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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市场链接的国际法律空洞化问题与中国对策

江 莉，曾文革
（重庆大学法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 沿着《巴黎协定》设定的路径，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为碳市场链接做出了重要贡献，制定了围绕 ITMOs和A6. 4ERs对接碳交易的

国际性规范文件。但随着“第 6. 2条合作方法”与“第 6. 4条机制”下碳市场多边、双边链接轮廓的浮现，义务分配模糊、减量机制弱化

与核算转化粗糙的法律空洞化问题也愈发凸显。解构此时代性症结，须将先验的非实在法因素排除在外，遵循条文逻辑解释并省思

规范之本身。透过规则作用下国际法律关系的解读，关注未来治理秩序的演变对中国产生的实质影响，如是观察进一步将视线聚焦

到问题所造成的难题，即链接角色不明、碳信用供给失控与交易权属不清。在国内全国碳市场营运开启与国际碳市场链接倍受期待

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有必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铺陈中国价值诉求与国际正义共识基础之上的建构路径。具体而言：制定

“第 6. 2条合作方法”下双边链接示范协定与“第 6. 4条机制”下链接交易合同范本，明确链接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强化链接市场碳信

用核发的促进机制与遵约机制，提升碳信用授权签发规则的标准化与透明度水平，创制链接碳市场碳信用供给规则；将链接法律制

度纳入《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等现行规范并关联司法审查，预留碳排放单位的权利类型空间但确认其资产属性，规定碳信用权属

关系与权利人确权要件，建立以来源为基准的碳信用分级分类转化规则，推动“第 6. 2条合作方法”下双边转化条款与“第 6. 4条机

制”下多边转化规则的达成，增强链接市场交易的正当性与体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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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球气候治理体系中的负责任大国，中国高度

重视碳市场法治建设工作。2021年 4月 22日，习近平主

席指出“要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要旨、以

有效行动为导向，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遵循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的目标和原

则，努力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宣布中国“将启动

全国碳市场上线交易”［1］。2022年 1月 24日，习近平［2］强

调“深入分析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

务”，提出“健全法律法规，完善财税、价格、投资、金融政

策”的要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的指引下，碳排放权市场化管理部门规章得以制定［3-4］，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完成意见征求，碳市场国

内循环管理规范步入正轨。但是，有关碳市场国际链接

的理论研究与法律实践存在缺失与滞后。中国应如何解

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下碳市场国际链接中

的法律问题，如何搭建链接制度框架以实现核证减排量

（Certification Emission Reductions，CERs）、国际转移缓解

成果（Internationally 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IT‑
MOs）以及根据第六条第四款创建的信用额度（Article 6，
paragraph 4，Emissions Reductions，A6. 4ERs）的国际自由

交易，尚未以法律形式明确。

在《京都议定书》时代，中国曾通过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链接国际市场，进

行国际碳交易。彼时国内既未建立全国碳市场，陆续启

动的试点碳市场也未参与国际交易，这使得我国在国际

链接方面长期处于被动状态。相较于诸多国家开展了碳

市场的主动链接，例如美国与加拿大于 2014年实现链接，

欧盟与挪威、冰岛、列支敦士登于 2007年实现链接，中国

仅通过CDM进行链接。这种链接上的尴尬处境，引发了

国际碳交易中的不利后果，例如 2013年左右中国获得签

发的大量CERs长时间未能售出，直到格拉斯哥大会才艰

难确定其结转，且 2013年 1月 1日以前发放的大量CERs
收稿日期：2021-05-14 修回日期：2022-04-27
作者简介：江莉，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法学、国际经济法学。E-mail：jiangli@cqu. edu. cn。
通信作者：曾文革，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法学、国际经济法学。E-mail：zengwenge@cqu. edu. 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巴黎协定实施机制构建研究”（批准号：20BFX210）；四川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欧盟

‘碳中和’立法及其启示研究”（批准号：SC21FZ023）。

江莉，曾文革 . 碳市场链接的国际法律空洞化问题与中国对策［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32（6）：22-29.［JIANG Li，ZENG
Wenge. Legal hollowing‑out of carbon market linkages and China’s response［J］. China population，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2022，32（6）：
22-29.］

··22



江莉，等：碳市场链接的国际法律空洞化问题与中国对策

仍被注销。如今，随着《京都议定书》的失效，CDM已不复

存在。作为持有大量CERs的卖方市场主力，无论是交易

旧碳信用，还是买卖新碳信用，中国需要适应新的碳市场

链接国际法律规则。新的碳市场链接国际法律规则由

《巴黎协定》第六条确立，通过格拉斯哥大会达成的关于

《巴黎协定》第 6. 2条所述合作方法与第 6. 4条机制的两

项规范文件得到明确。

就理论研究进展而言，目前有学者对全国碳市场的

启动情况展开探讨［5-6］，指出碳市场链接与体系建设是碳

市场设计的关键［7-8］，提出《巴黎协定》对既往规则的转

变［9-13］，从监管合作与遵约协调、风险效益与技术方法等

角度分类探讨全球链接问题［14-16］，但留下了链接中所面

临法律难题的剖析空间；也有学者提到中国碳市场链接

合作存在法律障碍［17-18］，观点极具启发性，但在侧重宏观

层面阐释的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如链接交易权属规则

源自何处，链接的国际国内法律关系应如何处理等。回

顾碳市场链接的既往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有关京都机制

下全球链接的研究非常繁荣，对巴黎气候治理机制与中

国立场的关注则相对薄弱。学者从经济、技术、管理、制

度等多因素出发对《巴黎协定》达成前后的宏观研究十分

丰富，为后续研究开拓了广阔的学术视野，但从规范法学

视角解读碳市场链接国际法规则，进而为实践中的阻碍

提出法治化出路的研究则寥若晨星。碳市场地区链接与

制度构建的现实需要呼唤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刚刚

踏上轨道的中国碳市场新格局、新制度如何在新的巴黎

自主贡献模式链接竞争压力中获得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已成为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1 碳市场链接的国际法律空洞化问题的表现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达成了关于《巴黎协定》第 6. 2条
所述合作方法与第 6. 4条机制的规范文件，这使得通过

ITMOs和A6. 4ERs交易链接国际碳市场的制度安排愈发

清晰。但是，从间接链接碳市场的《京都议定书》三个灵

活机制［19］，转变为直接与间接相结合的《巴黎协定》下第

6. 2条所述合作方法与第 6. 4条机制，现行国际法规则涵

盖宽泛却又缺乏清晰界分与实质拘束力的问题，令新的

规则框架所构建的国际法律关系也笼罩在迷雾之中。有

学者将之归结为“纳什均衡”困境［20］与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的“国际无政府”状态［21］或“治理嵌构”关系［22］。以往研究

侧重考量气候变化法治的宏观层面，如今有必要将问题

聚焦到规范作用下法律关系构成要素的微观层面。

1. 1 集体义务与个体义务的模糊分配

正如有学者区分“所有缔约方”和“每一缔约方”的表

述，指出《巴黎协定》存在个体义务［23-26］，第4. 9条、第4. 11

条、第 4. 13条、第 13. 7条与第 15条都被包含在内。《巴黎

协定》有关缔约方义务的规定分为集体义务与个体义务。

但这些规则存在用语含糊其辞与问责机制不足的问题，

以至于许多学者认为《巴黎协定》项下的义务仅具有程序

性质［27-29］或是行为义务［30］，而不具有实体性质或是结果

义务。

《巴黎协定》项下集体义务，即“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

幅度控制在 2 ℃以下”，规定所有国家有法律义务开展连

续减量机制并采取国内措施履行集体义务（第 4. 2条）。

尽管这一义务具有法律约束力，在效力上与结果义务等

同［31］。但是，不可否认地，它将引发第二性义务的界限放

缓，且后续问责机制存在明显不足，仅通过强制性审查加

强实施，包括跟踪执行和减量进展（第 13. 7条），接受技术

专家审查以及多边审议，可在全球盘点中（第 14条）与能

力建设信息共同接受审查（第 13. 11条和第 13. 12条），或

引起遵约后果（第 15条）。如此一来，义务分配的法律实

效也难以确认。个体义务包括集中监督下自主提交的减

排量义务与逐步增加的递增义务。个体的减排量义务同

集体义务一样，其报告与履行都存在问责机制不足的问

题。而个体的递增义务，可以发现，在协定第 4. 3条通过

“逐步增加”的规定向各缔约国施加个体递增义务的同时，

第 4. 11条的规定又允许各国随时予以调整。不仅如此，

第 4. 3条使用的“will”一词，通常出现在非约束性文书而

非条约中，介于强制性的“shall”与建议性的“should”之间。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依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进行缔约方

会议意图的解释，个体递增义务究竟属于强制性还是自愿

性，都不易分辨。就关于透明度框架的规定看，第 13. 3条
“促进性、非侵入性、非惩罚性和尊重国家主权的方式实

施，并避免对缔约方造成不当负担”的表述，同样很难证明

其义务分配的法律约束力。

模糊的义务分配规则，既使得协定的温控愿望更难

实现［32］，也导致碳市场链接的结构存在任意性。不同于

《京都议定书》明确链接碳市场的买方由附件一减排不足

的国家产生，《巴黎协定》既没有规定所有国家承担相同

义务，也没有具体化区分义务。集体义务如何拆解为个

体义务，全由各国自行决定，缔约方大会的监督机制充其

量不过是促进性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又缺少了对链接供

需角色的约束力与执行力。

1. 2 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减量机制

《巴黎协定》要求 190多个国家提交国家自主贡献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s）或具有自我

约束力的承诺决定其减排量，这不同于《京都议定书》经

谈判确定且载入附件的“自上而下”减量机制。《巴黎协

定》采用了“自下而上”的减量机制立法模式，这也是格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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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哥大会明确的第 6. 2条合作方式与第 6. 4条机制下任

何碳信用的产生基础。

《京都议定书》嵌入了针对发达国家的强制性量化减

排规则，并以此为基础设计了三种灵活机制，作为国际链

接交易的场合。但是这种规范体系导致国家利益与制度

的不协调，南北国家规范认知的严重对立，进一步引发了

传统规范治理模式的调整［33］。通过确定自主贡献的法律

地位，将软策略纳入到硬法规之中，转换为一种“软减排”

模式［34］。由此，《巴黎协定》设定了相对松散的减量机制，

NDCs允许各缔约国基于自身国情与能力建设实力，把控

其减排量承诺的有无与多少，实施和调整其减排方案。

还允许各国采用碳市场机制实现NDCs，规定各国在执行

NDCs中追求自愿合作，以便在减缓和适应行动方面展示

雄心壮志，并促进可持续和环境完整。格拉斯哥气候大

会达成的《关于第 6. 2条所述合作方式的指导》进一步明

确了 ITMOs的授权与签发都需要基于NDCs进行，并允许

此项链接适用各种方法与机制，例如国家间的双边合作

方案，或者国家或地区排放交易计划。达成的《根据第

6. 4条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和程序》确定了A6. 4ERs
的授权、签发以及转为 ITMOs进行交易实现减排目标时，

都在联合国中央治理机构的监督下根据NDCs实现，无论

其用于各国NDCs，或是用作其他途径，比如航空公司用

来遵守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IA）。即便是

公共与私人实体经过国家授权参与第 6. 4条机制，其活动

后果也与京都时期不同，会额外引发各国“自下而上”定

期通报减排量的调整。可见当前走向仍未摆脱法律实效

无法保障的窠臼［35］。

1. 3 核算规则与转化规则的指引性不足

尽管已有学者注意到它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改进进程中便利碳市场链接的重要存在［36］，但至今仍

没有明确的会计核算规则获得共识。《巴黎协定》第 4. 13
条载有“缔约方应核算其NDC”的规定，指向对每一缔约

方的核算要求。该条概述了核算原则：首先，规定环境完

整性作为基本原则；其次，阐述了具体的会计原则，即所

谓的“TACCC”原则，包括透明度、准确性、完整性、可比性

和一致性；最后，要求避免重复计算。这不同于《马拉喀

什协定》与《京都议定书》第 5、7和 8条的规定，缔约方达

成附件一缔约方的会计、监测和审查准则，包括强有力的

国际会计规则，以跟踪在实现附件一缔约方具有约束力

的量化经济排放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促进其努力

的透明度和可比性的技术框架。即便是格拉斯哥大会在

避免双重核算方面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定，新的核算规

则仍然未能达到足以维持链接市场运营严谨性与排放数

据计算公平性的高度。而且第 4. 13条使用了相对柔和的

“guidance”一词，选择“指导”而非强制性的“应当”的表

述，为条约的拘束力解释留下了分歧的隐患。虽然格拉

斯哥大会达成的《根据第 6. 4条所建立机制的规则、模式

和程序》确定了A6. 4ERs可以作为 ITMOs参与第6. 2条合

作方式的交易，但是从A6. 4ERs转为 ITMOs，以及各国授

权国内减排量参与国际交易，应接受何种转化规则，尚有

待未来谈判确定。格拉斯哥气候大会通过前述第 6. 4条
文件的第 7段、18段、22段对环境完整性做出了澄清，但

是基准线、额外性的证明、方法学申请和批准，以及额外

性论证的规则、流程和模板仍有待解决。

2 碳市场链接国际法律空洞化问题造成的

影响

从《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到《格拉斯哥气候协议》，

碳市场链接的国际法律依据以《京都议定书》与《巴黎协

定》之间的更替为界限，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发展阶段。随

着碳市场由国家间灵活机制主导下的零散体系发展为更

具层次性的体系，从区域到次国家各层级的 24个碳排放

交易市场成为碳市场链接国际法律实践的宽广土壤。然

而，新市场机制有关义务分配模糊、减量机制弱化与核算

转化粗糙的法律规则空洞化缺陷，加重了国际链接现实

需求与条约实然状态之间的脱节，造成了链接角色不明、

碳信用供给失控、产权清晰不足的不利影响。

2. 1 链接角色不明

尽管《巴黎协定》在通过引入非市场方法平衡市场争

议的同时，延续了对碳市场链接基础框架的支持，但义务

分配规则的转变，导致链接碳市场需求角色难以确定，增

加了市场链接的挑战性。按照旧的法律框架，各国通过

《京都议定书》，间接做出了有关链接角色的承诺，规定集

体减排达到 5%，个体减排达到各自目标，如欧盟以个体

身份承担削减 8%的目标，与此同时，不为发展中国家设

定量化义务，大致确定了附件一国家每年 4亿 t左右的碳

需求。这样一来，以附件为基础的供需角色定位法律关

系获得前置。链接碳市场的需求方由附件一减排不足的

国家中产生，供给方则结合三种灵活机制关于不同发展

水平国家的准入安排来确定，例如，拥有额外减排的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成为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
tion，JI）机制与CDM中的供给方。新的法律框架没有对

链接参与者的买卖方身份给出确定的划分。区分两种市

场机制来分别探究，可以发现，第 6. 2条合作方法没有预

设参与者的买卖方身份，第 6. 4条机制虽额外设置了监管

机构，提高了透明度监督，但该机构并不享有划分供需角

色的权限。从供需方身份角度看，需求方可以绕开第 6. 4
条机制，仅通过第 6. 2条合作方法补足减排缺口，甚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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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下，能够不领取能力范围以外的

减排量，从而减低购买需求。例如，欧盟等参与方提前超

额完成目标并没有提高减排承诺［37］。而供给方受到新框

架下碳信用转让与个体量化义务增加相互绑定的影响，

承担收益分享的准入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具隐蔽性。

《巴黎协定》在第 2条中规定“1. 5 ℃”以内的努力控制目

标，第 3条与第 4. 2条规定“通报努力”与“提交报告”，仅

就集体义务做出严格要求，个体义务则缺乏约束性和明

确性。各缔约国有无减排需求与是否采取单方扭转，成

为难以预见的问题。协定与指南也未能对碳市场国际链

接领域的供应方和需求方两类市场主体身份起到分辨作

用。这样一来，不仅碳市场链接对象不易确定，国际资金

支持获取的困难度也变得更高，毕竟有关资金支持的安

排并未具体分配到接收国，也没有与链接进行区分。

2. 2 碳信用供给失控

“自下而上”的减量机制挤占了国际机构中央协调的

空间，降低了碳信用供给与市场走势的预判可能性。基

于碳信用的特殊性与复杂性，其既属于虚拟物，又具有公

共资源属性，一方面需要保证供给的稳定，防止市场停滞

与价格失控；另一方面也要维持碳信用的稀缺性，预防碳

信用在数量上的泛滥与质量上的“劣币驱逐良币”。然

而，新的减量机制使各国在确定减排量富余方面具有很

大的任意性，带来了链接减缓成果供给的不确定性。

第 6. 4条机制下碳信用的最终发放非常类似京都机

制的管理架构，由大会下设的监督机构负责规则的制定，

认证各国指定审核机构（Designated Operational Entity，
DOE），注册减排活动，更新计入期，以及签发和注销

A6. 4ERs。但是，碳信用来源国承担对碳信用产生项目

或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能，核验减排量、签发减排证书、确

认碳信用的额外性都随着“自下而上”的减量机制交给各

国DOE自行完成。监督机构还允许和批准各国自主开发

方法学，仅在碳信用来源国发放和授权碳信用的基础上

进行管理。这使得链接市场的碳信用供给也具有“自下

而上”的性质。

第 6. 2条合作方法下未设专门的监督机构，由大会及

专家委员会进行监管，没有赋予复核的权力。国际机构

仅对 ITMOs的登记与管理进行数据监管，当出现真实性

与可靠性问题时有权提出建议和向遵约委员会报告，其

作用类似于对数据平台进行维护。同时，第 6. 2条合作方

法下收益分享规则的阙如，增加了机构怠于行使其监督

权的风险。由此一来，监督机制的宏观管理不足，参与国

成为碳信用供给的重要影响力，“信用供给失控”危机变

得更加突出。各国可能为了获得尽可能多的碳信用，破

坏减量机制的稳定性，纵容质量不高的碳信用用于链接

交易，影响碳信用的稀缺性，妨碍碳信用的均衡分布，造

成链接市场扭曲。

2. 3 链接交易权属不清

格拉斯哥大会成果仅确认了 ITMOs和A6. 4ERs作为

碳信用的可转让性，没有明确其转让究竟属于财产权交

易、特殊许可交易或是其他，未达成有关交易权属类型的

一致共识，也未能消除碳信用交易在数量与归属核算方

面的争议。这妨碍碳信用在链接市场中的流通自由和使

用便利，使得链接市场的交易存在较大隐患。

由于格拉斯哥大会允许碳信用拥有更广泛的来源，

可以产生自减排项目、小项目打包（program of activities，
简称 PoA）以及批准的其他活动，这使得减排的量化愈加

困难，而当前仅在“相应调整”与“避免双重核算”有所进

步的核算规则不足以满足复杂的量化需求。加上第 6. 4
条机制将 CDM当中的“emissions avoided”变更为“reduce
emissions”，有关排放的措辞变得更为严格的同时，其内

涵却尚未得到澄清，那么何种减排活动可进入核算，何种

活动介于避免排放与减少排放之间应予剔除，成为有待

进一步明确的问题。这样一来，原本应以法律形式明确

链接市场参与者资产所有权与相关权利归属，确定链接

市场可交易排放权有无及其规模的核算规则，没能达到

链接市场所需要的产权清晰效果，造成链接市场中的碳

信用交易在数量与归属上仍有疑问。

实际上自京都时期，转化规则不足导致链接交易权

属不清的问题就已存在。以往有学者将国际气候治理体

系下的跨国碳交易视为一种间接链接［15，38］，深入探究可

以发现，其问题根源也正是在于转化规则的缺陷。例如

《京都议定书》允许各国交易CDM下的CERs，各国已通过

国际协定对全球碳交易的碳信用达成共识，可以直接交

易CERs。之所以仍存在“间接”感，问题就在于各国碳信

用之间，以及各国碳信用与CERs等国际碳信用之间转化

规则的缺失。这项规则的缺失导致各国可以自由拒绝接

收碳信用，而不需要为碳信用的经济利益损失负责。例

如 2013年欧盟就出台规定限制其接收的CERs仅来自于

最不发达国家，将中国、印度等国的 CERs阻拦在外。相

反一些国家通过双边链接协议解决了这一问题，例如美

国与加拿大于 2017年达成的链接协议，承诺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三个司法管辖权下

的碳排放单位可以联合拍卖、相互交易、用于履约，还规

定了纠纷解决条款［39］。

3 中国应对策略建议

制度规则与链接需求之间的差异是法律回应的原

因。当前正值《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起草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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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奠定碳市场链接法律基础框架的绝佳时机。积极制定

双边链接法律范本，在法律文本中对现实情况及其影响

做出回应，有助于中国解决方案在国际社会的适用。基

于中国在国际碳交易历史中的售方地位，在此过程中有

必要侧重于卖方角色的制度构建，注重国内碳信用的授

权、签发规则，以及在对方国家的转化规则制定。

3. 1 完善角色义务规则体系，促进碳市场链接的实现

面对由义务分配模糊而继生的角色不明难题，有必

要回归到规则层面加以完善。基于自上而下摊派已很难

达成共识的国际现实情况，以链接参与国为中心展开链

接市场角色的义务规则谈判，成为当前明晰供需身份的

关键路径。

针对第 6. 2条合作方法下的碳市场链接，中国应制作

示范性链接协定，以条约形式确定链接市场供需角色，明

确买卖方的权利与义务。新市场机制对附件基础上义务

规则的全面否定，使各国对链接主体的供需角色做出的

间接承诺不复存在。在国际气候大会后续议程中重启两

分法或者三分法的个体量化义务谈判并达成共识，已不

具备可行性。将澄清参与主体角色的条款纳入已计划实

施链接的国家间协定，则具有较高实现可能性，更有助于

弥补合作方法下角色定位条款的缺失。并且各国在建立

第 6. 2条链接框架前，往往已经拥有供需方角色预判，例

如瑞典与哥伦比亚、南非等国正在进行中的关于第 6. 2条
试点项目的探讨。这种买卖方身份的承诺有必要以条约

形式确定下来，支撑其权利义务关系的构建。明确买卖

方的交付与接收义务，遵守诚实信用与最惠国待遇等交

易原则，进一步确定买卖方市场主管机关之间的职能分

工，例如规定由卖方市场主管机关承担市场准入管理规

则的制定与实施职能，买方市场主管机关承担参与方碳

资本真实性与基本持有量的核验职能，买卖方共建并管

理专门用于链接交易的数据登记平台。

对于第 6. 4条机制下的碳市场链接，中国应推动国际

机构达成关于参与者个体承诺的规则，制作链接交易合

同范本，明确参与者交易方式并避免使用模糊的措辞。

相较于合作方法，第 6. 4条机制存在专门的监督机构充当

中介联通供需方，省去了参与主体揭开身份面纱的过程。

但由于该机制允许非缔约方参与，增加了主体的复杂性，

需额外确认参与个体的承诺以及做出承诺的机构，例如

规定负责出售碳信用的授权与签发的DOE同样也承担国

内购入碳信用承诺的提交职能。基于第 6. 4条机制的监

督方式，各国应利用国际机构制定规则的契机，确认国内

登记簿主管机关作为发出购买要约的承诺机构，限制各

国在个体义务承担方面的任意性。将机制下具体交易方

式以法律形式明确下来，例如规定采用集中拍卖与订单

合同的方式，可以进一步在申请拍卖承诺书与交易合同

中确认各国个体义务承诺期，限制其在承诺期内调整个

体义务量的行为。

正如有学者建议，通过国际交流等方式，增加国际气

候治理的中国话语权［40］。实际上一般性的国际交流难以

实现话语权之掌握，推出契合中国理念的法律文书条文

规则，并被其他国家接纳与履行，恰是有效的话语权建设

途径。国际话语权竞争实质为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竞

争［41］。因此，应进一步考虑就国际碳市场链接的不同场

合，商签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双边规范性文件，完善

链接参与者的义务分担与相对应的权利规则体系，通过

供需身份的确认促成市场的链接。中国也可在此过程

中，适时贡献符合本国预期与国际共识的法律条文规定。

3. 2 强化与补充碳信用发放机制，确保链接市场信用供

给稳定

面对“自下而上”减量机制带来的国际机构审议监督

“软约束”特性，应给予硬约束的补充，完善其监督作用，

强化软约束的效力。应通过标准的建立，防止标准的模

糊性，增强审议结果的法律效力。

第一，强化国际气候治理体系的促进机制和遵约机

制，促进国际机构对碳信用发放实施“自上而下”的监督

管理，维持碳市场的激励效果。由于减量机制与相应调

整挂钩，透明度为手段的促进机制在碳信用供给当中的

调控作用并不明显。国际监督机构仅有权收集、鉴别缔

约国减量信息与碳信用授权与签发情况，参与审议的时

机滞后，由此很可能发生反复引起其他缔约国的质疑但

是该国不予纠正的情况，威胁链接碳市场的可持续性。

《巴黎协定》设定的软机制不足以满足碳市场激励效果与

信用供给监管要求。有必要充分利用监督机构对碳信用

的审核职能，赋予监督机制适当权限，超越经缔约国授权

后的阶段参与碳信用供给工作，将成员驱动的碳信用供

给转变为监督机构引导下的碳信用供给。

第二，确定碳信用的授权、签发标准形成规则，建立

链接市场间的标准交流机制，保证碳信用供给标准稳定

可预期。要消除碳信用供给在单一缔约国与各缔约国之

间的波动或差异，很明显最具效率的方法是建立统一的

标准。如果不将标准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也就难以产

生约束性规则，对成员国缺乏强制力。那么在技术可行

的情况下，应尽早达成发放碳信用相关的行为标准，使之

上升到规则层面具有法律约束力。对中国而言，应与链

接碳市场建立并保持良好的标准信息交流机制，以保证

链接市场碳信用供给规则在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标准

交流机制起到一种类似于法律确定下来的同行审议功

能，给链接各方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交流机会，避免碳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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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放在法律上的冲突。参考挪威与瑞士两国链接欧盟碳

市场时，分别耗时三年与六年的情况，不难发现，碳排放

单位分配规则等市场早期设计的一致性，可为各国达成

碳市场链接带来低成本、高效率等诸多裨益。

第三，完善碳信用供给的国内法律相关制度，提高中

国碳信用供给法律透明度，增强链接市场预判性与激励

作用。虽然中国在国际气候法律制度谈判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签订了《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等国际法律，但尚未进

行转化适用，应在国内制定与条约相关的法律规定。将

有关碳信用的授权、核验、签发、报告规则纳入当前征求

意见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并立法确定主管

机关，明确基本原则、技术方法与违法后果，建立起碳信

用产生的国内法律规则体系。例如由上海交易所负责信

息收集，发展改革部门承担授权与核验职能，生态环境部

及其下属单位承担签发与报告职能，立法部门在全国公

开征求意见后予以实施，确保与中国国情相符。同时，由

于《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的适用范围尚未扩展到

境外碳市场交易，但碳信用供给应该纳入规定范畴，应及

时修改《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与《碳排放权交易

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扩展其适用范围，将第 6. 2条合作

方式和第 6. 4条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列入管辖范围。

另外，中国自主开发方法获得认证后应该及时载入国内

法律规定。

3. 3 发展核算规则和转化规则，便利链接碳市场交易

化解链接市场的权属障碍，核算规则与转化规则成

为问题解决的关键性力量。碳排放单位获得科学稳定的

计量计价当然会促进链接市场的交易，如果产生扭曲就

会起反作用。

一是展开与澄清核算规则，提升国际国内规则的精

细化与透明度。在国际层面，为了防止不同解释论引发

各国司法裁判之间相互冲突的混乱局面，应逐步解决核

算规则精细化不足的问题。日本所提出的核算折衷方

案，在平息巴西与美国之间围绕双重计算的争议的同时，

引出了一种因未授权而不予相应调整的碳信用。对于这

种介于中间状态的碳信用，应明确其性质与归属，例如是

否计为实际控制人名下的正式碳信用。基于排放权限具

有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双重属性，各国对碳信用相关条款

的解释论也存在差异。一些国家将作为链接媒介的碳排

放单位视为许可或特许，一些国家则视为新型财产权或

准用益物权。国际气候法律仅确认作为链接媒介的碳信

用蕴含经济利益，未明确经济利益的权属来源。这使得

各司法管辖区对碳排放单位在权利归属与计量计价上存

在冲突。对此，应促进链接国家达成碳信用计量计价的

共识，明确碳信用的权利归属。在国内层面，中国一方面

应通过《环境法》明确其法律属性，将碳排放单位纳入资

产的范围，确定其具有资产的属性，从而允许受到批准的

非缔约方和国家成为资产的控制权人，可以通过出售获

得经济利益。将碳信用纳入财产利益，允许其占有收益

与使用，有助于形成控制权人与其他人的权属约束，并进

一步确定它的经济利益，预留权利类型空间，防止其流通

性与碳信用资产属性存在矛盾。为落实碳中和“1+N”政
策体系，尤其是《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中提到的“加

强市场机制间的衔接与协调，将碳排放权、用能权交易纳

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提供上位法。另一方面，应通过

更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明确碳信用权利人的确

权要件。尤其是第 6. 4条机制允许了非国家实体进入市

场，那么相关碳信用资产权利人身份自登记或公告时拥

有，在获得监督机构核发之前是否为准权利控制人，其权

能与其他的用益物权有无区别或是否需要兼容，应以明

文予以确定。不仅如此，还有必要引入与核算规则配套

的司法审查。毕竟不受司法审查的话，其规则就得不到

应有的法律约束力。因此，应建立与链接市场的纠纷解

决机制，平衡链接市场中本国和外国监管单位之间，以及

参与交易的控排企业与中介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

这样一来，可以提高监管透明度，保护正当权利免受侵

害，为链接交易保驾护航。

二是推动转化规则发展。首先，应建立分级分类的

转化机制。由于当前允许碳排放单位源自多种项目与活

动，并可用于丰富的目的，对于不同项目来源的碳排放单

位应设置不同的转化规则，例如来源于小项目打包的碳

信用应制定比原CDM下CERs更严格的转化条件。用于

自愿市场的碳信用则应排除出转化范畴，给予自愿目的

碳信用更高的交易灵活性。其次，签订第 6. 2条合作方法

下的链接协议，增加双边转化条款，实现双边相互承认排

放单位的转化。对此，既可以设立有条件的互认，也可以

设立无条件的互认。此外，应明确由A6. 4ERs转化到 IT‑
MOs是否直接适用转化规则。最后，推动达成第 6. 4条机

制下的转化规则。因为第 6. 4条机制的碳信用交易主要

由监督机构控制，确定其是否交易以及如何交易等问题，

那么与交易高度相关的转化问题有必要一并交予监督机

构进行管理。从DOE认证并用于履行本国NDC的合规

性碳排放单位，到经授权的非缔约国参与者拥有的自愿

性碳排放单位，都应建立统一透明的转化规则，从而明确

机制的参与国有条件或是无条件认可机制下的所有碳信

用，既可以用于NDCs，也可以用于国内履约。这样一来，

转化规则可以产生一种保护效果，即对抗一国国内突然

宣布链接市场获得签发的碳信用在本国“履约不能”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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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碳中和领域，中美欧合作也不是零和博弈，三大经

济体合作能左右气候问题的解决；拜登政府也视气候议

题为中美合作的外交重点［42］。那么在与其他国家的合作

从宣言层面落实到具体交易层面的过程中，中国应坚持

的立场之一就是要有公平的核算和转化规则，这样才能

化解立场差异，达成真正有诚意、切实可交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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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hollowing‑out of carbon market linkages and China ’s response

JIANG Li，ZENG Wenge
(Law School,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Following the path set by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Glasgow Climate Conference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carbon
market linkages by developing an international normative document on trading ITMOs and A6.4ERs. Howev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carbon market linkage patterns under the ‘Article 6.2 cooperation approach ’ and ‘Article 6.4 mechanism,’
the current legal hollowing-out problems manifested by fuzzy obligation distribution, weak reduction mechanisms, and rough accounting
transformation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order to deconstruct the crux of the times, it is necessary to exclude the transcen‑
dental non-positive legal factors, to interpret the legal provision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egal logic, and to reflect on the legal norms
themselves.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gal relations under the effect of international legal norm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substan‑
tial impact of the future evolution of the order of governance on China. Such observations further focus on the dilemma caused by the
problem, namely, the unclear roles of buyers and sellers, the uncontrolled supply of carbon credits, and the unclear ownership of trans‑
ac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itial opening of the national carbon market and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arbon
market,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adhere to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nd lay out the con‑
struction path based on China ’s value demand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of justice. Specifically, we should formulate model bi‑
lateral agreements under ‘Article 6.2 cooperation approach ’ and model contracts under ‘Article 6.4 mechanism ’ to clarify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between subjects.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mechanism and compliance mechanism of carbon credit issu‑
ance in linked markets and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transparency of carbon credit authorization and issuance rules, so as to cre‑
ate carbon credit supply rules in the linked carbon market. We should also incorporate th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the linkages into the
domestic regulatory system, such as the ‘Measures for the Administr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 and so on. We should introduce
related judicial review into the legal system concerning the linkages; reserve the right type space of carbon emission units but confirm
their attributes as assets; stipulate the ownership relationship of carbon credits and the requirements for confirming the rights of the
right holder; establish source-based multi-level conversion rules of carbon credits; and negotiate the bilateral conversion provisions un‑
der the ‘Article 6.2 cooperation approach ’ and the multilateral conversion rules under the ‘Article 6.4 mechanism.’ In this way, the le‑
gitimacy and system of linkage market transactions can be enhanced.
Key words carbon market linkage; legal hollowing‑out; dual carbon goals; Glasgow Climate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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