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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重点问题,也是全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作为其
中的重要一员,于构建世界命运共同体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角度出发,
分析当前我国在其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和成果,就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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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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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lobal climate warming has become a key issue of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s also a huge challenge
for all mankind. As an important member, China has a crucial role in building a worl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construction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and puts forward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to the problem of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construction drawing lessons from foreign excellent experience and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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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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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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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整合,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市
[1]
场机制和政策,才能使其具有实用价值 。

1 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
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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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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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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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资料来源于中国碳排放交易网

1.1我国碳交易市场的发展现状。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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