月达到峰值410ppm︐实际情况比预期提早︐说明全球减少碳排
放的步调太慢。自有纪录以来︐二氧化碳浓度每年春天都创下新高。在1780年左右︐工业革
命刚开始︐当时二氧化碳浓度只有280ppm︔1958年冒纳罗亚观测站的初始纪录只有
313ppm︔2013年跨过了400ppm。四年后400ppm也已不再是历史新高。照目前二氧化碳排
放趋势︐即使各国都确实履行巴黎气候协定所承诺的减碳行动︐到2100年二氧化碳浓度还是
会飙高到580ppm。 

 要实现全球范围内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离不开碳定价系统︐美国国家科学院此前公布
的气候变化报告指出︐建立CO2(二氧化碳)排放定价系统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 佳方式︐
碳定价机制是减少排放的 经济方式。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排放税机制或两种机制并用都
能提供所需的减排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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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际应对气候变化 

2.1 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 

  气候变迁、全球暖化及温室气体排放等受到国际社会
高度关注︐联合国为回应这些重点议题︐于 1990 年联合国大
会决议设立“政府间气候变化纲要公约谈判委员会”︐2 年后该
委员会于 1992 年联合国大会提出并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纲
要公约（ UNFCCC ）”︐并在 1994 年 3 月 21 日正式生效。为
积极有效落实︐该公约规定每年必须召开一次缔约国大会
（即 COP ）。公约生效隔年︐第 1 次缔约国大会（ COP1 ）
始于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之后每年由不同城市轮流办理︐并
进行为期约 2 周之谈判与相关会议。 

2.2 UNFCCC历年会议 

会议 时间 地点 内容

COP1
7 - 18 April  

1996
Berlin, 

Germany

通过《柏林授权书》︐指出UNFCCC规定的义务
不明确︐同意开始谈判︐并对2000年后采取何种
适当活动来保护气候展开磋商。

COP2
8 - 19 July  

1996
Geneva, 

Switzerland

通过《日内瓦宣言》︐通过涉及发展中国家准备
开始信息通报、技术转让、共同执行活动等规
定︐《议定书》起草问题未达成一致︐由全体缔
约方参加的特设小组继续讨论。

COP3
1 - 10 Dec  

1997
Kyoto, 
Japan

通过《京都议定书》︐主要工业国家GHG排放量
2008~2012需在1990年基础上平均减少5%。

COP4
2 - 13 Nov  

1998

Buenos 
Aires, 

Argentina

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行动计划”︐将发展中国家
群体分为三类︓1. 坚持目前不承诺减排义务的国
家、2.期望以CDM等获取外汇收入的国家、3. 环
境脆弱︐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

COP5
25 Oct - 5 Nov 

1999
Bonn, 

Germany

通过了附件1国家信息通报编制指南、温室气体
清单技术审查指南、全球气候观测系统报告编写
指南、还协商了技术开发与转让、发展中国家及
经济转型期国家的能力建设问题。

COP6
13 - 24 Nov 

2000

The Hague, 
The 

Netherlands

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即欧盟、美国和发展中大
国︐欧盟期望依托人口和能源等优势强调《京都
议定书》的重要性︐美日加等少数发达国家主要
推销“抵消排放”和“换取排放”方案希望以此代替
减排︐中印等则认为目前不应承诺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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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6-
2

16 - 27 Jul 
2001

Bonn, 
Germany

美国坚持要大幅度减少其减排指标︐使会议陷入
僵局︐故COP6延期到2001年7月召开︐通过《波
恩政治协议》。日本与欧盟等通过了没有美国参
与的妥协方案。

COP7
29 Oct - 9 Nov 

2001
Marrakech, 

Morocco

《马拉客什协议》的通过使有关《京都议定书》
履约问题的一揽子高级别政治决定︐为附件1国
家批准《京都议定书》并使其生效铺平了道路。

COP8
23 Oct - 1 Nov 

2002
New Delhi, 

India

通过《新德里宣言》︐提出抑制气候变化需要在
可持续发展COP8新德里框架内进行︐并且细化
《京都议定书》要求︐强调工业化国家在2012年
底前的GHG排放目标。

COP9
1 - 12 Dec 

2003
Milan, 
Italy

为抑制气候变化︐减少相关措施导致的经济损
失︐通过了大约20条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环保决
议。在美国两年前退出《京都议定书》的情况
下︐CO2排放大户俄罗斯拒绝批准该议定书︐致
使其不能生效。

COP10
6 - 17 Dec 

2004

Buenos 
Aires, 

Argentina

讨论《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〸周年的成就和面
临的挑战、气候变化影响、GHG减排政策以及公
约框架下技术转让、资金机制和能力建设问题︐
通过简化小规模再造林模式和程序。

COP11
28 Nov - 9 Dec 

2005
Montreal, 
Canada

达成40多项重要决定︐如启动《京都议定书》第
二阶段GHG减排谈判︐以此来推动和强化各国家
的共同行动︐会议被称为“控制气候变化的蒙特
利尔路线图”。

COP12
6 - 17 Nov 

2006
Nairobi, 
Kenya

主要议题为2012年后如何进一步降低GHG排放︐
包括“内罗华工作计划”在内的几〸项决定︐希望
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还在
管理“适应基金”问题上获得一致意见。

COP13
3 - 14 Dec 

2007
Bali, 

Indonesia

讨论“后京都”问题︐通过了“巴厘岛路线图”启动
了关于全面实施UNFCCC和《京都议定书》的谈
判进程︐主要目标是在2009年底前完成第一承诺
期到期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及签署协议。

COP14
1 - 12 Dec 

2008
Poznan, 
Poland

落实巴厘岛行动计划︐对2008年G8会议的GHG
长期减排目标基本达成一致︐探讨与其他缔约国
共同实现到2050年全球GHG排放量减少一半的目
标。

COP15
7 - 18 Dec 

2009
Copenhagen
, Denmark

通过了《哥本哈根协议》︐就发达国家强制减排
和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做出了安排︐目标是
制定后京都议定书时代的全球气候变化合作行动
框架︐为后京都时代定下行动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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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16
29 Nov - 10 Dec 

2010
Cancun, 
Mexico

通过《坎昆协议》︐通过维护“双轨制”谈判机制
和“共同但区别的责任”原则。设立了绿色气候基
金︐落实发达国家300亿美元快速启动气候融资
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短期需求︐并在2020年前募
集1000亿美元资金︐帮助贫穷国家发展低碳经
济、保护热带雨林、共享洁净能源新技术等。

COP17
28 Nov - 9 Dec 

2011
Durban, 

South Africa

通过“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的决议︐宣布继
续《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承诺︐从2013年开始实
施。决定建立德班增强行动平台特设工作组︐不
晚于2015年制定一个适用于所以UNFCCC缔约方
的法律工具或成果︐绿色气候基金正式启动。

COP18
26 Nov - 7 Dec 

2012
Doha, 
Qatar

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巴厘岛路线图画
上句号︐启动了2020国际期货协议的工作计划︐
但实质上和前二次会议目标相比︐没有任何提
升︐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迫切需
求也没有具体中期资金承诺。就损失和破坏问题
达成决议︐将在COP19建立相关机制。

COP19
11 - 22 Nov 

2013
Warsaw, 
Poland

要求各国在2015年3月前︐就2020年起的GHG减
排国际新框架提出目标和实现步骤。发达国家同
意出资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通过了实
现1亿美元的筹资目标。就损害补偿机制问题达
成初步协议︐同意开启有关谈判。MRV体系、森
林碳汇机制得到进一步完善。气候资金和技术机
构减少也得到发展。

COP20
1 - 12 Dec 

2014
Lima, 
Peru

形成了关于继续推动德班平台谈判的决议︐即气
候行动利马倡议。倡议明确2015协议应遵循公约
下“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明确了各方2020
年后国家自主贡献所涉及的信息︐为各方于巴黎
会前尽早提出各自2020年后自主贡献提出依据。
为2015年巴黎气候会议奠定基础。绿色气候基金
已达102亿美元︐距离2020年每年1000亿美元的
资金承诺有很大距离。

COP21
30 Nov - 11 Dec 

2015
Paris, 
France

达成《巴黎协定》︐全球尽快达到GHG排放峰
值。以工业时代前为基准︐ 全球升温控制在摄氏 
2 度 C 以下︐并追求升温 1.5 度 C 目标。2020 年
前︐国际间每年筹措 1,000 亿美元气候基金投协
助发展中国家减排。2023年开始每 5 年检讨各国
自主贡献目标。

COP22
7 - 18 Nov 

2016

Bab Ighli,  
Marrakech,  

Morocco

聚焦于讨论如何以实际行动落实巴黎协定︐包括
近200国家的自愿减碳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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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京都议定书 Kyoto Protocol 

 1997年12月11日︐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在日本东京召开第三次缔约国大会(COP3)︐签
定“京都议定书”︐规范38个国家及欧盟以个别或联合的方式︐控制温室气体二气化碳(CO2)、
甲烷(CH4)、氧化亚氮(N2O)、氢氟碳化物(HFCs)、全氟化碳(PFCs)、六氟化硫 (SF6) 的人为
排放量︐该议定书主要规范减排目标为以 1990 年排放量作为基础︐2008 年至 2012 年间主
要排放国家（多为发达国家）须各自达成减少 5% 以上排放水标准︐以期维持大气中的温室
气体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及全球环境造成伤害。 

 “京都议定书”生效需达三项条件︓1. 经各国国内程序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国家数需达到
55国以上、2. 批准京都议定书国家中︐『附件－国家』成员之199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须至少
占全体『附件－国家』成员1990年排放总量的55%、3. 达成以上二项条件后︐则议定书于其
后第90天开始生效。2004年12月︐俄罗斯国会通过了该条约后︐已达到55%的条件︐议定
书因此于2005年2月16日生效。到2009年2月︐一共有183个国家通过了该条约(国家温室气体
排放总量达61.6%)。 

 “京都议定书”中提出了三项配套措施︓　 

1. 联合履行机制(Joint Implementation︔简称: JI)︓为发达国家间的合作机制。发达国家之
间透过项目级的合作︐其所实现的减排单位︐可以转让给另一发达国家缔约方︐同时扣
减转让方“分配数量”配额的相应额度。JI项目针对那些需要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减排
并执行具体减排项目的国家︐主要指东欧和俄罗斯。 

2.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简称: CDM) ︓是指发达国家透过提供资
金和技术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展开项目级的合作︐以实现“经核准的减排量”。简而言
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透过这种合作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资金、投资︔而发达国
家则透过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实现的“经核准的减排量”︐实现自己国家在议定书中做的承
诺。CDM项目是针对那些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纳入具体减排目标的国家的︐指的是发
展中国家。 

3. 排放权交易(Emission Trading︔简称: ET) ︓指一发达国家将其超额完成减排义务的额度︐
以贸易方式转让给另外一个未能完成减排义务的发达国家︐并同时扣减转让方的允许排
放额。 

COP23
6 - 17 Nov 

2017
Bonn, 

Germany

第一次由面临第一线暖化危机的岛国主办。气候
损害赔偿论认为︐气候变迁不是他们造成的︐发
展中国家才应该就气候变迁造成的损害获得赔
偿。叙利亚政府正式签属《巴黎协定》。使得尼
加拉瓜与于2017年6月宣布退出的美国︐成为全
球唯一不同意巴黎协定的联合国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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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DM”和“JI”方式主要是鼓励利用具体项目来减排温室气体︐同时激发那些发展中国家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积极性︐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根据上述三种机制所产生的碳交易有二种模式︓ 

1. 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
如欧盟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交易︐主要是签订“京都议
定书”各国间超额减排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 

2. 自愿碳市场机制（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VER）︓在以上具有法律效力的碳市场
之外︐自愿碳市场也是一种利用市场机制降低企业减排成本的碳市场。自愿减排市场
先起源于一些团体或个人为自愿抵消其温室气体排放︐而向减排项目的所有方（项目业
主）购买减排指标的行为。对项目业主而言︐自愿减排市场为那些前期开发成本过高、
或其它原因而无法进入CDM开发的碳减排项目提供了途径︔而对买家而言︐自愿减排市
场为其消除碳足迹、其实现自身的碳中和提供了方便而且经济的途径。自愿碳市场是对
强制碳市场的补充︐当项目符合CDM标准︐但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
架CDM执行委员会（EB）或国家发改委（NDRC）对CDM项目的要求进行开发和销售︐
这种情况下︐可以考虑申报VER︐获得额外补偿收益。VER项目比CDM项目减少了部分
审批的环节︐节省了部分费用、时间和精力︐提高了开发的成功率︐降低了开发的风
险︐同时︐减排量的交易价格也比CDM项目要低︐但开发周期要短得多。 

 
2.4 巴黎协定 Paris Agreement 

 2015年12月1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近200个缔约国代表在巴黎经过13天的谈判︐向世界
交出了一份新的气候协议 - 《巴黎协定》︐一致同意
努力限制碳排放︐将全球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以内︐
力争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 
协定共29条︐当中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
害︐资金︐技术︐能力建设︐透明度︐全球盘点等内
容︐体现了减缓和适应相平衡︐行动和支持相匹配︐责任和义务相符合︐力度雄心和发展空
间相协调︐2020年前提高力度与2020年后加强行动相接。“巴黎协定”的通过意味着化石燃
料时代或将终结︐在资本市场上︐全球投资偏好未来将进一步向绿色能源︐低碳经济︐环境
治理等领域倾斜。这一协定为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建章立制并作出行动安排︐既立
足当下又引领未来︐意义深远。 

 2016年4月22日︐“巴黎协定”由175个国家在纽约正式签署︐超过60位国家元首和政府
首脑出席了签署仪式︐创下国际协定开放首日签署国家数量 多纪录。国家主席习近平特
使︐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巴黎协定”高级别签署仪式。“巴黎协
定”自2016年4月22日至2017年4月21日开放签署。按规定︐“巴黎协定”将在至少55个“联合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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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量至少约55％）交存批准︐接
受︐核准或加入文书之日后第30天起生效。2016年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
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杭州G20峰会期间共同出席气侯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
书︐交存仪式︐习近平和奥巴马先后向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侯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
书︐当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中国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则成为23个完成了批准
协定的缔约方。10月4日︐欧洲议会全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巴黎协定”的决
议︐欧洲理事会当天晚些时候以书面程序通过了这一决议︐这意味着“巴黎协定”已经具备正
式生效的必要条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10月5日宣布︐《巴黎协定》达到生效所需的两个
门槛︐并将于11月4日正式生效。 

 至此︐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巴黎协定”正式生效。而当时
在其国内尚未完成批准加入的澳洲︐继日本2016年11月8日向联合国递交批准书之后︐在11月
10日批准了该项协定︐让加入“巴黎协定”减排的国家数增为140个︐代表占全球75％的GDP︐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70％的国家都已投入此项环保行动中。截至11月15日︐已有109个国家
批准了这一协定︐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全球总排放量的75％。与此同时︐截至
2016年11月︐全球已有189个国家通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DCs）︐承诺减少本国的温室气
体排放并适应正在变化的气候。INDCs的实现依靠一系列策和规划︐其中碳定价机制将发挥
越来越大的作用。 

 一般来看︐像“巴黎协定”这样复杂和带有争议的国际协定往往要过去数年才能完成批
约进程︐从而具备法律效力。“京都议定书”的生效耗时7年之久︐而“巴黎协定“仅用11个月正
式生效并具有法律约束力︐堪称飞速︐体现了国际社会在协同应对气候变化上的高度政治共
识和积极的行动意愿。其重点包括︓ 

1. 以工业时代前为基准︐ 全球升温控制在2℃以下︐追求升温 1.5℃ 目标。 
2. 2020年前︐国际间每年筹措 1,000 亿美元气候基金投协助发展中国家减排。 
3. 2023年开始︐每 5 年核查各国自主贡献目标。 

　　 
主要的特点如下︓ 

1. 减排责任的重新分配。不同于以往京都议定书︐系要求发达国家承担大部分全球温室
气体减排的责任。近年来也意识到︐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需求︐在能源使用或土地
开发面积︐均呈现快速成长︐致其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不但抵消发达国家
依京都议定书所执行的减排成效︐甚而更成为国际间探讨气候变迁因应策略时︐所必
须要求减排的目标对象。是以近期国际间减排策略讨论︐均将发展中国家纳入全球温
室气体减排策略中讨论︐并朝向“不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均应承担减排责任”的
趋势︐重新分配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责任。 

2. “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策略已产生实质改变。“共同但有区别责任”
的减排策略概念始于京都议定书时代︐惟京都议定书中︐仅明文要求附件 1 国家（多
为发达国家）必须有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义务及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则
多以鼓励其主动减排代替强制要求。但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权衡下︐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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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半仍以国内发展为主要考量︐因而实际上造成“有共同减排目标︐责任大多由发达
国家承担”的情形。然而按前段所述︐积极寻求发展的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不
但抵消发达国家所作的减排努力︐甚而逐渐演变成必须被关注的新兴排放大国︐故巴
黎协议中︐也揭露应不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需在公平基础上︐并衡量自己能
力的原则与国情下︐真正践行“为达成共同目标︐依各自能力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的
减排策略方针︐也为“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提出新译。 

3. 国家减排责任由“公约规范”转变为“自行提交”。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议就减排责任上
明显的差别︐在于从过去由京都议定书直接要求各参与国达成特定减排水准︐由上

而下规范的硬性规定。改为由各参与国考量自身能力与国情︐主动提出国家自主减排
贡献值︐并由 UNFCCC 综整计算是否达成整体减排目标与执行缺口︐其后再透过巴
黎协议规范每 5 年必须重新检讨自主减排贡献的机制︐逐步调整使 终能达成全球
减排目标。此种由下而上提交的机制︐不但在初期开放给各国依据国情与能力︐提出
符合自身条件的减排贡献值︐借以增加各 UNFCCC 会员国参与巴黎协议的意愿︐并
能透过每 5 年的滚动式检讨︐渐进式提升对参与国减排责任的要求︐借以消弭各国
自主减排贡献总和与全球减排目标间的缺口。 

4. 排放大国加盟。前述分析已提及︐无论京都议定书、巴黎协议之生效条件︐都必须
是 55 个且总和占全球 55% 温室气体排放量以上缔约国同意。过去因为世界排放量
占全球前两名的美、中并未同意京都议定书︐不但使得在 1997 年签订的京都议定
书︐迟至 8 年后才达到生效门槛︐拖慢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工作的步调︐也因为美、
中两国每年平均占世界 3 成以上排放量实质并未受到京都议定书约束︐使全球温室
气体减排工作的推动更显艰难。然而︐因受到极端气候加剧与发展中国家亦应承担减
排义务等国际趋势影响︐在 COP21 ︐美、中两国态度不但转为积极参与谈判︐并对
减排工作展现高度企图心︐是以︐国际间认为︐美、中两国参与巴黎协议的可能性显
然高于京都议定书时期︐如再加上过去京都议定书参与者如欧盟、俄罗斯等主要排放
国︐将轻松跨过生效门槛︐并可望在短期内即可依协议内容执行温室气体减排相关作
为。 

5. 土地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渐受重视。若从部门别角度来观察温室气体排放量︐过去受
到 多关注之以石化燃料为主的能源部门︐仍为全球主要排放来源︐另一个值得注意
之排放源︐则是土地开发使用所造成碳排放。更精确来说︐系因原未开发之自然林
地︐为耕作或产业用地需求︐伐除原有林木所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是以︐这类温室
气体排放部门︐多将土地利用、土地变更使用与森林并列探讨（即 LULUCF ）︐约占
全球温室气体年平均排放量的 1 成左右。而土地的需求︐又以发展中国家所拥有丰
富、未经开发的自然林地为主要对象︐这也间接说明︐发展中国家除为经济发展大量
使用石化能源︐造成排放的快速增加外︐还额外增加了国内土地遭开发利用所导致的
排放︐同时也再次呼应︐发展中国家将成为新一波温室气体减排对象的全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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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碳交易制度 
  

3.1 碳交易理论 
  
 碳交易是指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
排放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一种虚拟交易。这种交易是一些国家通过减少排放或者吸收二
氧化碳︐将多余的碳排放指标转卖给需要的国家︐以抵消这些国家的减排任务︐并非真正把
空气打包运到国外。在碳交易体系内︐就是对一个产业设置排放温室气体的限额︐产业中超
过这排放限额的企业就需要另外购买排放权︐而低于这个限额的企业︐可以卖出自己不用的
额度。这样用市场机制让超排的受惩罚︐减排的受奖励︐就是碳交易的基本原理。 

科斯定理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主要理论基础 

 科斯定理（Coase theorem）︐由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科斯在1960年年
代的论文中提出︐描述一个经济体系内部的资源配置与产出︐在外部性存在的情形下︐其经
济效率所可能受到的影响。乔治·斯蒂格勒在1966年年出版的经济学教科书中︐首次将他的见
解进行归纳︐并称为科斯定理。 

 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的排放问题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负外部性问题︐意思是产生这些有
害气体的主体虽然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危害︐但却没有支付任何补偿。由于产生有害气体的主
体多为生产企业︐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 大化︐负外部性使他们的生产成本小于社会成
本︐这使企业自己选择的产量必然大于社会 优产量︐从而使产生的污染气体数量大于社会
所能接收的 大数量︐这就加速了温室效应的形成︐对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因此︐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校正负外部性︐或者说︐如何让企业为过去无偿排放的
有害气体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样会提高这些企业生产成本︐激励他们减少有害气体的排放。 
校正负外部性传统上主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实现。一种是由政府直接管制︐即规定企业的排
污量。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力度大︐实施速度快︐缺点是不管各企业排污能力的差异︐采用统
一标准︐这会增加排污的社会成本︐不是 有效率的方法。另一种是政府征收“庇古税”︐即
企业可以自行选择排污量︐但是每排出一单位的污染物︐就要依法纳税。这种方法的优点是
企业可以自主选择污染量︐如果单位减排成本小于污染税税率︐则选择减排︐反之则选择排
污︐这时社会的排污总成本比直接管制时低。缺点是污染税税率由政府制定的︐难以准确反
映排污权的稀缺程度。 

 面对政府解决外部性问题的局限性︐英国经济学家科斯运用可交易产权的概念︐提出
了著名的科斯定理组︐为解决外部性问题带来了新的思路。科斯认为︐如果把排污权视为一
种归属明确的权利︐则可以通过在自由市场上对这一权利进行交易而使社会的排污成本降为

低。排污成本低于排污权市场价格的企业会把权利出售给排污成本高于排污权价格的企
业︐这样︐在保持排污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排污成本高的企业会多排污︐而排污成本低的企
业会少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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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斯的新思路从理论上讲是一种飞跃︐它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延伸至在外部性领域︐如
果运用得当︐它将成为校正负外部性的 好方法︐因为依靠市场收集信息是 快︐ 准确和

节约的。此外︐市场机制还可以激励企业开发成本 低廉︐技术 先进的方法来减少污
染︐使资源配置达到动态优化。美国的可交易污染市场以及当前的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形成和
运行所依据的理论正是科斯定理︐这是环境污染等领域的经济理论探索在低碳经济实践中的
重要运用︐所以︐可以明确地说︐科斯定理就是形成碳交易市场的主要经济理论基础。 

 科斯定理证明了市场机制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中的可行性和优越性︐同时也指出了要实
现产权的有效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1︐产权要明晰。这是保证交易能够实现的先决条件。能够在市场中交易的物品必须是私人
物品︐公共物品和共有资源是无法利用市场机制进行有效配置的︐而成为私人物品的关键就
是被赋予法定的产权。 

2︐交易成本足够小。要使有利可图的交易能够进行︐必须要使交易所带来的利益大于交易
成本︐所以︐减少相关产权交易的成本是保证市场机制能够 大限度地发挥作用的必要条
件。 
3︐初始权利的大小和分配要适当。在存在交易成本的前提下︐权利的 初分配尤其重要︐
当初始权利分配不恰当︐且交易成本又高到阻止有效率的交易发生时︐经济就不可能达到本
来有可能达到的 优状态。 

3.2 碳交易市场组成要件 

碳交易市场(ETS)组成的〸大步骤 

资料来源︓I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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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确定覆盖范围(Scope)︓确定将要覆盖的行业︐确定将要覆盖的气体类型︐选择排
放监管点︐选择将要监管的实体并考虑是否需要设置纳入门槛。 

第二步    设定总量(Cap)︓创建强有力的数据基础、以此确定排放总量︐确定排放总量的水
平与类型︐选择设定排放总量的时间段、提供长期总量控制路径。 

第三步    分配配额(Allocation)︓匹配分配方法与政策目标︐定义配额免费分配的资格与方
法、随时间推移通过拍卖进行平衡︐定义新入者、关闭企业和清除处理方法。 
  
第四步    考虑使用抵消机制(Offsets)︓确定是否接受来自司法管辖区内部和/或外部未被覆
盖来源与行业的抵消额度︐选择符合条件的行业、气体与活动︐权衡对比自行构造一套抵消
机制所需成本与利用已有抵消机制所需的成本︐确定抵消额度的使用限制︐建立监测报告核
查和管理制度。 

第五步    确定灵活性措施(Temporal Flexibility)︓设定关于配额储存的规则︐设定关于配额
预借和早期分配的规则︐设定报告周期和履约周期的长度。 

第六步    考虑价格可预测性和成本控制(Market Stability)︓构建市场干预的依据、确立与之
相关的风险︐选择是否进行干预、以此应对低价高价或两者同时︐选择适当工具对市场进行
干预︐确定管理框架。 

第七步    确保履约与监督机制(Oversight and Compliance)︓确定管控单位︐管理管控单位
排放报告的执行情况︐审批和管理核查机构︐  建立和监督碳交易体系登记处︐设计和实施
处罚机制与执行机制︐规范和监管排碳配额交易的市场。 

第八步    加强利益相关方参与、交流及能力建设(Stakeholders)︓明确利益相关方及其各自
立场、利益和关切︐跨部门协调透明性决策过程、避免政策失调︐设计利益相关群体协商的
互动策略、确立形式、时间表和目标︐设计与当地和即时公众关切产生共鸣的传播策略︐明
确和回应碳交易体系相关能力建设需求。 

第九步    考虑市场链接(Linking)︓ 确定链接的目标与策略︐确定链接合作伙伴︐确定链接的
类型︐调整各自碳市场机制中的重点要素完成和管理链接。 

第〸步    实施︐评估与改进(Implement, Evaluate, Improve)︓确定碳排放交易体系实施的时
间与流程︐确定审查的流程与范围︐评估碳交易体系、为审查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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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强制碳市场 

 目前约有40个国家司法管辖区和20多个城市︐州和地区正在推行碳定价机制︐涉及
每年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并将碳定价机制作为其 减排政策的核
心组成部分︐以此为未来发展奠定更具可持续性的基础。与此同时︐碳定价工具覆盖的排放
量约占前述司法管辖区排放总量的一半︐这相当于约 7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GtCO2 e）或
全球排放量的12％左右︐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区正通过设计和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
（ETS）︐向碳定价机制迈进。截至2016 年︐全球四大洲35个国家︐13个州或省以及七个城
市已施行碳交易体系︐占全球GDP的40％。更多碳交易体系正在规划或考虑当中。 

 此外︐随着全球逐步落实在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世界各国的注意
力正从界定减排路径（以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形式存在）转移到如何在未来 国际碳核算框
架内实施与报告相关的减排行动等关键性问题。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经过的精心设计︐碳
排放交易可成为一种有效︐可信︐透明的政策工具︐有助 于通过动员私营部门主体︐吸引
投资和鼓励国际合作︐实现低成本的减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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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自愿碳市场 
  
 在强制市场外还有自愿碳市场(Voluntary Carbon Market)做为强制市场的补充机制︐
从2005年《京都议定书》开始实施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民间组织、政府单位和个人重
视全球碳排放量增加的问题︐并且自愿的减少碳排放量︐对于无法减少的排放量采取购买碳
汇的方式︐完成碳中和。让他们因为商业活动、营运模式、生活方式等而产生的碳排放量︐
由经过碳标准核定的减排项目抵消︐实现对地球大气零产出二氧化碳的目标。 

 这种由自愿行为所构成的碳交易市场为自愿碳市场。由于减排意识和环保意识的普
及︐参与自愿碳市场的企业和组织越来越多︐除了某些是因为当地法律的要求外︐大部分是
因为碳中和的行动可以带来很多的优势︐减少对环境的冲击来减少营运风险︐增加内部的能
源效率来减少成本︐增加企业形象来促进公司价值、对特定对象或市场进行绿色行销、还有
施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在这些方面有成果的企业或组织︐较容易获得投资、合作和消费者
的认同。 
  
 依据Ecosystem Marketplace的报告︐自愿碳市场在2016年时达到6,300万吨︐总金额
达到1亿9千1百万美金︐累积交易量达到10亿5千7百万吨。预计在2018年的当年交易量有机会
达到7,500万吨︐和近2亿美金的交易额。自愿碳市场大体上来说呈现成长趋势︐尤其在《巴
黎协定》通过後︐响应自下而上的减排精神︐发起的非国家单位气候行动 Non-state Actor 
Zone for Climate Action (NAZCA)︐已有超过10000多个组织参与︐其中大多数是企业。 

 在自愿碳市场的交易中︐存在了交易单价区间幅度大的问题︐平均交易价格从每吨
0.5美金到每吨50美金的区间︐反应出交易流动性低、交易方式复杂和资讯不透明的问题︐
并且现行的碳资产转移成本偏高︐个人投入碳资产投资有一定的困难︐都造成自愿碳市场交
易活络度低的原因︐期待未来科技发展可以逐渐解决这方面问题︐活络自愿碳市场。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于2016年10月通过了
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 Carbon Offsetting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要求各航空公司自2019年开始︐到2020年提交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建立排放基准︐
从2021年~2026年采自愿方式让航空公司抵消增长的排放量︐2027年后就开始强制性要求所
有航空公司进行抵消。普遍认为航空业是比较难导入新能源或节能设备︐大多数的碳抵消需
要从市场采购︐为自愿碳市场创造的未来需求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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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碳市场价格 

 在现有机制内︐碳价格的变化范围仍然很大。2016年每吨CO2e的价格跨度︐从不足1
美元到131美元︐大约有3/4的排放量价格低于10美元/吨CO2e。 

碳定价体系全球碳价格示意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和Ecofys︐2016） 

 除了强制性碳定价机制数目的增长︐据碳披露计划（CDP）报导︐2016年实现内部碳
定价的企业数目也有所增加︐企业数量升至至2014年的3倍。这些企业内部所使用的碳价格
变化范围较大︐每吨CO2e的价格从0.3美元到893美元不等︐其中大约80％的排放定价范围
为5～50美元/吨CO2e。 

 在已经提交国家自主贡献（NDC）的国家中︐有超过90个国家提及了碳定价措施︐包
括碳交易体系（ETS）和碳税等。在NDC中声明正在计划或考虑采取国内或国际市场正确计
划或考虑使用市场机制的国家中︐有3个国家的是世界前五大排放经济体。据世界银行测
算︐全球二氧化碳交易需求量预计为每年7亿至13亿吨︐由此形成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亿-
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交易市场。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是 大的减排市场之一︐未来5
年每年碳交易量超过2亿吨。到2020年︐全球碳交易总额有望达到3.5万亿美元︐将超过石油
市场成为第一大能源交易市场︐而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第一大市场。由此可见︐
不论在全球还是在中国︐碳交易市场都将成为潜力巨大︐充满机会和挑战的新兴金融与贸易
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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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碳标准介绍 

4.1 CDM 

 清洁发展机制(CDM,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是根据
《京都议定书》建立的合作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创造可持续发展
的减排项目产生“经认证的减排”︐供投资者使用。这机制使各国和
私营部门公司有机会在世界上任何成本 低的地方减少排放︐然后
他们可以将这些减少额计入各自的目标。通过减排项目︐这些机制
可以刺激国际投资︐为世界各地的清洁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源︐
特别是清洁发展机制︐旨在通过工业化国家政府和企业的环境友好
投资︐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 

通过清洁发展机制获得的资金应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其一些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目标︐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改善土地利用、农村发展、就业和减贫等社会效益。除了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绿色投资优先事项外︐清洁发展机制还提供了在气候、发展和地方环境问题上
同时取得进展的机会。对于那些可能以其他方式专注于当前经济和社会需求的发展中国家来
说︐这种利益的前景应为参与清洁发展机制提供强有力的激励。 

清洁发展机制允许《京都议定书》附件一缔约方在非附件一缔约方领土内实施一个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项目︐或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通过碳封存或“下沉”消除温室气体。由此产生的
经认证的减排︐即CER︐可供附件一缔约方用于帮助实现其减排目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必
须得到所有相关方的批准︐在东道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产生真正的、
可衡量的和长期的效益。在没有该项目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的任何增加也必须进行削减。 
为了参与清洁发展机制︐各国必须满足某些资格标准。 

所有缔约方必须满足三项基本要求︓1、自愿参与清洁发展机制。2、设立国家清洁发展机制
管理局。3、批准《京都议定书》。此外︐工业化国家必须进一步满足以下几个规定︓根据
议定书第3条确定分配的数额、国家温室气体估计制度、国家登记册、年度清单以及出售和
购买减排量的会计制度。 

CDM包括以下部门的项目︓ 
1. 提高终端能源使用效率。 
2. 提高供应侧能源效率。 
3. 可再生能源。 
4. 燃料转换。 
5. 农业（减少CH4和N2O排放）。 
6. 工业过程（水泥等产生的二氧化碳、氢氟化合物、全氟化合物、六氟化硫）。 
7. 林业项目（仅造林和再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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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VCS 

VCS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国际核证碳标准


总部︓美国 
地址︓1730 Rhode Island Avenue︐ 
   NW︐Suite 803 Washington︐DC 20036︐USA 
电话︓+1 202 296 2312 
电邮︓secretariat@v-c-s.org 
网址︓www.v-c-s.org 

 2005年由气候组织︐国际排放贸易协会︐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
会发起︐已核证碳减排标准成为世界上 广泛应用的碳减排计量标准。开发可信创新的工
具︐以及引领标准化方法学从而简化项目审批流程︐减少交易成本并提高透明度等前沿工
作︐为市场带来革命性的新突破。在世界范围内︐通过VCS标准开发的项目已签发超过一亿
吨减排量。 VCS是一个综合性质量保证体系︐用于在自愿性市场签发碳信用。项目使用核证
碳标准要求︐确保碳减排符合可接受的质量标准︐并接受独立核查︐拥有唯一编号︐透明地
列入中央数据库。 

• 签发2亿5155万自愿碳单位(VCU)‧登记1428个项目 
• 1096个项目已签发自愿碳单位 
• 332个项目未签发自愿碳单位 
• 全世界有39家运营的审定/核查机构（VVB） 

 资料来源︓http://www.vcsprojectdatabase.org/  

 目前VCS国际核证碳标准已经是国际 广为使用的自愿减排标准︐由VCS所核发的
VCUs (Verified Carbon Unit) 碳汇量可以用于抵消ETS中每年要求的温室气体减排量。VCS拥
有基于VCS项目数据库的独特多注册系统。 

4.3 GS 

 黄金标准 (GS, Gold Standard) 由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其他非政府组
织(NGOs)于2003年设立的全球监测系
统 ︐ 以 确 保 在 联 合 国 清 洁 发 展 机 制
(CDM)下减少碳排放的项目也有助于可持
续发展。並于2017年推出的下一代标准《全球目标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 for the Global 
Goals)︐允许气候和发展倡议量化、认证︐ 大化其对气候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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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目前在80多个国家拥有80多个非政府组织支持者和1400多个认证项目︐通过全球气候
和发展行动创造了数〸亿美元的共同价值。 

《全球目标的黄金标准》旨在提供适当的保障、要求和方法︐以衡量和证明项目及其出资人
寻求实现的影响——从碳信用和可再生能源标签等市场工具到性别平等和改善健康。 

由于标准的财务、社会和环境保障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而进行的风险管理︐ 大化环境
冲击的投资回报︓历史证明︐黄金标准项目每减轻一吨二氧化碳︐可为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
21至177美元的额外价值。通过稳健的量化方法和第三方验证︐生成准确、可信的影响数
据。开发创新的融资结构︐如绿色债券或社会影响债券 

所有公司都希望避免在其报告和沟通中被指控过度宣称或“绿色清洗”。黄金标准正在与主要
的非政府组织和专家合作并得到其认可︐这意味着企业可以确信其计划——从补偿和气候融
资战略到可持续的供应链——遵循 佳实践︐相关的指标和索赔由独立的第三方验证。除数
据外︐黄金标准项目的开发影响提供了更具说服力的叙述︐以便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该标准的强大性质和民间社会认可使项目对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因为它们的定位是 大限度
地提高投资的影响程度︐并有效地管理沿途的任何风险。除此之外︐开发机构正在使用SDG
语言。投资者正在寻找能够量化积极环境和社会影响的强大、低风险项目。企业越来越多地
根据全球目标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正在寻找可靠的方法报告其贡献。 

通过证明气候行动也有助于地方发展优先事项︐主办黄金标准项目的政府更有可能获得地方
利益相关者对其气候承诺的支持。通过提供一系列改善生活质量的措施——从获得清洁能源
和水、减少空气污染、改善交通、减少浪费和节约成本——实现《巴黎协定》的努力。 

4.4 ISO-140064 

 2006年3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完成了为期四年的ISO 
14064标准的制定︐该标准由三部分组成︐适用于温室气体管理活动︐
包括制定实体排放清单。发展进程包括超过175名代表45个国家的专家
的参与。这些标准包括对温室气体存储的 低要求︐这些要求提供了
一个基本结构︐根据该结构︐可以进行可靠和一致的独立审计。ISO 
14064标准为决策者提供了建立温室气体减排计划的 佳实践的准备基
础。ISO 14064为组织用户提供了改进一致性、增加灵活性和减少与自愿温室气体库存相关
的工作的机会。 

 ISO 14064是根据国际标准组织的工艺制定的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是一个非
政府组织︐位于瑞士日内瓦︐负责协调代表各个国家标准研究所的技术专家小组就各种问题
制定基于共识的自愿技术标准。ISO已经发布了16000多个标准︐包括著名的ISO 9000和ISO 
14000质量和环境管理标准系列。ISO标准的目标是通过促进工业、政府、消费者和其他利益
攸关方之间的技术问题交流︐并允许产品和服务在国界内外的一致性︐促进国际合作︐特别
是商业和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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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4064是对ISO 14000环境管理标准系列的补充︐于2002年发布。认识到对解决气候变化
造成的环境问题迅速产生的兴趣以及企业缺乏采取行动的国际标准︐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试
图确定如何量化和报告一个组织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如何核实温室气体报告。该过程的一
个关键目标是创造一个技术上严格但政策中立的产品︐无论一个国家当前的气候变化政策︐
还是其参与联合国的《京都议定书》之后︐都将适用。 

4.5 其他标准 

CAR 

 气候行动储备方案 (CAR, Climate Action Reserve)︐作为北美碳市
场的首要碳补偿登记处︐气候行动储备方案CAR鼓励采取行动︐通过确保
减排项目的环境完整性和经济效益︐减少温室气体（GHG）排放。气候行
动储备方案CAR 初是由加利福尼亚州于2001年创建︐旨在通过自愿计算
和公开报告排放量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加州登记处帮助超过415家总部
位于加州的公司、组织、政府机构和市政府自愿计算并公开报告其温室气
体排放量。它在排放核算方面的现有专业知识转化为北美碳市场减排方面
的专业知识。 

ACR 

 美国碳注册处 (ACR, 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是温洛克
国际的一家非盈利企业︐成立于1996年︐是世界上第一家私人自愿
温室气体登记处。作为一个以慈善家温思罗普·洛克菲勒命名的使命
驱动机构︐温洛克认为气候变化将对世界上 贫困的人口产生深远影
响︐市场机制是动员减少排放行动 有效的途径。Winrock运营ACR︐
以建立对碳补偿的环境和科学完整性的信心︐以加速转型减排行动。作为利用市场力量改善
环境的先锋︐ACR为补偿质量设定了一个门槛︐这是当今的市场标准︐并继续引领市场创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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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区块链抗暖化应用 

5.1 区块链发展沿革 

 区块链起源于中本聪的比特币︐作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资 
料库︐也就是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集体维护一个可靠资料库的技术方案。区块链不依赖第三
方、通过自身分散式节点进行网路数据的存储、验证、传递和交流的一种技术方案。因此︐
有人从金融会计的角度︐把区块链技术看成是一种分散式开放性去中心化的大型网路记账
薄︐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采用相同的技术标准︐加入自己的信息、延伸区块链︐持续满
足各种情境带来的数据录入需求。 

 通俗而言︐区块链技术就是指一种全民参与记账的方式。所有的系统背后都有一个资 
料库︐在区块链体系中︐系统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记账。在一定时间段内如果有任何数
据变化︐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来进行记账︐系统会评判这段时间内记账 快 好的人︐把他
记录的内容写到账本︐并将这段时间内账本内容发送给系统内所有的其他参与者进行备份︐
透过每个人通力合作撰写完整的账本。 

现有支付方式与比特币去中心化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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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块链技术被认为是互联网发明以来 具颠覆性的技术创新︐它依靠密码学和数学巧
妙的分散式演算法︐在无法建立信任关系的互联网上︐无需借助任何第三方中心的介入就可
以使参与者达成共识︐以极低的成本解决了信任与价值的可靠传递难题。 

 比特币点对点网路将所有的交易历史都储存在“区块链”中。区块链在持续延长︐而且
新区块一旦加入到区块链中︐就不会再被移走。区块链实际上是一群分散的用户端节点︐并
由所有参与者组成的分散式资料库︐是对所有比特币交易历史的记录。比特币的交易数据被
打包到一个“数据块”或 “区块”(block)中后︐交易就算初步确认了。当区块链接到前一个区块
之后︐交易会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在连续得到6个区块确认之后︐这笔交易基本上就不可逆
转地得到确认了。 

 所有的资料由区块链链上的节点共同存储︐不再由单一组织或个人掌握控制权︐而是
由所有的参与者共同组成的信任机制。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后续出现的以太坊、莱特币等许
多区块链的应用︐都是按照相同方式建构起大量的用户社区︐使得数字加密资产在短短几年
间出现数千种︐在缺乏国家和体制的支持下︐整体市值在2018年初曾经达到8000亿美金︐
并且这样的发展是由大众主导的共识机制带领下︐快速的以跨越国界、区域在全球发展。 

资料来源︓www.coinmarketcap.com 

 然而自由放任发展造成一些市场投机、混乱和缺乏监管的泡沫化后果︐让整体数字资
产面临挫败︐市值下滑到1300多亿美金左右(2018年底)︐但同时也淘汰了很多不良的区块链
应用︐让这些领域的社群重新思考新的方向和正确的应用方式。过去单靠故事包装ICO的时
代过去了︐区块链的技术必须与人们的实际生活相关才有意义︐藉由去中心化的资料存储方
式和共识机制︐来完成以往社会发展、商业活动所无法达到的功能︐让每个参与者可以发挥
共享经济的力量︐形成跨国界、种族、区域、性别和突破各种限制的共识组织。区块链的技
术在国际贸易、市场监管、资金流动、环境监测、碳汇交易等领域︐都有助于解决共识、透
明度和信任的问题︐让资讯、物流和资金的传递更顺畅。2019年是区块链发展的崭新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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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区块链抗全球暖化应用 

	 《巴黎协定》中和先前《京都议定书》 大不同的部分是自下而上的减碳方式︐屏除
了以往由上而下的减排要求门槛︐变成由参与国提出自主贡献目标(NDCs)︐各国根据自身的
情况提出符合国情的减碳手段与目标︐完成全球气候行动。可惜的是《巴黎协定》自下而上
的方式只有道国家的层级︐虽然有“非国家气候行动参与区”(NAZCA, The Non-state Actor 
Zone for Climate Action)让全球的非国家组织可以提出的自主贡献目标︐目前已经有12000
多个组织、企业、政府单位和投资人陆续提出他们的减排目标。但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要达
成本世纪内升温控制在1.5~2度摄氏C之内是有困难的︐还需要更多人一同加入减排的行列。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2018年排放缺口报告(Emissions Gap Report 2018)︐在2030年依据不同
的条件下︐以比较理想的估计︐全球二氧化碳减排如果要达到升温控制在摄氏2度C之内︐
还需要130亿~150亿的减排量︐但如果单靠国家、企业和组织的力量是无法达成目标的。 
 

资料来源︓Emission Gap Report 2018 
  
 区块链技术让《巴黎协定》能够自下到上从个人开始︐区块链可以连结所有愿意参与
减排的个人︐提供个人碳账户︐发起一种减排共识的平台︐供企业和个人一起发起减排的共
同行动︐以链上的分散式账本记录每个单位的减排成果︐透明公开的记录每位参与者的减排
量︐达到从个人经社群到国际的串联︐只有个人的行动与碳排放数据产生即时的关联下︐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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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减排意愿将会更高︐相关的机构、非国家组织(NGO)推广的就不只是一直环保理念︐而
是实际的联合气候行动。 

 我们基于这样的理念提出ECO2︐是为了持有与碳汇相关的数字加密资产开始︐逐步
的教育大众环保意识︐以ECO2数字加密资产建立在区块链的环保社群︐让更多人开始关注
全球暖化意识︐也关注碳汇产业的发展︐当ECO2在全球自由流通时︐背后代表的环保意识
也随之传递出去。 

 为了完成全面的区块链抗暖化的应用︐我们阶段计划如下︓ 

1. 使用ECO2做为区块链数字加密资产的工具︐用于建立区块链社群和全球流通使用。 
2. 以ECO2连接碳市场和区块链社群︐活化在数字资产市场裡的闲置资金︐并且让ECO2有

实际的应用场景︐如︓VER Trade 国际碳交易平台。 
3. 发展ECO2的区块链技术︐建立区块链碳账户社群︐让ECO2使用者可以拥有区块链技术

的个人碳账户。 
4. 推广个人碳中和共识︐实现普遍性的个人购买碳汇抵消碳排放数据的机制。 
5. 全面区块链技术革新碳市场的各方面应用︐《为巴黎协定》做出实质贡献。 

 世界银行(World Bank)於2018年3月发布了一篇主题以“区块链和新兴数字技术促进
2020年后气候市场”(Blockchain and Emerg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for Enhancing Post-
2020 Climate Markets)的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在碳市场中借由区块链技术可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碳市场中交易的商品—碳汇和区块链里的数字加密资产间︐都属于虚拟商品的特性︐在
透明化、资料存储、账户转移等可以结合︐为此世界银行提出了Metric准则︐为未来碳市场
的科技运营描述了清楚轮廓。 

METRIC Principles: 
1. Market Integrity 市场完整性 
2. Environmental Integrity 环境保全 
3. Transparency 透明度 
4. Recognize ambition 认可的目标 
5. Inclusiveness 容纳度 
6. Cost-effectiveness 成本效益 

 这是我们逐步要达到的目标︐实现以科技结合群众来一同完成全球气候行动︐以开放
性的平台、服务和架构︐提供更多的创造力︐逐步的提升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实现《巴黎协
定》的控温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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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VER Trade 

 VER Trade 国际碳汇交易平台 (www.vertrade.org )︐将区块链创新
技术应用在促进低碳经济、对抗全球暖化。VER是Voluntary Emission 
Reduction的缩写︐聚焦自愿碳减排交易市场︐提供首个跨国在线交易平
台︐让买卖双方突破时空限制︐直接且即时在线交易︐降低时间、资金、
流程等各种成本。 
  
 VER Trade 发挥区块链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的特性︐活络国际碳汇市场的同时︐也帮 
助个体碳汇持有人在线直接卖出碳汇︐落实精准扶贫、缩小贫富差距、推动共同富裕。此
外︐平台首创微型碳中和服务︐透过日常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各种行为的碳足迹计算︐换算
出相对应的碳汇购买数量︐让个人轻松参与节能减碳︐提升环保意识︐促进全球零散碳汇的
流通。 

VER Trade 有以下特色︓ 
1. 即时︓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随时随地交易碳汇。 
2. 直接︓企业和个人自由竞标拍卖或固定价格机制︐活络市场、优化流程、降低成本。 
3. 流通︓使用环保数字资产ECO2作为交易工具︐可在当地交易所取得并转换为法定货

币。  发挥数字资产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的优势︐将闲置资源和热钱转化为绿色环保的落
地应用。 

4. 安全︓完善的资讯安全措施来保护会员的碳汇与数字资产。例如:  双重认证机制、服务
器与机房等设备管理、冷热钱包分离、SSL和SSH数据传输加密, Host.conf,及Sysctl.conf
的配置︐ FTP与TMP的保护, PHP功能强化, DDoS和CC攻击防御。 

5. 社群︓无需会员费即能交易并参与微型碳中和︐鼓励更多的全球公民支持气候行动。  贡
献者获颁证书并表扬于荣誉榜。 

引导区块链资金进入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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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CO2介绍 

	 ECO2︐以区块链技术来解决全球抗暖化的数字加密资产


6.1 发行机制介绍 

 ECO2总发行量三亿枚。 

1. 20% 项目启动和碳汇开发︓ 
A. 10%    前期投资使用︓建立营运架构、碳汇开发费用︐平台建立费用和相关低碳

应用。 
B. 10%    由营运与技术团队持有。 

2. 50% 碳汇资产开发︓依据实际碳汇资产价值背书发行︐按照碳汇市场当时价值︐发
行等价值的ECO2。ECO2持续发放碳汇来支持环保︐开始释放时会在官网公布碳汇数
量与ECO2释放数量等详细资讯。 

3. 30% 将用于推广碳交易等其他减排应用︐当开始使用时会公布细节在官网。 

目标︓ 

1. 发展区块链气候共识 

2. 活络国际碳交易市场 

3. 鼓励个人参与碳中和 

4. 建立区块链环保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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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联合国气候区块链联盟 

 ECO2是气候区块链联盟(Climate Chain Coalition, CCC)的核心成员︐负责亚洲市场的
推广︐共同为《巴黎协定》的全球抗暖化气候行动努力。联合国(United Nations)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UNFCCC)所支持的气候区块链联盟︐是一个开放的全球性组织︐共同以区块链技
术(blockchain)和相关数据解决方案(如物联网、大数据)来帮助气候行动方面的融资︐并加强
碳排放检测核算、报告、核查体系(MRV)的实施︐从而缓解全球暖化︐ 

联合国气候区块链联盟核心会员 
www.climatechaincoalition.io/membership-list 

 2017年12月12日︐适逢《巴黎协定》签订二周年︐法国巴黎举办了 “一个星球"气候融
资峰会︐气候区块链联盟顺势成立。这个致力于分布式账本技术、区块链等创新应用的多方
共好利益团体由12个组织构成。截至2018年8月︐已经有100多个企业或组织加入气候区块链
联盟︐聚焦成员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促成建设网络、研究治理、试点示范等各项活动
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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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ECO2智能合约源代码 

ECO2 使用 Ethereum的ERC-20标准做为初期的区块链网络基础︐在完成自主研发的区块链
环保标准后︐ECO2将会转换到自主的区块链网络︐完成整体区块链和碳指标的结合。 

pragma solidity >=0.4.22 <0.6.0;

interface tokenRecipient { 
    function receiveApproval(address _from, uint256 _value, address _token, bytes calldata _extraData) external; 
}

contract TokenERC20 {
    // Public variables of the token
    string public name;
    string public symbol;
    uint8 public decimals = 18;
    // 18 decimals is the strongly suggested default, avoid changing it
    uint256 public totalSupply;

    // This creates an array with all balances
    mapping (address => uint256) public balanceOf;
    mapping (address => mapping (address => uint256)) public allowance;

    // This generates a public event on the blockchain that will notify clients
    event Transfer(address indexed from, address indexed to, uint256 value);
    
    // This generates a public event on the blockchain that will notify clients
    event Approval(address indexed _owner, address indexed _spender, uint256 _value);

    // This notifies clients about the amount burnt
    event Burn(address indexed from, uint256 value);

    /**
     * Constructor function
     *
     * Initializes contract with initial supply tokens to the creator of the contract
     */
    constructor(
        uint256 initialSupply,
        string memory tokenName,
        string memory tokenSymbol
    ) public {
        totalSupply = initialSupply * 10 ** uint256(decimals);  // Update total supply with the decimal amount
        balanceOf[msg.sender] = totalSupply;                // Give the creator all initial tokens
        name = tokenName;                                   // Set the name for display purposes
        symbol = tokenSymbol;                               // Set the symbol for display purposes
    }

    /**
     * Internal transfer, only can be called by this contract
     */
    function _transfer(address _from, address _to, uint _value) internal {
        // Prevent transfer to 0x0 address. Use burn() instead
        require(_to != address(0x0));
        // Check if the sender has enough
        require(balanceOf[_from] >= _value);
        // Check for overflows
        require(balanceOf[_to] + _value >= balanceOf[_to]);
        // Save this for an assertion in the future
        uint previousBalances = balanceOf[_from] + balanceOf[_to];
        // Subtract from the sender
        balanceOf[_from] -= _value;
        // Add the same to the recipient
        balanceOf[_to] += _value;
        emit Transfer(_from, _to, _value);
        // Asserts are used to use static analysis to find bugs in your code. They should never fail
        assert(balanceOf[_from] + balanceOf[_to] == previousBalances);
    }

    /**
     * Transfer tokens
     *
     * Send `_value` tokens to `_to` from your account
     *
     * @param _to The address of the recipient
     * @param _value the amount to send
     */
    function transfer(address _to, uint256 _value)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_transfer(msg.sender, _to, _value);
        return true;
    }

    /**
     * Transfer tokens from other address
     *
     * Send `_value` tokens to `_to` on behalf of `_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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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param _from The address of the sender
     * @param _to The address of the recipient
     * @param _value the amount to send
     */
    function transferFrom(address _from, address _to, uint256 _value)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require(_value <= allowance[_from][msg.sender]);     // Check allowance
        allowance[_from][msg.sender] -= _value;
        _transfer(_from, _to, _value);
        return true;
    }

    /**
     * Set allowance for other address
     *
     * Allows `_spender` to spend no more than `_value` tokens on your behalf
     *
     * @param _spender The address authorized to spend
     * @param _value the max amount they can spend
     */
    function approve(address _spender, uint256 _value)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allowance[msg.sender][_spender] = _value;
        emit Approval(msg.sender, _spender, _value);
        return true;
    }

    /**
     * Set allowance for other address and notify
     *
     * Allows `_spender` to spend no more than `_value` tokens on your behalf, and then ping the contract about it
     *
     * @param _spender The address authorized to spend
     * @param _value the max amount they can spend
     * @param _extraData some extra information to send to the approved contract
     */
    function approveAndCall(address _spender, uint256 _value, bytes memory _extraData)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tokenRecipient spender = tokenRecipient(_spender);
        if (approve(_spender, _value)) {
            spender.receiveApproval(msg.sender, _value, address(this), _extraData);
            return true;
        }
    }

    /**
     * Destroy tokens
     *
     * Remove `_value` tokens from the system irreversibly
     *
     * @param _value the amount of money to burn
     */
    function burn(uint256 _value)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require(balanceOf[msg.sender] >= _value);   // Check if the sender has enough
        balanceOf[msg.sender] -= _value;            // Subtract from the sender
        totalSupply -= _value;                      // Updates totalSupply
        emit Burn(msg.sender, _value);
        return true;
    }

    /**
     * Destroy tokens from other account
     *
     * Remove `_value` tokens from the system irreversibly on behalf of `_from`.
     *
     * @param _from the address of the sender
     * @param _value the amount of money to burn
     */
    function burnFrom(address _from, uint256 _value) public returns (bool success) {
        require(balanceOf[_from] >= _value);                // Check if the targeted balance is enough
        require(_value <= allowance[_from][msg.sender]);    // Check allowance
        balanceOf[_from] -= _value;                         // Subtract from the targeted balance
        allowance[_from][msg.sender] -= _value;             // Subtract from the sender's allowance
        totalSupply -= _value;                              // Update totalSupply
        emit Burn(_from, _value);
        return tru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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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钱包 

ECO2可使用钱包︓ 
  
• MyEtherWallet 第三方钱包。为方便用户使用︐ECO2支持国际通用的第三方钱包︐来

提 供 用 户 多 元 化 的 资 金 储 存 方 式 。 使 用 M y E t h e r W a l l e t 钱 包 ︐ 请 到 h t t p : / /
www.myetherwallet.com ︐免费申请使用︐并支持多语言操作界面。 

• imToken 第三方钱包。imToken支持iOS和Android手机APP︐并且支持中英文界面︐请
到https://token.im 下载APP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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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oken支持导入旧钱包︐如果已经拥有钱包的使用者︐可以导入私钥的方式︐在
imToken里面使用原本的钱包︐方便管理。 
（ 请小心存放相关钱包密码、私钥等资料︐避免资金流失。） 

6.5 ECO2官网 

www.eco2.cc 

关于ECO2的 新消息、更新信息︐请到访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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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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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区块链 
环保社群

推广VER 国际 
碳交易平台

推广个人碳中和

ECO2低碳商圈

区块链个人 
碳账户

区块链环保标准

ECO2计划持续发展区块链在低碳
环保领域的应用︐实现全球公民
一起努力的气候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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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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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开始筹备并投入VCS林

业碳汇开发

2017 
ECO2规划时期

2018-Q1 
ECO2上线交易

2018-Q2 
参与环保活动 
和区块链展

2018-Q3 
开始建立碳交易 
平台VER Trade

2018-Q4 
参加联合国 

24届气候大会

2019-Q1 
VER国际碳交易 

平台测试

2019-Q2 
VER国际碳交易 

平台发布

2019-Q3 
活化国际碳交易

2019-Q4 
发展区块链环保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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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开发团队 

  
 ECO2是世界第一个对抗全球暖化的数字加密资产︐目標以區塊鏈技術來提升全球抗
暖化的能力。全球暖化主要由溫室氣體浓度上升引起︐而二氧化碳是其中 主要的溫室氣
體︐碳交易市場發展和碳中和行動推廣可以减少二氧化碳的产生。我們在結合区块链技术和
碳市場的基礎上︐發展更多強化全球氣候行動的應用︐幫助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控制在巴黎協
定的目標︐平均升溫控制在1.5℃~2℃之內︐讓人類活動和地球環境可以盡快的達到平衡︐
使人們免於全球暖化和極端氣候的災難。 

郝轩正 创始人 

2017年东盟〸国环保金融创新奖得主 

部队服役10年︐复员涉足影视投资金融等行业︐后期关注
金融创新︐2012比特币进入中国后︐成为国内资深玩家︐
并一直思考相关的区块链应用创新。在2016年中国参与全
球抗暖化《巴黎协定》︐以敏锐的眼光现绿色低碳商机︐
并投资碳汇行业。在2017年中国宣布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
时︐觉得这是碳汇结合区块链的 佳时机︐所以组织团队
发起ECO2︐用区块链记录全球个人碳减排︐碳本位的数字
加密资产。励志为全球气候环境做贡献。 

林宇阳 共同创始人 

台湾淡江大学硕士毕业︐多年科技公司运营管理及国际品
牌推广经验。近年积极响应全球抗暖化的气候行动︐專攻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融合区块链创新科技产生多赢综效。
陆续參與國內外碳交易、區塊鏈、节能环保的产官学界论
坛会议︐在亚洲开发银行等跨国峰会发表演说。

 黄立其 共同创始人 

奥地利Universität Innsbruck 国际经贸硕士、台湾政治大
学风险管理研究所法律组毕业。云科技、法律界、金融
业、教育圈等国内外跨领域的多元历练与丰硕成果。职司
资源整合、事业发展与销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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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万佳博士 财务顾问 

美国金融博士 PhD。 
美国注册会计师 CPA、美国注册税务师 CTA。 
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会员 AICPA。 
中国杰出贡献爱国人士 (2008年)。 
英国伦敦证劵交易所保荐人。 
出版15本金融方面的著作。 
辅导30多家企业在香港、纳斯达克、纽约、新加坡、伦敦
等股票交易所上市

张玉清博士    区块链技术顾问 

中国(北京)地质大学信息工程学院副院长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ACM训练队主教练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硕士 
主要科研方向为区块链、数据挖掘、云雾计算、虚拟现实
等。

王佩凡  运营总监 

南非Capital College Pretoria R.S.A︐10多年国际⼯作经
验︐擅⻑跨国合作推广及执⾏多种项目︐现负责ECO2团队
运营及媒体宣传。 

Sophie            国际商务总监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毕业 
国际经贸研究、多媒体、消费市场、艺术管理经验。负 
责海外市场推广与行销渠道对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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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免责声明 

  
 ECO2是区块链领域的专用代币。并不代表公司股份或证券。区块链行业有独特的技
术、政治和市场风险︐由此产生的风险持币人自行负责。 

有任何问题请洽ECO2官方网站︓www.eco2.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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