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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2021年召开的格拉斯哥全球气候峰会对《巴黎协定》中有关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赞同
和认可,很多石油公司纷纷表示将会为全球气候变化采取相应行动。而我国油气行业随我国碳排放权交
易市场的启动以来,油气行业整体被纳入碳交易市场的步伐加快。为有效应对碳交易,本研究为此建议油
气行业加大传统油气节能减碳工作力度、加速从传统油气企业向综合能源供应商转型以及加强油气行
业内部碳管理制度,从而降低减排成本、实现减排效果,努力达到碳中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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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Glasgow global climate summit held in 2021 endorsed and recognized the goals of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zation in the Paris Agreement, many oil companies have said that they will take
corresponding actions f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Since the launch of China’s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market,
the pace that China’s oil and gas industry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 as a whole has
accelerated.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deal with carbon trading,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should strengthen the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carbon reduction of traditional oil and gas,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oil and gas enterprises to comprehensive energy suppliers,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arbon management system of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so as to reduce the cost of emission reduction,
achieve the effect of emission reduction, and strive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arbon neut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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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解决外部性问题 。基于科斯定理,

1.2.1国际发展概况

随着2021年格拉斯哥全球气候峰会

碳排放权被定义为一种商品,政府作为

欧盟碳交易体系(EUETS)是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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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对其进行交易的权利。合理的碳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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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碳减排交易市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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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碳交易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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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稀缺性的价格机制已初步形成,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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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碳减排交易市场发展概况

不断提升,并积累了运用总量交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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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丰富经验,其管理

易市场建设方案》,正式标志着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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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在2021年下半年率先进行全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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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排放量高达7200万吨,而我国的油

放权交易市场,而油气行业也将会受到

气行业甲烷排放量达到了315万吨,这相

[3]
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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