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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8日，伴随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和北京

市长王安顺共同敲响的锣声，作为全国强制碳市场之一的

北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截至当日上午休市，交

易量达 4.08万吨，成交额 204.1万元。

开市当天，锣声一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燕山分公司和京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以

50元 /吨交易价格成交 2万吨碳排放量，完成首笔交易。

随后，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和大唐国际发电股份有

限公司以 50元 /吨交易价格成交 2万吨碳排放量。截至

上午休市，总成交量达 4.08 万吨，成交额 204.1万元。场

外转让均价 50元 /吨，线上公开交易均价 51.25 元 /吨，

实现了开市首日的开门红。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现场表示，北京碳排放权

交易平台正式启动，不仅标志着我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又

取得了新进展 ,也再一次以实际行动表明中国积极应对气

候变化的决心和行动不会改变。

政府的积极表态得到了央企的响应。“这是中国石化

继 11月 26日完成上海首笔碳交易之后的又一尝试。”参

与完成碳交易的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副总裁江正洪介绍，

“中国石化在北京完成首笔碳交易体现了中国石化深入贯

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对碳交易市场化机制的支持

和推动。”

截至 11月 28 日上午休市时，参与交易的单位有央

企、有市属企业。在达成的 5笔交易中，有 2笔是场外协议

转让交易，有 3笔是在线交易。

资讯

如果是在 1 年前，有人告诉老
薛：我想用 5 亿元买你的煤矿，老薛
会毫不犹豫地回绝。但现在，老薛即

使愿意以 5 亿元的价格出手自己的
小煤矿，却再难找到买主。

“生产赔钱、停产照样有支出、想

卖又卖不掉，哎，不知道怎么办。”从

事煤炭行业多年的老薛，语气中充满

着无奈。“在鄂尔多斯，差不多有 50%
的小矿主都想卖掉手上的煤矿，只是

找不到人接手，卖不掉而已。想卖掉

的大多是储量在 1 亿吨以下的中小
型煤矿，因为他们（中小型煤矿）不像

国有煤矿或其他大煤矿资金雄厚，身

上大多都扛着贷款的压力。”

“半路出家”矿主
成欲出售矿场主体

老薛的遭遇只是中国煤市萧条

的一个缩影，在鄂尔多斯，与老薛有

同等遭遇的人还有很多。

有统计显示，在鄂尔多斯市 300
多家煤矿企业中，有 2/3 已经停产。
整个内蒙古地区同样不容乐观。煤炭

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则显示：在今年

前 7个月，全国 19个煤炭减产省份
中，内蒙古排名第一，同比降幅最大

达到近 4600万吨。
不仅是内蒙古，在山西、陕西、

河南等产煤大省，煤炭企业均出现

不同程度的产量收缩。事实上，今年

前 7 个月全国原煤产量 21 亿多吨，
同比也减少了 4%。据不完全统计，
山西煤矿开工率均在五成左右，陕

西有 100 多家停产或半停产，山东
是年产 30 万吨以下的企业全部停
产。

数年前，伴随着煤炭带来的高额

利润，企业、资本、人物都涌向内蒙古

来淘金。然而，转眼间市场逆转，原本

重金掳进的煤炭资源也成了烫手的

山芋。

“很多都是半路出来开煤矿的，

大多是福建、浙江那边的老板，当然

本地的也有，前几年煤炭市场很火，

他们就进来了，但现在全部都搁在手

里了。大煤矿还好一些，可以将高热

值和低热值的煤掺着卖，用高热值煤

的利润补贴低热值煤的亏损，如果是

小煤矿，那就是卖一吨亏一吨，除了

停产或是卖掉，他们别无选择，即使

他们想观望，身后的负债和银行的贷

款也容不得他们等待。”老薛如是说。

事实上，就连小部分矿主选择观望等

待的“春天”，显然不能像他们想象中

那样很快来临。

“可以肯定的是，2013 年鄂尔多
斯的经济仍然看不到春天。而且，从

全国的经济形势来看，煤炭价格短期

内没有回暖的迹象，甚至可能会长期

处于低位运行。”内蒙古社科院经济

研究所所长于光军表示。

卖矿高潮未到
只因买主难寻

日前，有国有银行人士向媒体表

示，目前他们只允许向鄂尔多斯市政

府确立的伊泰、汇能、满世、乌兰、蒙

泰、特弘等 8个煤炭企业兼并主体贷
款，并且不允许采用联保贷款的方

式。

这则消息打破了曾报以希望可

以从银行贷款的小矿主的愿望，面对

银行贷款每月还款的压力，小矿主只

能希望可以尽快将手中的煤矿出手

以换取资金回笼。

“都想出手，但就是没人买。开也

开不下去，卖也卖不下去，如果卖掉

亏得太多，他们也受不了。”老薛告诉

记者。“如今，急于脱手的煤矿更多的

是资金压力较大的中小企业，如果出

现高利贷，脱手的压力会更大。所以，

如果没有太大的还贷压力，企业还是

会选择以停产的方式。一是因为找不到

买主，二是现在出手，价格会低很多。一

买一卖亏得太多，受不了。他们希望等

这场危机过后，煤炭市场会复苏。”

以老薛自己的煤矿出售情况为

例，4000大卡的低热值煤平均出售一
吨将亏损 10 元左右，4700—5000 大
卡的平均出售一吨将亏损 3元左右。

实际上，一组公开数据恰好印证

了老薛所讲的情况：8 月底，以
4800—5000 大卡的粉煤运到秦皇岛
港为例，其坑口含税价格为 220 元/
吨，长途运费大概为 120 元/吨，包头
站到秦皇岛港运费为 140 元/吨左
右，加之港口杂费 27.5元/吨，合计为
467.5 元/吨。秦皇岛港 5000 大卡的
报价为 445—455元/吨。
业内普遍认为，现在煤矿私营企

业想通过卖矿，快速回收资金，这恐

怕很难。目前整个煤炭行业都不景

气，企业基本都没有宽裕的资金，而

且煤炭形势何时好转，企业家们没有

人敢下结论。所以，让其他企业来购

买煤矿，也很少有企业感兴趣。最终

的结果就是，煤矿企业选择减产或者

干脆停产。

矿主呼吁：政府应减税
降低煤矿压力

在煤炭生意好的时候，坐拥全国

1/6煤炭储量的鄂尔多斯，几乎每天
造就一个千万富翁。从事多年煤炭生

意的李师傅告诉记者，2002 年至
2011年的 10年间，煤炭经济以 80%
的 GDP占比，一直是鄂尔多斯市当
之无愧的支柱产业。

然而目前，地方各种收费给煤矿

企业造成压力成为鄂尔多斯煤企的

真实写照。一份当地煤管站对煤矿预

征费税执行标准名单显示，从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教育附加费等，共计

每吨煤炭征收 88元。
煤炭企业对涉煤税费负担较重问

题反映强烈。据调查，各种涉煤税费一

般占企业营业收入的 25耀35%，个别地
区甚至更高。经核查，煤炭企业缴纳的

各种税费中，除了依法依规征收的税

金、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外，

部分地方政府违反涉企收费有关规定

的收费项目占了相当一部分比重。

李师傅告诉记者，“以前煤炭形

势好的时候，煤炭企业对于这些费用

也不会放在心上，但现在的情况完全

不一样了。我们就觉得这是一块很大

的负担。”

鄂尔多斯小煤矿买主难寻

本报记者 江丞华

2013年，可谓是碳交易元年。这
一年，在深圳碳交易开启 5个月后，
上海和北京市碳交易仅隔一天纷纷

破茧而出。而多方消息称，12月份，天
津和广东也将启动碳交易市场。国家

选定的 7 个碳交易试点地区仅剩重
庆和湖北两地待定。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应对气

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表示，目前已

建立了碳排放报告与核查体系。各试

点省市都建立了碳排放报告制度，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指南也

基本编制完成，深圳、上海、北京已经

颁布实施，大部分试点省市已经完成

企业碳排放盘查。

北京首单每吨 50元

11月 28日，作为全国强制碳市
场之一的北京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

中石化北京燕山分公司和京能热电

股份有限公司石景山热电厂以 50元/
吨的交易价成交 2万吨碳排放量，成
为履约企业首单。中信证券投资有限

公司和大唐国际北京高井热电厂以

50元/吨的交易价成交 2万吨碳排放
量。此外，还有 3笔线上交易达成，成
交量为 800 吨。场外转让均价为 50
元/吨，线上公开交易均价为 51.25元/
吨。

京能集团安全与科技环保部主

任坦言，除了中石化以外，京能还与

多家企业进行了洽谈，最终决定跟中

石化签第一单。

11月 26日，上海碳交易市场启
动。中国石化上海高桥分公司和上海

石化共购买了申能集团 6000吨碳配
额，完成了基于配额的首笔碳排放权

交易。

俨然，碳交易成为了一个热词。

这从第四届地坛论坛关于碳交易的

分论坛参与者的热情可见一斑。座无

虚席，众多听众站着旁听。

一家荷兰私人有限公司北京代

表处的咨询顾问告诉《中国企业报》

记者，现在企业比较关注碳交易，但

还比较陌生，咨询的人多，观望的人

更多。

最深有感触的当属深圳排放权

交易所总裁陈海鸥。深圳从 6 月 18
日启动碳权交易，截至 2013年 11月
29日收盘，成交量在 13.8万吨左右。
价格经历了几次过山车，从开盘的 28
元/吨、30元/吨碳配额，到最高曾经有
过两次高峰，一次是 130 元/吨，另一
次是 143元/吨，“老实说，这两个高峰
吓到我们了。”

陈海鸥介绍说，在碳交易市场启

动之后，交易所启动了管控企业，“虽

然之前做了大量的培训研讨，包括配

额分配等，企业深深参与其中。可是，

到配额分配到企业手上时，企业还是

没有概念，不知如何处理这些配额。”

所以，交易所经历了一段沉寂时期，

“直到 8月份之前，交易所一直承受
着比较大的压力。”目前，交易价格在

80元左右，交易比较频繁。
“从已经开业的深圳交易所情况

看，碳市场不是说马上就火起来。但

是希望通过一段预热以后，碳市场能

够比较快地活跃起来。”北京环境交

易所董事长杜少中这样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

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中

事实上，碳交易在世界范围尚属

新的概念，对于中国企业更是有太多

疑问。

中国航空规划建设发展有限公

司工程技术研究院总工程师王明珠

就抛出了一连串问题。在 7个省市试
点范围，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大概有 4
家成员单位被纳入了不同地区的强

制减排体系。如果在集团内部，虽然

不在同一地区，但如果有成员单位有

富裕，而其他成员单位却还有需要配

额的话，跨区交易将如何支持，是否

有相关政策？

“还有，集团下属 200多家企业，
现在纳入的只有 4家，集团还有大量
位于其他地区的可能排放比较大的

企业。如果其他企业也计划积极参与

到碳市场中来，那么应该怎么做，怎

样让集团在未来全国性的碳市场过

程中，提前做一些储备呢？如果集团

想进行一些相关研究或者相关探索，

包括集团开展一些试点项目，现在有

没有一些相关政策，或者基金或者财

政相关的政策有这方面的支持，可以

支持集团相关的探索和研究。”王明

珠问道。

据了解，目前，集团内部企业在

碳交易市场，还不能实现配额的调剂

或者转让。北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郭伟解释说，现在每个地

方的配额相当于地方粮票，可以在当

地够粮，但不能跨区。“如果其他几个

成员单位也都参与，实现了跨区，在

不同省市之间有了链接，那么就可以

互用了。”

“而目前有不同的渠道可以申请

基金，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关键看

是否符合申请要求。”郭伟如是说。

北京市法制和改革委员会委员洪

继元透露，北京准备研究设立一只低

碳发展专项资金，鼓励企业、重点排放

单位进行技术改造、工艺改造，降低其

社会成本，达到节能低碳的目标。

据了解，目前国家层面正在部署

开展建立全国碳交易市场。孙翠华表

示，“已与世行联系，世行支持我们开

展全国碳交易市场的建立。”而且，项

目已经确立，正在招标。

“接下来，将主要研究设定全国

的碳排放总量。”孙翠华透露，“已经

从发展机制中在研究设定碳排放的

全国总量。同时也要研究碳排放总量

控制制度，在总量控制基础上确定全

国的碳交易总量，这是两个层次上的

问题。现已组织专家开展研究。”

孙翠华还透露，将对重点以及敏

感的行业和国有企业如何参与碳交

易市场开展专题研究。

本报记者 陈玮英

碳交易元年：排放总量设定步入议题

近日，北京市颁布《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其中包

含不少严厉措施，如“红色预警日”单双号限行、停课等“六

停”。但华泰汽车认为，在宏观控制汽车总量的同时，还要提升

车辆本身和油品质量，“双管齐下”：既要有排放达标的车，还

要有排放达标的油。华泰汽车刚刚获得的 2013轿柴组“年度
发动机”大奖的 OED483Q（2.0L）柴油发动机，给其清洁柴油技
术做了极佳的背书。这款发动机所采用的可变截面涡轮增压

技术（VGT），在同类机型中非常少见。

12月 1日，“草原兴发品牌重组发布会”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赤峰市有关领导、有关部门专家以及宏源证券、秉

鸿资本、招商银行、金惠丰投资等草原兴发战略合作机构负责

人出席发布会。重组后的草原兴发要采取绿色低碳生态方式

生产、制作羔羊肉和绿鸟鸡等主打产品。将立足开发创新中高

端产品，形成鸡、羊、牛产品有效配套的肉食产品系列，增强产

品市场竞争力。在恢复现有生产基地生产能力的基础上，新绿

鸟鸡生产基地将在 2014年底投产运营。 （高影）

草原兴发品牌重组发布会在京举行

埃塞俄比亚航空在近日举行的庆祝开航中国 40周年活
动上发布消息称，明年将开通直飞上海航线，并计划开通重庆

或成都航线。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于 1973年 11月 7日将直
飞航线从上海变更至北京，直到今日 40年间没有间断过往返
两国的航线服务。中国成为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重要市

场, 也是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航线网络中最重要的目的地之
一。目前，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共有 61架飞机，其中在中国航
线使用的飞机机型包括超现代化的波音 787梦想客机、波音
777-200LR和波音 777-300ER。

埃塞俄比亚航空计划增加中国航线

日前，由可乐丽集团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纪

念可乐丽情结中国 50周年暨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50
周年”活动在北京举行。可乐丽总裁兼社长伊藤文大、原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等知名人士出席了活动。本次

活动还邀请了为中日友好邦交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郭沫若的

后代、中日贸易领头人南汉宸的后代、中国著名京剧大师梅兰

芳的后代，两国的名人名家共同回顾中日关系 50年来的发展
历史，见证分享历史性的时刻。 （葛旭）

可乐丽情结中国活动在京举行

为尽快确立中国白酒独特的产业价值，构建起完整的白

酒产业价值体系，11月 29日，由中国酒类流通协会、东方论
坛组委会、东方论坛名酒网联合主办，以“凝聚产业力量，绽放

白酒价值”为主题的“中国白酒东方论坛·北京”在国家会议中

心召开。著名经济学家李义平、文化学者韩田鹿等分别到会发

表主题演讲。本届论坛赢得业界极大关注，“五粮液”、“泸州老

窖”等众多名酒实力派经销商巨擘、多位国内著名酒类专家、

近百家新闻媒体出席了论坛。

中国白酒东方论坛北京峰会举行

华泰汽车呼吁柴油动力“车油同步”

北京首日碳交易达 4.08万吨
央企国企占主导

【链接】

煤炭价格短期内没有回暖的迹象，甚至可能会长期处于低位运行

本报记者 林瑞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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