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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经面对面》

安永李菁：

海南可抢占蓝碳研究和交易的国际制高点
□ 本报记者 郭静瑜

海碳中心要定位国际
连接国内与国际碳市场

海南的太阳能
资 源 、海 洋 资 源 、森
林资源、生物资源等
十分丰富，具有率先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目标的有利条件。
海南省人民政府日
前印发《海南省碳达
峰 实 施 方 案》明 确 8
大 项 、30 条 重 点 任
务，提出争做碳达峰
碳 中 和 工 作“ 优 等
生 ”的 目 标 ，确 定 了
碳 达 峰 的“ 路 线 图 ”
和“ 时 间 表 ”。 在 此
背景下，如何处理好
“ 双 碳 ”目 标 和 经 济
发展之间的关系，将
变得愈发重要。
海南国际碳排
放权交易中心与国
内其他碳排放权交
易中心，如何错位发
展？按期实现双碳
目标，在产业发展方
面，哪些产业要有序
退出？哪些产业应
该重点培育？绿色
金融有哪些实践经
验可以支持碳中和
目标？
围绕这些问题，
《海 财 经 面 对 面》栏
目对话安永大中华
区 ESG 管 理 办 公 室
主任、金融服务可持
续发展服务合伙人
李菁，畅聊“双碳”目
标下的产业发展趋
势、绿色金融的实践
经验以及海南蓝碳
交易的广阔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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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经观察员：国家提出的“双碳”目标
将带来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
同时也孕育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何为“碳达
峰”
“ 碳中和”？我国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
作，
有什么重要意义？
李菁：碳达峰、碳中和话题非常受关注。
简单来说，
“ 碳达峰”是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达到峰值不再增加，由增开始转降的拐点出
现。
“ 碳中和”是指通过节能减排、能源替代、
产业调整等方式,让排出的二氧化碳被回收,
实现正负相抵,最终达到“零排放”。
2020 年 9 月，中国宣布力争于 2030 年前
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于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也彰显了中国作为
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中国高质量发展
的必然要求。
与其他发达国家能源结构不同，中国“富
煤贫油少气”的能源供给现状使得中国能源
结构中以煤炭、石油、天然气为代表的化石燃
料占一次能源消费的绝大比重，在中国要实
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做的工作更为艰
巨。所以说，我国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
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海财经观察员：按期实现“双碳”目标，在
产业发展方面，哪些产业要有序退出？哪些
产业应该重点培育？
李菁：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的时间越早，峰
值的排放量越低，就越有利于碳中和目标的
实现。目前中国还在大力推进工业化、城镇
化的进展，现阶段做节能减排要付出高额成
本。因此，我们一定要注意减排与发展并举，
要关注整体和局部、短期和中长期的战略规
划。
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是由化石能源的燃
烧导致，能源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的必然要求。从未来看，实现碳中和需要火
电机组有序退出，以及大幅增加风电、光伏等
可再生能源在中国能源消费中的比例，积极
发展氢能，
有序发展核电。
此外，新能源汽车行业也需要大力发展，
我们出门时可能需要更多地使用新能源汽
车。此外，绿色建筑行业也需培育，未来会有
更多达到节能标准的三星级以上的绿色建筑。
海财经观察员：碳排放权交易能否通俗
理解为二氧化碳能卖钱？今年 3 月海南国际
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获批设立，在您看来，海碳
中心与国内其他碳排放权交易中心相比，如
何错位发展？
李菁：碳排放权交易，俗称碳交易，就是
把企业排放的二氧化碳包装成一种资产或者
说商品，建立相应的市场平台进行交易买进
卖出，
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市场机制。
其实通俗意义上来讲，也可以说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能卖钱。
“谁污染谁付费”，用市场
的力量保护环境。
海碳中心是我国率先提出面向国际定位
的碳排放权交易中心，这也区别于国内其他
碳排放权交易中心。长期来看，海碳中心有
利于拓展中国在国际碳市场的参与度并争取
国际碳定价权。
至于差异化发展，首先海碳中心的产品
交易就具有独特性，主要定位为蓝碳交易。
简单来说，蓝碳就是海洋生态系统吸收和固

定的碳。海南在发展蓝碳方面也具有得天独
厚的自然条件和政策优势，海南自贸港独特
的政策优势也有利于将海南蓝碳产品和海碳
中心推向国际，海南可抢占蓝碳研究和交易
的国际制高点。
其次，海碳中心定位国际，连接国内与国
际碳市场。这与海南特殊地理位置有关，可
以首先面向东南亚等国家发展国际业务。

绿色金融要防范
“洗绿”
“漂绿”
“染绿”
海财经观察员：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之
下，包括碳金融在内的绿色金融业务发展也
将迎来机遇。如何看待发展绿色金融对于我
国落实 3060 目标的重要性？
李菁：绿色金融作为“碳达峰、碳中和”中
的重要环节，将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发挥
巨大的推动作用。3060 目标对于我国各个行
业都非常重要，这其中包括以高碳排放为主
的八大控排行业，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
绿色环保、可持续建筑等绿色行业。
其实，我国实现 3060 目标所面临的挑战
巨大，时间短、任务重。在此背景下，相关专
家学者预判将至少需要撬动百万亿资金达成
碳中和目标。如此巨额的资金，需要国家投
入和社会、民间资本的共同支持。我国的绿
色金融发展以 2016 年的 G20 杭州峰会为起
点，首次把绿色金融写入了 G20 的公报。在
这之后的峰会里，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都是
国家领导人的共识。
海财经观察员：那么，绿色金融有哪些实
践经验可以支持实现碳中和目标？
李菁：绿色金融在实现“双碳”目标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绿色金融体系的构建，可以
有效发挥市场化金融手段的作用，撬动更多
社会资本投入到绿色产业，同时有效抑制污
染性投资。
绿色金融有一些先行经验可以为碳中和
目标的实现打下基础。例如中国“六省九地”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出台的激励政策，
刺激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大
力支持具有应对气候变化效应、环境污染治
理、资源节约利用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为地方
绿色金融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外，一些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也推广
得特别好。如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基
金、绿色保险、绿色信托、ESG 投资、碳金融等
绿色金融产品的大力发展。
另外，我们看到原来绿色金融可能比较
针对大型机构投资人、大型项目发行人，但现
在绿色金融越来越贴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比如有些银行推出个人碳账户，我们的绿色
出行、绿色消费都会获得相应的碳积分，进而
兑换绿色权益。
海财经观察员：为了更好发挥绿色金融
对碳中和的支持作用，您认为绿色金融还面
临哪些挑战？
李菁：我国绿色金融在上一个五年规划
中设立了政策体系。但在绿色金融发展中，
仍需防范“洗绿”
“ 漂绿”
“ 染绿”，而这需要专
业的第三方独立认证机构来帮助投资人规避
风险。要避免投资被“漂绿”、避免项目出风
险，
定期的信息披露非常关键。
此外，金融业要更多地关注个人消费减
排。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较大，个人消费带

来的能耗是非常可观的。个人碳账户目前大
多数处于试点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的
不足，
尚未被社会公众大范围接受。
海财经观察员：安永已经在 2020 年实现
碳中和，
能否分享一些相关的实践经验？
李菁：首先，我们在公司内部实施绿色节
能办公，比如减少不必要的差旅、尽可能地启
用视频会议、减少不必要的打印等。通过一
系列的努力，我们将人均全年碳排放量从 4.3
吨降至 2.2 吨。
其次，我们还在全球多个地方通过购买
绿色电力、林业碳汇等方式，通过抵消交易，
实现碳中和。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我们就实
现了全球碳中和，下一个目标是到 2025 年实
现净零排放。
另外，除了自身做得好外，安永作为一个
专业机构，我们也为很多客户提供专业的碳
中和技术支持。在刚刚落幕的 2022 年服贸
会上，安永全球首发 ESG 投资解决方案——
“3060 碳管理系统”，旨在一站式解决企业统
计碳排放量、挖掘减排潜力分析、管理碳资产
以及信息披露等核心问题。

要将 ESG 理念融入企业发展基因
海财经观察员：A 股上市公司的 ESG 信
息披露意识和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据您观察
目前我国公司披露的 ESG 报告方面情况如
何？
李菁：目前，我国 A 股上市企业 ESG 披露
还是以鼓励为导向的。在 A 股上市企业中，
披露 ESG 报告、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
告的平均比例在 30%左右。一些头部企业做
得还不错，但是中小企业意识相对薄弱一些，
有的还没有披露。与 H 股相比，A 股在披露
比例和披露数据详实方面还有一些差距。
未来，针对 A 股上市企业 ESG 信息披露
的监管要求，一定会逐年提高。毕竟，无论是
从政府部门还是企业自身方面而言，对 ESG
披露的重视程度都逐年提高。中国未来也会
逐步推进和提高有关可持续发展信息披露的
一些要求。
海财经观察员：ESG 理念与中国绿色发
展、
低碳转型的目标相契合，企业重视节能减
排本身也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整体来
看，当前国内企业 ESG 评级分数较低，其中的
原因是什么？
李菁：对于 A 股上市的企业而言，评分较
低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信息披露不充分。信息
披露越充分，评级机构或资本市场对其非财
务价值的了解就越透彻，得到的正面反馈就
越高。企业需要将 ESG 理念融入战略层面和
运营管理，
进行系统性管理。
其次，国内企业缺乏 ESG 定量分析和绩
效评估。企业披露信息的质量不高，多为定
性披露，
缺乏具体的量化。
海财经观察员：在您看来，应该如何规范
披露数据？
李菁：第一，监管机构要出台统一的标
准，为企业提供清晰的指引；第二，要发挥行
业协会作用，行业协会可以发挥枢纽作用，制
定各行业指标，帮助企业梳理数据；第三，可
以借助专业的第三方机构，ESG 的发展在国
内还在初期，借助第三方机构的先进理念和
实践经验，
可以帮助企业少走弯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