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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COP27-灰姑娘来到舞会（开场） 
 

在 2021 年格拉斯哥的高调结果后，我们对沙姆沙伊赫的 COP27 的预期相当温和，事实也

证明了这一点。 

缔约方同意设立一个基金来补偿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变化影响，除了以上对损失和损害方面

取得突破外，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真正的进展。 

会议重点“封面案文”（cover text）重复了《格拉斯哥协议》的大部分容，重申需要将

全球平均温升控制在 2℃以内，并力争不超过 1.5℃，并对没有将大量资金投入气候环境脆弱

的国家表示遗憾后悔，同时应该敦促各国修订“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各方根据自身情况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目标）。 

在关于市场机制的谈判中，缔约方在确定如何、何时和何地转让减排量、电子登记处

（electronic registry）的参数以及哪些构成机密信息的法律细节上存在分歧。（资金机制

投入运行的时间线、资金来源、组织架构等） 

然而，在谈判之外，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作为排放交易的主要商业倡导者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他们在商务交流中心(Business Hub)

举办了 80 多场活动，并多次应邀演讲。事实上，代表团大厅的主要特点之一是举办碳市场活

动的缔约方数量众多,这是格拉斯哥协议后，人们对此感兴趣增加的明显迹象，同时也预示着

接下来几个月的忙碌。 

自愿的碳市场是 COP27 的一个主要话题。新举措的正式启动、小组讨论和闭门会议见证了

关于自愿碳交易市场（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VCM）的辩论，从供应方举措到新的、净

零企业和非国家行动者指导方针，到完整性、质量、相应的调整，以及最后重要的声明。 

 

共同实现 

埃及总统将今年的会议宣传为“执行缔约方会议”，重点关注“建立在格拉斯哥的政治势

头之上”和“从一个谈判和承诺的时代转向一个执行的时代”的必要性。 

COP27 主席萨迈赫·舒凯里（Sameh Shoukry）在会议开幕时还强调了“适应”是一个重

点，指出迄今为止承诺的大部分气候资金都集中在缓解而非适应方面。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 （Simon Stiell）强调了实施信息：“今天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我们开始做不同的事情。巴黎（COP21）给了我们协议；卡托维茨（COP24）和格拉斯哥（CO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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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我们计划。沙姆沙伊赫让我们转向执行。这就是一个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的信号。” 

但事实是这样吗？ 

COP27会议主席萨迈赫·舒凯里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经过两周的会谈，会议制定了《沙姆沙伊赫实施方案》，其中许多要素与《格拉斯哥气候

公约》惊人的相似。 

对可再生能源和低排放技术的引用再次被纳入会谈，而关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文本则被

弃用，变为“逐步减少使用煤电，逐步取消对低效化石燃料的补贴”。 

在资金方面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缓解工作计划（Mitigation Work Programme, MWP）提供

了没有意义的承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五年规划，但是这并没有增加任何会议目标。 

另外设立了一个新的工作方案和关于公正能源过渡（just energy transition） 的部长

级圆桌会议。 

如果说 COP27 有一个关键进展，那就是关于损失和损害的正式对话。在缔约方会议议程

上，损失和损害首次在整个峰会期间发挥了核心作用，并成为会议最后几个小时的核心问题。 

在全体会议厅和代表团办公室外，最受关注的是碳市场。在之前在马德里和格拉斯哥举行

的会议上上，随着越来越多的缔约方和代表热衷于学习和了解市场机制可能带来的更大雄心，

IETA 的知名度稳步提高。 

在沙姆沙伊赫，碳定价的讨论几乎是遍布全场的。 

与市场相关的活动数量之多意味着 IETA 的工作人员和代表们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演讲议

程，因为更多的国家试图依靠第 6条。COP27 上公布了一些重要的报告和倡议，并承诺将进行

更多的磋商和提升。 

如果说格拉斯哥对市场机制发出了邀请，那么沙姆沙伊赫就是碳市场展示的舞台。 



 3 

COP27 的关键成果 
COP27 通过的文件和决定的完整列表可在这里找到。 

沙姆沙伊赫实施方案：COP 和 CMA（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巴黎协定》缔约方会议的《公约》缔约方会议）

通过了各自的决定，重申了《巴黎协定》的目标，即将气温升高控制在 2 摄氏度以下；认识到

需要加强能源安全，包括加快清洁和公正的过渡；并强调需要低排放和可再生能源。 

这些决定让人意识到，到 203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需要比 2019 年减少 43%。 

COP 会议还提醒缔约方，明年在迪拜举行的第 28 届 COP 会议将进行全球盘点，并鼓励各

国及时为下一次会议提交最新的国家贡献和长期战略。 

 

COP27 第六条谈判结束时，会场对休·西里（Hugh Sealy）表示敬意，他是前任第六条谈判者，也是今年早些时候去世的自愿碳市场

诚信理事会（Integrity Council for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IC-VCM）联合主席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关于适应问题，COP27 推进了关于全球适应目标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工作方案，决定

案文呼吁缔约方扩大其财政捐助。 

COP27 设立了一个新的“损失与损害的基金”，本次主要讨论应该如何运作该基金机制。

（目前并没有开始实施） 

COP27 确定了圣地亚哥网络的组成，促进与“损失和损害”（loss and damage）有关的组

织、机构、网络和专家的技术援助。 

会议确定了 MWP 的工作范围和参数，从而急速提升在格拉斯哥建立的全球雄心；缔约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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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P31 之前举行会议，讨论如何提高雄心。然后，结果将是非规定性的（non-prescriptive）、

非惩罚性的（non-punitive）、促进性的（facilitative）、尊重（respectful）国家主权和

各自国情的，并且不强加新的指标或目标。 

令人遗憾的是，COP27 会议发现，2009 年在哥本哈根商定的每年 1000 亿美元的缓解基金

仍未达到其目标；它还敦促缔约方在下届 COP 会议之前完成制定新的气候融资集体量化目标工

作。 

关于第 6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 6.2 条和第 6.4 条的一系列决定，我们将在下文中对此进

行更详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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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的背景介绍 
在 COP27 会议之前的 12 个月一直动荡不安，全球经济正努力从新冠肺炎的流行中复苏，

最近还面临着 2月份乌俄冲突所引发的能源危机。 

因此，在 COP27 会议即将召开之际，缔约方可能会考虑其他问题：能源安全一直是世界许

多地区的首要议程，煤炭使用的复苏令人担忧，随着各国政府寻求锁定能源供应，出现了“天

然气冲刺”（dash for gas）。 

即将到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不利于开启更多雄心勃勃的气候政策，而粮食安全也是一个日益

增长的担忧。 

然而，目前也已经取得了一些胜利。美国国会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是美国有史以

来通过的最大规模的气候变化支出法案，其目标是加速向无碳能源的过渡，并在 2030 年前将

排放量减少近 40%，总额超过 3700 亿美元。 

在欧盟，REPowerEU 计划寻求部署超过 2000 亿欧元，以加快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变，同时

该集团也即将完成对其能源和气候法规的重大改革，这将支持其更新的 2030 年 55%的减排目

标。 

私营部门看到了 IC-VCM 的发展，该理事会将指导利益相关者实现高质量、透明和经验证

的减排。 

IETA 也一直在努力开展工作，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展关于数据的项目，这些项目将支持国

家和国际排放交易的发展。 

因此，商界带着成就感和目标来到沙姆沙伊赫，准备看到通过政治讨论，以同样的决心，

来完成目标。 

COP26 代表了一个阶段的结束。2021 年《巴黎协定》的完善，使这一进程与过去有了明显

的决裂，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将决策转化为行动上，不仅是在资金、缓解、适应、损失和损害

方面，还包括市场机制的核心。 

在沙姆沙伊赫，我们希望看到更多国家在 2023 年全球盘点之前，阐述如何利用市场提高

其 NDCs。我们期望了解围绕第六条的进一步工作方案，例如市场基础设施方面的工作进展：第

六条的各种机制，如电子登记处、为需要的国家的提供能力建设，以及关键的第 6.4 条机制与

自愿碳交易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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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在前往巴厘岛 G20 峰会的途中出席 COP27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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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7 开端 

议程分为三个理事机构：《气候公约》第二十七届缔约方会议（COP27）、作为《京都议

定书》缔约方会议的第十七届缔约方大会（CMP17）和作为《巴黎协定》缔约方大会的第四届

缔约方会议（CMA4）。 

第六条议程由 CMA 负责处理，初步技术讨论由附属科技咨询机构（Subsidiary Body o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负责。 

缔约方会议开幕式的高级别部分被称为沙姆沙伊赫执行首脑会议，吸引了 112 位世界领导

人，并举行了几次圆桌会议，讨论了金融、公正过渡、绿色氢、粮食和水安全等问题。 

 

第 6 条 第一周 

甚至在 COP 会议正式开始之前，第 6.4 条监督机构（Supervisory Body, SB）就匆忙完成

了今年的工作计划。SB 今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一直持续到周六晚上，直到 11 月 6 日周日下午

COP26 主席阿洛克·夏尔马（Alok Sharma）正式开始会议时才刚刚结束。 

SB 最后完成了提交给 CMA 的年度报告，并附有反映其第三次会议的增编，并向 SBSTA 提

交了一份关于如何根据第 6.4 条机制处理二氧化碳清除量的建议草案。 

然而，SB 未能就第 6.4 条项目的方法指南达成一致，主要原因是在如何实施 COP26 商定

的方法应符合《巴黎协定》目标的要求方面存在分歧。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Tosi Mpanu Mpanu 主持了科技咨询机构的谈判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开幕式之后，COP 会议第 1 周于 11 月 7 日星期一开始，在 SBSTA 的主持下举行了第 6 条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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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的开始，很明显，将要通过的关于第 6.4 条的决定草案反映了比关于第 6.2 条的

决定更为“成熟”的讨论。 

这反映了一个事实，即除了第 6.4 条监督机构为制定规则、模式和程序（rules, 

modalities and procedures, RMP）而开展的工作之外，缔约方去年在格拉斯哥通过了更具规

范性的决定。 

在格拉斯哥达成的关于第 6.2 条的协议没有那么具体，因为这一机制的运作由各方单独和

双边详细阐述，因此，对于“合作办法”的含义，在解释上仍存在一些分歧。 

印度尼西亚的 Kuki Soejachmoen 和挪威的 Peer Stiansen 推动了 SBSTA 关于第 6.2 条

（合作办法）的讨论。 

该小组的任务是就以下方面制定具体指导意见： 

x 国际间减排成果转移（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 ITMOs）的

跟踪 

x 专家技术审查 

x 初次报告和定期信息概要 

x 授权（是否可以撤销原有的信用额度） 

x 基础设施（秘书处、行政费用、数据等） 

关于第 6.2 条的会谈以 SBSTA 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Tosi Mpanu Mpanu 提供的非正式说

明为基础。 

在第一个星期一，由于联合国工作人员拒绝让大量找不到座位的参会者站在会议室里，第

6.2 条非正式协商被放弃。 

最终，第 6.2 条会谈开始，早期讨论的重点是基础设施——登记处、平台和数据库。人们

对整体架构的看法仍然存在很大分歧。 

ITMOs 的授权问题，以及缔约方是否可以撤销该授权，一直困扰着第 6.2 条和第 6.4 条的

谈判。 

我们的观察员在这个问题上发现了五种不同的立场。 

x 印度、巴西和小岛屿国家联盟认为，可以更改或撤销初始授权；这是国家的特权。 

x 英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表示，不应该有任何变化，或者至多是有限的变化。 

x 非洲地区声称，应允许改变用途（即在实现 NDCs 或移交给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

（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 CORSIA ），

但不应撤销授权。 

x 欧盟和加拿大表示，应在 2023 年的工作计划中讨论有关授权变更的决定。 

x 最后，美国、泰国、日本、新西兰和最不发达国家表示，这些问题超出了授权范围，CMA 不

应提供进一步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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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的 Peer Stiansen 和印度尼西亚的 Kuki Soejachmoen 共同主持了科技咨询机构关于第 6.2 条的技术会谈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周五早些时候发布的更新版第 6.2 条文本以共同主持人的评论为标题，即“转发的决定草

案……不代表缔约方之间的共识，CMA 需要进一步工作来最终确定这一决定。”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的 Kate Hancock 和不丹的 Sonam Tashi 为第 6.4 条（机制）的非正

式协商提供了便利。 

第 6.4 条议程包括： 

x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清洁发展机制）的过渡 

x CERs（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核证减排量）是对第一次国际自主贡献的应用 

x 东道国报告 

x 第 6.4 条的登记问题 

x 收益份额（Share of Proceeds）的流程 

x 全球排放的总体缓解（Overall Mitigation of Global Emissions）流程 

第 6.4 条讨论是以 SBSTA 主席在 COP27 之前提供的一份非正式文件为基础的。 

第 6.4 条小组在第一周开始时举行了一次为期两小时的会议，讨论如何进一步指导《京都

议定书》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向新机制的过渡，以及如何将核证的减排量用于缔约方的首次国家

自主贡献。 

尽管去年在格拉斯哥 COP26 达成了决定，但谈判中有支持者——大多数是发达国家——仍

然对使用 CERs 来实现《巴黎协定》规定的目标的想法感到不满。 

讨论还涉及第 6.4 条下东道国缔约方的报告要求。SBSTA 主席提出的拟议案文草案包括关

于授权时间的重要备选方案（当缔约方可授权发放第 6.4 条减排量额度时）。 

一些缔约方认为，发放和授权是该过程的独特要素，这为未经监管机构正式授权发放第

6.4 条信用额度提供了选择，这些信用额度可能流向自愿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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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还提出了缔约方是否可以撤销授权的问题。 

11 月 10 日星期四早些时候，共同主持人根据 SBSTA 主席的提议和缔约方的评论发表了一

份新的第 6.4 条文本草案。 

案文仍然有大量括号内的文字，特别是与登记处机制运作相关的文字以及从 CDM 向 CERs

的转化。 

登记册和交易程序的文本也与关于减排授权的章节相联系，一些缔约方建议在处理第 6.4

条中的这些章节之前，等待第 6.2 条授权谈判结束。 

关于未经授权的 A6.4ERs 的现状及其使用目的也存在问题。一些观察员认为，应允许这些

信用额度用于东道国国内目标，但不应该在国际上进行交易。 

在这个问题上，谈判立场分歧很大。巴西、非洲国家集团和相同目的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A6.4ERs 可以由东道国发布，而不必授权在第 6.4 条机制中使用。 

这意味着这些降价可能会流向自愿买家。由于它们作为 A6.4ERs 被正式发布，因此它们仍

需遵守有关收益份额和全球排放总体缓解的规则。 

基本上，在巴西/AGN/LMDC 看来，未经授权的 A6.4ERs 可被视为全球联合国运营标准下的

另一种自愿市场份额。 

公开反对这一观点的是环境诚信集团（由瑞士领导的五国党）中的国家，同样，伞形集团

（Umbrella Group）、欧盟和 AILAC 也持反对态度。他们不希望向国际买家提供任何“未经授

权”的信用额度。相反，它们应该只被用于国内计划。 

文本草案中关于收益份额和全球排放总体缓解的部分也有一些备选方案。 

案文涉及关于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的监测期发放 CERs 决定，这是批准方法的最后期

限，以及将核证的排减量转移到第 6.4 条机制登记册。 

括号内的案文涉及关于在 2021 年 1 月 1 日之前，监测期发放的 CERs 决定，这是此批准方

法的最后期限，此后需要将 CERs 转向第 6.4 条机制的登记处。 

第一周的会议研讨在 11 月 12 日星期六结束，第 27 届缔约方会议主席舒克里要求共同协

调人继续协商 48 小时，尝试取得更多进展。 

 

第 6 条 第二周 

第 2周的研究从第 6.2 条开始，代表们集中讨论排放报告表和相关此类报告的电子格式书

写问题。 

缔约方在谈论，是需要更详细的表格和更全面的信息，还是需要更简单的布局和精简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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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踪 ITMOs 的独特标识符（Unique Identifiers）也被广泛讨论，许多各方指出，在达成

一致之前，他们首先需要时间完成对表格的测试。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出席 COP27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在星期一，会议要求第 6.4 条的联系小组和共同协调者准备过渡性建议，从而取得进展。 

本次会议还收到了一些缔约方对第 6.4 条监督机构对删除指导文本的强烈反对，而且很明

显，这项决定草案不会得到 CMA 的批准，而是会交回监督机构进行更多完善工作。 

一些发达国家警告说，“我们需要做得对，而不是快。” 

但在周二讨论无果之后，缔约方会议主席将工作交给了部长们，新加坡的 Grace Fu 和挪

威的 Espen Barth Eide 负责就第 6 条和包括 CDM 在内的其他相关机制问题进行磋商。 

第 6.2 条的新文本出现于 11 月 16 日星期三。 

该文件似乎并不代表在解决有争议的问题方面的重大进步：这次迭代有 153 个括号内的段

落或单词，而从第 1周结束时开始的版本有 170 个。 

经过更多的工作后，另一篇新文本出现在 11 月 18 日星期五的凌晨。 

我们的观察员对关于授权 ITMOs 的文本很感兴趣：该决定草案澄清“根据第 2/CMA.3 号决

定，国际转移的缓解成果，在首次交易前，可被授权使用。见附件，第 1段(d)和(f)”。 

此外，“参与方应根据第 2/CMA.3 号决定规定首次转让,作为授权国际转移的使用缓解成

果的一部分。见附件,第 2段(b)”。 

拟议的决定草案通过了关于通过登记处跟踪 ITMOs 的规则（附件一）、关于缔约方报告的

专家审评（附件二和附件三）、关于各缔约方应如何报告其第 6.2 条活动的规则（附件五和附

件六）以及报告起草格式的模板（附件七）。 

在下午的一次接触会议上，许多缔约方批评了案文草案。欧盟称其缺乏雄心，而其他国家

则对报告和跟踪 ITMOs 的决定内容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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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些时候，双方举行了多次闭门会议，从而协调分歧。日本和巴西共同制定了一项关

于跟踪问题和其他关键问题的过渡性提案，用于解决剩余的分歧。各方经过整夜的努力，改进

该文件，最终在周六公布了决定草案的新版本。 

联系小组批准了决定草案文本，一些次要的编辑项目将被更新为最终版本。（见下文） 

 

第 6.4 条 

与第 6.2 条类似，部长接管会议谈论后，6.4 条取得了一些进展。11 月 16 日星期三发布

的最新第 6.4 条文本有 78 个括号，而上个周六的草案有 110 个括号。 

第 6.4 条案文建议将该机制的规则、方式和程序发回第 6.4 条的监督机构，以“详细描述

并进一步制定建议”，包括关于删除的案文。 

在 11 月 17 日星期四的进一步工作之后，部长们为第 6.4 条制定了一个新文本，其中只有

八对括号和拟议交易程序的三个单独选项。 

Fu 部长补充说，希望在周五时提交最终文本，并宣称自己“谨慎乐观”地认为可以完成

此项协议。 

 

第 6.8 条 

最后，关于第 6.8 条（非市场机制）的谈判由沙特阿拉伯的 Maria Al Jishi 和新西兰的

Jacqueline Ruesga 领导。这一工作流程的目标是制定一项工作方案，并得益于秘书处在会议

之前起草的一份综合文件。 

尽管一些缔约方，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渴望看到进展，但在这方面几乎没有重大进展。 

SBSTA 在缔约方会议之前就如何安排工作方案收集了意见，第一周结束时提出的结论草案

表明缔约方之间缺乏关于如何推进的共识。 

CMA 的决定草案建议工作方案再持续两年，并请秘书处开发一个“基于网络的平台”，使

缔约方能够分享关于非市场机会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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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谈判代表推动了《巴黎协定》市场机制的建立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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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决议 

所谓的“封面案文”中的主要政治协议表示会议了进展，但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 

缔约方会议同意，明年将最终确定一个关于全球适应目标的工作方案，同时重申了在 2024

年达成新的集体量化财政目标的最后期限。同样，缓解工作计划也将于 2026 年最终敲定。 

损失和损害基金已正式成立，并将在今后的会议上进行讨论，以充实授权和它将采取的形

式。 

 

以弗兰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为代表的欧盟最近的一次改头换面，促成了一项建立损失和损害基金的协议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对于第 6.2 条，CMA 采用了有关跟踪 ITMOs 的指南，其中有一些关于独特标识符和登记处

的规定，将记录信用额度授权、首次交易、ITMOs 用户、终止信息等。 

CMA 还授权秘书处制定一个集中会计和报告平台（Centralised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Platform, CARP）和第 6条数据库。秘书处应在 2024 年 6 月之前提供 CARP 的测试

版本，以实现在 2025 年 6 月之前建立一个全面运行的系统。但与此同时，一个临时的解决方

案将在 2023 年 1 月之前到位。 

在格拉斯哥的决定之后，秘书处还负责制定一个国际登记处，为那些决定不建立自己制度

的国家提供后备计划。该国际注册除必须在 2024 年年开始运行。同样，临时解决方案将在 2023

年 1 月准备投入使用。 

CMA 批准了对执行第 6.2 条的缔约方提供的信息技术专家审查指南，以及由缔约方提交第

6.2 条倡议信息的共同报告格式。 

最后决定中删除了关于 ITMOs 授权的草案，取而代之的是，CMA 要求制定一项工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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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决定东道国何时可以将削减的信用额度归属至第 6条管辖范围，以及何时必须进行相应的

调整。该讨论还将涉及信用额度的撤销问题。 

关于 ITMOs 是否可以包括避免排放的决定被推迟到 2024 年。审查机密信息的方式将于明

年决定。 

CMA 4 的最后决定还包括与跟踪有关的指导意见、第 6条技术专家的审查准则、第 6条技

术专家审查报告的概述、参与第 6 条技术专家审查的技术专家的培训方案、初步报告概要和附

件 4中提到的两年期透明度报告概要。 

CMA 还要求秘书处制定和组织关于多个主题的研讨会、培训和技术论文指导，包括商定的

电子格式、技术专家审查、能力建设、初步报告的要求、报告摘要、报告概述、表格、电子记

录数据，以及资助基础设施相关活动和第 6条技术专家审查的选择等。 

决定草案还要求 SBSTA 继续就下列项目进行工作： 

x 第五届 CMA 会议审议和通过的建议（2023 年 12 月）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 

•审查保密信息的方式 

•发现不一致时应采取的建议措施 

•提交初始报告、完成审查和提交非欧基金会（Africa-Europe Foundation, AEF）的时间 

•授权流程及其变更范围 

•根据决定申请授权 

•作为定期信息的一部分提交年度信息的表格 

•将非温室气体计量转换为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 

•识别、通知和纠正第六条数据库中不一致的过程 

•国际登记处的其他功能，允许 A6.4ERs 的转移 

•国际登记处的账户和管理员的作用 

•缔约方使用国际登记册提交信息 

•通用术语 

x CMA6（2024 年 12 月）审议和采纳的建议 

•关于相应调整的进一步指导，以避免重复计算（多年和单年 NDC） 

•考虑 ITMO 是否可以包括避免排放 

在通过的关于第 6.4 条的决定中，CMA 同意，明年 6 月将为希望申请过渡到新机制的 CDM

项目提供模板；如果需要考虑，项目必须在 2023 年底之前提交申请。 

CMA 决定，对于过渡到新机制的项目，其 6.4 计入期将于 2021 年 1 月 1 日开始。会议还

向希望将 CERs 用于其第一个国家数据中心的缔约方发出了一些澄清。 

第 6.4 条案文还包括一项关于可用于各种目的的 6.4ER 类型的关键决定。6.4ER 将代表相

应调整的减少，因此可用于实现 NDC 或“其他国际缓解目的”：即国际合规计划，如 COR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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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德尔克·弗利斯特（Dirk Forrister）在 IETA 关于第 6 条和自愿碳市场的官方 UNFCCC 会外活动上发言。 

图片来源：IETA 

 

另一类信用额度将被称为“缓解贡献减排”（mitigation contribution emission 

reductions, MCERs），未经授权用于国际合规使用。它们“可用于基于成果的气候融资、国

内缓解定价计划或国内基于价格的措施，以促进减少东道国的排放水平”。 

这意味着，MCERs 的目的是帮助降低东道国的排放水平。文中提到的这些排放单位的用途

强调了国内层面，但列表并不详尽，似乎为国际自愿交易市场的使用敞开了大门。 

与第 6.2 条一样，第 6.4 条中关于信贷授权的文本被删除，并将在今后的会议中处理。 

最后，CMA 决定，收益份额和全球排放总体缓解的“折减”将在发行时（而非授权时）适

用于 A6.4ERs 和 MCERs。 

CMP 通过了与过去一年中有关 CDM 活动的决定，并含蓄地承认了 CMA 就 CDM 项目和信用额

度过渡到第 6.4 条机制所作的决定。 

最后，CMP 决定结束联合执行。由于该机制的最后一次活动发生在 2014 年和 2015 年，CMP

决定退出联合执行监督委员会（JI Supervisory Committee），并开展为期一年的计划安排，

用于结束其职能、业务和财务活动。 

鉴于这一决定，CMP 在过渡完成后是否会继续运作 CDM，或者实际上会持续多久，还有待

观察，但 COP27 没有做出决定，甚至没有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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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判室外 

在第六条谈判之外，还有很多乐观的方面。在以往的 COP 上，市场机制被视为一个专业话

题，在国家展馆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但在COP27上，情况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去年在格拉斯哥完成的第6条规则手册（rulebook）

引发了大家对碳定价机制的兴趣，会外活动日程安排中充斥着由国家代表团、协会和非政府组

织主办的活动。 

许多国家正在努力设计适合这些的体系，这将有助于它们实现 NDCs 并将其碳资产货币化。

有限的理解和缺乏信任是利用市场机制潜力的障碍，本次缔约方会议表明，经验丰富的国家正

在加紧援助。 

也许在本届缔约方会议上，VCM 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信念比任何其他会议都更加明确。供

应方倡议包括非洲碳市场倡议（见下文）和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推动的美国

能源转型加速器（US Energy Transition Accelerator）。 

闭门讨论包括在 IC-VCM 和自愿碳市场诚信倡议（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Integrity 

Initiative, VCMI）,他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持续引起人们的关注和期待。 

 

马尔代夫确保在全体会议上集中精力实现这一目标 

图片来源：UNFCCC/Flickr 

 

随着对市场的日益关注，出现了一些高级报告和倡议，从而指导企业和国家实现净零排放。 

联合国非国家实体净零承诺问题高级专家组（High Level Expert Group, HLEG）发表了

其第一份报告，就如何设定和实现自愿净零和净零一致目标提出了基础原则和建议。 

在 COP26 上成立，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加拿大前气候部长凯瑟琳·麦肯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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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herine McKenna）担任主席的高级别小组，于 11 月 8 日星期二在会外活动上公布了报

告，向非国家实体发出了强有力的信息。 

古特雷斯在活动中表示：“（现有的）净零承诺标准和基准具有不同程度的严谨性，和足

以驾驶柴油卡车通过的漏洞。” 

麦肯娜说：“如果你公开宣布自己是一个致力于净零排放的气候领导者，你就不能在继续

建设和投资新的化石燃料供应的同时声称自己是净零排放者。”。 

“高诚信信用额度可以发挥作用，但除了脱碳所必须做的艰苦工作之外，这些资金（来自

抵消购买）可以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脱碳努力。” 

该报告为选择购买自愿碳抵消的实体提出了 10 项建议，强调这些信贷需要代表超出既定

净零路径的承诺。 

它还规定了非国家净零承诺的五项原则： 

1.在 2050 年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道路上实现近中期大幅减排的目标； 

2.通过将承诺与行动和投资相一致来展示诚信； 

3.在分享计划和进展方面的相关、非竞争性、可比性数据方面具有极大的透明度； 

4.通过基于科学和第三方问责制的计划建立可信度； 

5.在所有行动中都表现出对公平和正义的承诺。 

报告赞同 IC-VCM 和 VCMI 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在供需双方所做的详细工作。 

该报告赞同 IC-VCM、VCMI 和基于科学的目标倡议（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在供需双方所做的详细工作。 

COP27 还启动了“非洲碳市场倡议”（The African Carbon Markets Initiative, ACMI），

并发布了一份报告，为到 2050 年建立每年 15 亿美元的自愿碳市场指明了道路。 

ACMI 的目标是到 2030 年，每年产生超过 3亿抵消单位，到 2050 年，每年 15 亿抵消单位。 

该倡议正在寻求签署预付款承诺，以每吨 10 美元的价格购买至少 5000 万个信用额度，这

将在 2010 年至 2020 年期间产生与整个大陆从碳融资中获得的收入一样多的收入。 

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了其净零指南，为“州、地区、城市和组织层面的参与者提供协调、

理解和规划净零的全球基础”提供了共同的参考。 

美国气候特使约翰克里宣布了能源转型加速器，该加速器旨在动员私人资金支持发展中国

家摆脱化石燃料，以换取可以用来抵消大多数企业的碳排放。 

我们参加了中国国家馆组织的关于中国碳市场发展与展望交流论坛，并从中国代表那里得

知，中国目前正考虑将其国家碳排放交易体系对《巴黎协定》第 6.2 条和第 6.4 条所涉及的碳

减排信用额度进行开放对接，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中国面临着其国内抵消机制 CCER 指标无法

满足碳市场日益增长需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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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TA 首席执行官德尔克·弗利斯特受邀参加中国国家馆关于中国碳市场发展与展望论坛 

图片来源：IETA 

美国首次表示有兴趣使用第六条，即使是出于自愿目的，这一点同样意义重大，加上中国

也可能利用第六条的建议，这意味着需求潜在的巨大增长。 

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Securities Commissions. IOSCO）

宣布了一项关于“如何促进公平和功能性市场以及增加结构弹性”的磋商，以确保这些市场实

现其环境目标。 

我们还对缔约方会议其他展馆的事态发展感到倍感激励，这些展馆显示出在各国之间建立

合作的强烈意愿，以将碳定价推广到更多的管辖区域。 

日本公布了其第六条执行伙伴关系（Article 6 Implementation Partnership），这是一

项能力建设方案，在启动时已经吸引了 40 多个参与国以及大量私营部门伙伴。 

IETA 首席执行官德尔克·弗利斯特参与了日本第 6 条实施伙伴关系的启动 

图片来源：I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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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与 UN Environment Programme, UNEP 合作）和德国也宣布了第 6条能力建设提案

（capacity-building initiatives）。 

瑞士宣布了与加纳的第一笔 ITMOs 交易，并与联合国气候变化组织（Regional 

Collaboration Centre, 坎帕拉区域合作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UNDP ）启动了第 6条在线能力建设课程。 

新加坡与摩洛哥、哥伦比亚、越南、加纳和秘鲁签署了几项双边协议，并与巴布亚新几内

亚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同时还公布了与全球碳委员会（Global Carbon Council, GCC）的

一项协议，除了之前与 Verra 和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签署的协议外，还根据该标准发

行的信用提供 ITMO 交易。 

加拿大和智利公布了全球碳定价挑战（Global Carbon Pricing Challenge），呼吁所有

国家将污染定价作为其气候战略的核心部分。挑战还将创建一个对话和协调论坛，以使定价系

统更加有效和兼容，并支持其他国家采用碳定价。 

土耳其也在走向碳定价，在其展馆举行的一些附带活动就见证了这一点。该国计划在两年

内启动其排放交易系统（emissions trading system, ETS）的试点阶段，其中来自碳定价工

具的收入将促进经济转型。 

尼日利亚环境部长还宣布，尼日利亚将实施 ETS，尽管细节有限。 

在一份关于碳市场的不同寻常的声明中，基础四国集团（BASIC group of countries，巴

西、南非、印度和中国）表示，它欢迎第 6条规定的市场和非市场机制，并鼓励使用向适应

基金提供资金的安排。然而，与此同时，它也强调了必须避免的碳边界税（carbon border 

taxes）。 

巴西、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启动了碳市场合作，该组织立即被媒体称为“雨林欧

佩克”。 

 

德尔克·弗利斯特在欧盟馆举行的一场关于碳定价和碳边界调整机制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 

图片来源：I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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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IETA 商务交流中心 

今年 IETA 商务交流中心的活动表明，人们对碳市场的兴趣明显增加。我们欢迎来自各缔

约方和利益相关方的嘉宾和演讲人，并举办了涵盖所有问题的会外活动。 

在COP开始之前，IETA和ICROA（International Carbon Reduction and Offset Alliance, 

国际碳减排和抵消联盟）与 ITN Productions 合作推出了“净零–诚信之路”（Net Zero – 

the Integrity Pathway），该计划展示了碳减排和抵消方面的最佳实践和创新解决方案。 

为了帮助为沙姆沙伊赫的会谈搭建舞台，IETA 成员和其合作伙伴还为“福布斯 400”版面

提供了一份关于网络净零的商业特别报告（The Business of Net Zero）。 

11 月 12 日星期六，ICROA 认证成员针对所有 ICROA 认可的标准（或在认可过程中）举行

了一次圆桌会议，讨论标准和 VVB（Vereinigung Volkseigener Betriebe, 个体经营企业协

会）的有效运作。这是一次非常有建设性的会谈，来自 VCM 供需双方的约 30 名与会者参加了

此次对话。 

在这两周内，IETA 和 ICROA 主办了附带活动，议题包括： 

•第 6.2 条探讨 

•第 6.4 条监督机构的作用 

•第 6 条削减的授权问题 

•支持国家 NDCs 的自愿碳市场 

•森林碳政策 

•碳信用在实现净零排放方面的作用 

•第 6 条与自愿碳市场之间的互动 

•气候行动小组和管辖机制 

•美洲碳市场 

•支持碳市场的数据基础设施 

•私营部门在支持碳定价方面的作用 

•碳捕获和碳储存 

•与 Oxy 首席执行官 Vicki Hollub 进行会谈 

我们的成员、合作伙伴和赞助商就以下主题举办了活动： 

•碳中和主张的治理 

•围绕 ITMO 第 6.2 条发布的架构 

•二氧化碳清除 

•区块链技术的作用 

•启动第 6条实施国实践共同体 

•智能供应链 

•扩大全球农业土壤碳市场 

•美国自愿碳市场 

•社区和非洲的碳标准 

•维护生计以及土著人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在能源危机期间推动气候变化 

•瑞士的双边 ITMO 协议 

•运输解决方案 

•MRV 和 GHG 核算的作用 

•碳抵消与完整性探讨 

•加拿大合作打造清洁能源未来 

•美国森林碳市场 

•报告发布“商业与碳中和：集体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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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氢的全部潜能 

•粮食安全与气候变化 

•处理制冷剂气体以实现 NDFC 

•公平碳市场倡议 

•关于碳捕获和储存以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的 GCC 框架 

•区块链和可持续性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脱碳 

•处理非 CO2 气体 

•工程碳清除 

•美国气候政策 

•促进性别平等的气候融资 

•非洲可再生能源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绿色城市倡议 

•金融组织和碳市场在加速 CCS 方面的作用 

•全球南部净零排放 

•远离煤炭的过渡 

•下一代森林碳项目 

•日本是一个新兴的碳市场 

•碳市场的诚信 

•东非碳市场 

•物流和运输创新 

IETA 还在缔约方会议期间举行了理事会会议和年度大会。 

如果没有中心合作伙伴的支持，我们的活动是不可能成功举办的——非常感谢大家！ 

Verra 在自愿市场上的会外活动挤满了 IETA 商务交流中心 

图片来源：I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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