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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海洋具备高效的固碳能力和巨大的碳汇潜力，完善的海洋碳汇交易机制是我国应对全球变化、实现碳中和的重
要途径。本文在总结国内外海洋碳汇相关政策与实践情况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动力机制、实
现机制和保障机制，旨在为未来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制定提供理论支撑。首先，海洋碳汇交易的实现需要以政
策环境作为推力，利益动机作为引力，社会责任作为压力。其次，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发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以
自愿市场为主的探索阶段、自愿市场到履约市场的过渡阶段和以履约市场为主的成熟阶段，不同阶段各利益相
关方的作用和实践中的关键点需要加以分析。最后，在法律保障方面要注意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
下而上”的基层探索相结合；在资金方面可以形成以公共财政为主、多渠道融资为辅的资金保障；在技术方面
需要组建专业机构开展科学与政策的相关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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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nVEST 模型和碳税法对我国滨海蓝碳的价值进

引言
海洋具备高效的固碳能力和巨大的碳汇潜力，每
年可以吸收 30% 左右的由人类活动排放的 CO2，并且
储碳周期可达上千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活跃碳库 [1,2]。
海洋高效的固碳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广泛肯
定，在缓解气候变化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关于海洋碳汇的研究涉及以下几方面：①海

行了评估 [13]。③海洋碳汇的管理政策。Wu 等肯定了
我国发展海洋碳汇交易的必要性，并从能力建设、资
源量与价值评估等方面提出了总体发展战略 [9]。周敏
探讨了我国海洋碳汇的交易要素，如交易主客体、价
格与规则 [14]。白洋等分析了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困
境，建议采取“统一法—专门法—地方法”的模式进

洋固碳原理与碳汇现状。海洋固碳的机理主要包括物

行立法创新 [15]。赵云等认为海洋碳汇交易应建立在

理溶解碳泵、生物碳泵、微生物碳泵以及海洋碳酸盐

国家统一基金基础上，并明确了交易中各主体的特

泵

[3,4]

。有学者强调了“渔业碳汇”的固碳作用，即

通过渔业活动促进贝藻类生物吸收水体中的 CO2[5,6]。

点 [16]。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大多以自然科学与技术的视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测算了海洋碳汇的现状与潜力。 角探讨海洋的固碳过程与机理，而经济管理方面的研
Feng 等通过构建碳排放评估模型，认为在中国发展 究侧重于将海洋碳汇作为政策目标与现有政策框架进
海洋能源和低碳海运的措施具有更大的减排效益 [7]。 行融合。在“双碳”目标的背景下，海洋碳汇交易可
Song、Wu、邵桂兰等分析了中国沿海地区的海洋碳 以充分激发海洋碳汇的价值和潜力，是对海洋强国、
汇总量和贝类藻类碳汇能力，结果表明海洋碳汇高值

碳达峰碳中和等战略目标的积极响应。虽然海洋碳汇

分布在浙江、福建和山东，黄海沿岸的海水养殖碳汇

交易的制度环节设计、价值核算方法受到了一些学者

[8-10]

。②海洋碳汇的经济价值评估。刘芳明

的关注，但这些研究大多从宏观战略角度强调海洋碳

等根据传统环境资源的价值分类方法建立了海洋碳汇

汇开发的意义和作用，如何系统地、细化地构建良性

能力最强

价值的“五分类”模型

[11]

；沈金生等依据成本收益法

分析了海洋牧场碳汇产品定价的影响因素

[12]

。易思亮

循环的海洋碳汇交易市场亟须研究。本文在总结国内
外海洋碳汇相关政策与实践情况的基础上，从动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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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层面详细探讨了我国海洋碳

学（VM0033）》属于 VCS 方法学体系，规定了滨海

汇交易的发展机制，旨在为推进我国海洋碳汇交易进

湿地碳汇项目开发的条件。在实践方面，美国、澳大

程提供参考。

利亚、肯尼亚等国家对海洋碳汇交易开展了探索，其

1 国内外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与实践
1.1 国际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与实践
2009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IOC/UNESCO）和联
合国粮农组织（FAO）联合发布的《蓝碳：健康海洋
固碳作用的评估报告》中首次使用“蓝碳”一词，明
确了海洋生态系统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起到的作
用 [17]。2010 年，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IUCN）、IOC/
UNESCO 和国际保育组织（CI）联合发起了“蓝碳
倡议”，通过设立科学和政策工作组，旨在通过海岸
带生态修复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利用来减缓全球
气候变化。IOC/UNESCO、联合国发展计划组织 5 个
机构联合发布了《海洋及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蓝图》，
确认加强与现有国际碳市场的合作，制定和实施一个
全球性的蓝碳市场计划，设立蓝碳转型基金，探索监
测和核证标准体系。2013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
单指南：增补湿地》单列了“滨海湿地”这一重要类
型，标志着蓝碳被正式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减排机制 [15,18]。2016 年《巴黎协定》签署，从国

中最有借鉴意义的是美国佐治亚州在 2015 年提出的
有关海洋碳汇交易市场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即明
确蓝碳法律地位、出台蓝碳核算标准、审查符合要求
的碳汇项目投资方，为我国海洋碳汇交易市场框架的
构建提供了经验 [20]。
1.2 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政策与实践
2015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生态文明体制
改革总体方案》，明确要求建立增加海洋碳汇的有效
机制。2016 年，国务院印发《“十三五”控制温室气
体排放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探索开展海洋等生态
系统碳汇试点”。2017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海
洋局联合发布《“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提
到“加强海洋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和“加强蓝碳
国际合作”作为未来“一带一路”倡议开展国际合
作的重点之一。2019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海南）实施方
案》明确提出“开展蓝碳标准体系和交易机制研究”。
2020 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中方的立场和行动》
中提到“开展海平面监测评估工作，开展蓝色碳汇研
究及试点工作，开展海洋生态修复”。2021 年，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际法的角度确认了“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而降低温室

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提到要“丰

气体排放”（REDD）机制的地位，为蓝碳生态系统中

富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并“将碳汇交易纳入全国碳

红树林碳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排放权交易市场”。

为了响应海洋碳汇的政策号召，国际社会尝试建

在以上政策文件的支持下，我国积极推进海洋碳

立了海洋碳汇的方法学体系并开展了实践探索。按照

汇的标准研究和实践。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标准《红

侧重点的不同，海洋碳汇的标准或方法可以分为国家

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固碳能力评估技术规程（DB45/T

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碳储量调查与监测以及碳交易的

1230—2015）》 于 2016 年 正 式 实 施， 该 标 准 系 统 评

方法学

[19]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增补湿

估了红树林固碳现实状况及其潜在能力和红树林湿地

地》给出了海草床、红树林、滨海沼泽三大蓝碳生态

生态价值，体现了地方进行海洋碳汇核算的有益探

系统的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方法。“蓝碳倡议”工作组

索。2021 年，深圳大鹏新区出台全国首个《海洋碳汇

发布的《滨海蓝碳：红树林、滨海盐沼、海草床碳

核算指南》，针对海洋生物和滨海湿地的碳汇总量构

储量和排放因子评估方法》介绍了三大蓝碳生态系统

建了核算体系，为深圳乃至全国开展海洋碳汇核算提

碳储量野外调查的方案设计，沉积物碳库、生物量碳

供试点经验 [21]。《养殖大型藻类和双壳贝类碳汇计量

库碳储量和年固碳速率调查、分析与监测方法。碳交

方法 碳储量变化法》（HY/T 0305—2021）采用基于

易市场方法学中《退化红树林生境的造林和再造林
（AR-AM0014）》《在湿地上开展的小规模造林和再造

碳储量变化方法，即一个养殖周期内成体收获碳储量

林 项 目 活 动（AR-AMS0003）》 属 于 CDM 方 法 学 体

型藻类碳汇量，为我国藻类、贝类碳汇量的核算提供

系，涉及红树林项目的开发条件规定。《构建滨海湿

技术与方法支撑。《中国海洋碳汇经济价值核算方法》

减去幼苗初始投放碳储量，通过转换系数计算养殖大

地的方法学（VM0024）》《潮汐湿地和海草恢复方法 （报批稿）提供了一套完整的用于核算我国海洋碳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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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价值的实施方案，使得海洋碳汇经济价值核算成

洋碳汇交易试点、评审、监督等工作加强政策指导。

为可能。在实践方面，山东省、福建省和广东省利用

第三，应健全海洋碳汇的保障制度。目前我国海洋碳

区位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例如，中国农业银行

汇的规章制度集中于地方层级，其权威性与普适性有

山东分行成功为威海一家海洋企业办理农行系统首笔

限。另外，海洋碳汇交易中各主体的权责界定、利益

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拓展了绿色金融在海洋碳

分配、项目实施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从

汇交易领域的应用。厦门产权交易中心设立了全国首

法律、经济、技术等方面加强海洋碳汇交易的保障，

个海洋碳汇交易服务平台，有序开发海洋碳汇方法学

系统构建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发展机制。

体系

[22]

。广东省“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通过核证碳

标准开发和管理组织 Verra 的评审，成为我国首个符
合 VCS 标准和 CCB 标准的蓝碳项目 [23]。以上工作的

2 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发展机制构建
我国海洋碳汇交易机制的发展机制主要包括动力

开展体现了我国对海洋碳汇建设的重视，也为我国海

机制、实现机制和保障机制，如图 1 所示。其中，动

洋碳汇市场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力机制是海洋碳汇交易的引擎，实现机制是海洋碳汇
交易的关键，保障机制是海洋碳汇交易的基础。这些

1.3 国内外海洋碳汇交易经验总结

机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促进海洋碳汇交易的

通过梳理国内外海洋碳汇交易相关的政策与实

实现。

践，得到以下启示：第一，应形成完备的标准体系。 2.1 动力机制
现有海洋碳汇交易的实践大多围绕红树林展开，难以
海洋碳汇交易的动力机制是指为维持海洋碳汇交
形成全国通用的标准方案。因此，可以规范海草床、
易不断运作所需的动力及其产生机理。因此，海洋碳
盐沼、海洋产品养殖等碳汇项目的开发标准与交易流
汇交易的实现需要以政策环境作为推力，利益动机作
程，充分发挥各类海洋资源的碳汇潜力。第二，应制
为引力，社会责任作为压力。
定详细的发展规划。虽然国内外对海洋碳汇给予了战
略指导，但要确保交易有条不紊地推进，需要将其纳 2.1.1 以政策环境作为推力
入国家和地方发展规划并制定详细的实施要点，对海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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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的契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自 2021 年 7

要体现。对于海洋碳汇的供给方而言，如海洋牧场企

月 16 日正式上线交易以来，总体运行平稳；控排企

业，不仅要满足市场对海洋产品的物质需求，还承担

业可购买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用以抵销碳

着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海洋产品经营企业

配额清缴。当前，由于海洋碳汇项目核算方法学还未

在绿色转型升级的压力下，通过开发海洋碳汇项目可

经 CCER 备案，暂时不能参与到碳市场交易中。但随

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海洋资源的外部性，满足消费者对

着近年来我国海洋碳汇的方法学体系的不断完善，交

海洋产品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双重追求。

易制度已具备科学的核算依据和技术支撑。此外，海
洋碳汇交易实现海洋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市场化手
段，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政策响

2.2 实现机制
按照交易市场机制的不同，我国海洋碳汇的交易

应。《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市场主要分为履约市场和自愿市场。履约市场是指控
中要求探索碳汇权益交易试点，山东、浙江等地区运 排企业为了达到额定的碳排放目标选择购买碳汇实现
用绿色金融的手段，以基金和贷款的形式为海洋碳汇

履约，主要包括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CCER

项目的发展保驾护航，
“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 下的碳汇交易。自愿市场是指为实现企业社会责任或
“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良性政策循环局 塑造绿色形象自愿购买碳汇以抵消其碳排放，主要包
面逐渐形成。

括国际上核证碳标准（VCS）、黄金标准（GS）和中

2.1.2 以利益动机作为引力

国绿色碳汇基金会机制下的碳汇交易 [25]。由于海洋

从外在条件出发，海洋碳汇交易的利益动机包括
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
国土面积约 1/3 是海洋，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大国。建

碳汇交易市场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
程，需要有序地逐步推进。本文根据我国海洋碳汇交
易的实践情况，综合考虑交易环境、交易动机与市场

设海洋碳汇交易市场不仅可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重

机制的演变，分阶段探讨了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实现

要贡献，还可以为我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的政治诉求

路径。

创造充分的机遇、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海洋碳汇交

2.2.1 以自愿市场为主的探索阶段

易的经济效益体现在供给方通过在碳汇交易市场上出

由于自愿碳市场碳汇项目的审核流程相对于

售海洋碳汇量获取收入，需求方通过买入碳汇抵消自

CDM 机制更为简易，规模门槛小，对于项目开发方

身碳排放量降低了碳减排成本，从而促进经济效益和

来说开发成本较低 [23]，因此在海洋碳汇交易发展的初

生态效益的协同。从内在需求认为，亲环境动机可以

始阶段，可以以自愿碳市场为主开展探索。

促进个体或群体为海洋碳汇资源的开发付费从而推动
碳汇交易 [24]。参与者为了获得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实现

探索阶段的供需主体分别拥有海洋碳汇资源的机

构和有自愿减排意愿的组织或企业，交易模式呈现
自我价值的需要，或为了避免社会声誉和身份地位遭 “政府主导 + 企业配合”的特点。由于当前海洋碳汇
受损失，而倾向于做出符合政策规定或社会舆论的选 市场建设并不成熟，各利益相关方通常因未知的风险
择，即参与海洋碳汇交易。

对项目开发和交易持观望态度。而沿海地方政府拥有

2.1.3 以社会责任作为压力

海洋资源的管理权，政府直属的海洋碳汇资源管理机

在海洋碳汇交易管理中，政府社会责任体现在需

构（如红树林保护区管理局）可以作为碳汇量的所有

要维护海洋碳汇资源安全并充分发挥碳汇资源价值， 者和交易主体直接参与到海洋碳汇项目开发中，通过
实现区域海洋生态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由于政府是 增加海洋碳汇资源和固碳效益获取碳汇量，并依据自
海洋生态环境治理的第一责任主体，面临着构建服务

愿市场下的核证方法和标准开发碳信用进行交易，所

型和绩效型政府的压力。在这样的责任要求下，政府

得的资金反哺于海洋碳汇资源的保护。此外，有社会

有义务从战略规划和顶层设计出发，为海洋碳汇交易

责任和减排压力的社会组织可以响应政府的号召参与

制度的构建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撑和交易环境。对于企

到自愿碳市场交易中，通过协商转让的方式购买碳汇

业来说，“双碳”目标对能源密集型企业提出了新挑

量，配合政府共同完成项目交易。我国首个蓝碳碳汇

战，企业除了追求生产利益外还要完成额定的碳减排

项目“湛江红树林造林项目”为该阶段相关工作的开

目标，高碳排放企业选择参与海洋碳汇交易，不仅有

展提供了借鉴 [26]：该项目中湛江红树林自然保护区

助于降低碳减排成本，也是承担碳减排社会责任的重

管理局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分别为交易的供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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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该项目按照自愿碳市场的 VCS 标准进行开发和

于该阶段的主要目的是在履约市场中初步探索交易

核证，是我国在海洋碳汇项目交易领域的创新，也符

机制，因此有必要保留自愿碳汇市场并以其为主，

合上述交易模式的设定。

以履约市场为辅。具体可借鉴我国碳排放清缴的规

在具体的实施方面，可以先由具备海洋碳汇研究

定：“CCER 抵消比例不得超过应清缴碳排放配额的

与工作基础的地区开展试点，为将海洋碳汇项目纳入

5%”[28]，对海洋碳汇项目的抵消比例加以限制。在碳

履约市场积累经验。对于有意愿参与海洋碳汇交易的

汇交易类型上，可以依托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开展

企业要给予一定的经济鼓励，如根据碳汇项目的成交

渔业碳汇类的项目，明确该类项目与沿海生态系统碳

价进行直接补贴，或允许购买碳汇的部分金额抵消企

汇项目的区别与联系。同时，为了提高供需双方的积

业纳税额 [27]。在碳汇交易的类型方面，可以借鉴林业

极性，可以通过简化交易流程、免收交易费的方式减

碳汇项目的经验，先开发沿海生态系统碳汇资源（红

少交易成本，并培养一批能够提供海洋碳汇技术与政

树林、海草床、珊瑚礁等），再对渔业碳汇类型（贝

策咨询服务的第三方机构，为交易主体提供优质便捷

藻养殖、鱼类养殖）开展探索性尝试。同时，要逐步

的服务。

完善海洋碳汇交易的相关法规和标准，规范海洋碳汇

2.2.3 以履约市场为主的成熟阶段

量的监测、核查、报告和监管体系，开展海洋碳汇交
易平台和信息服务平台的建设工作。
2.2.2 自愿市场到履约市场的过渡阶段

随着海洋碳汇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海洋碳汇
交易将进入成熟阶段，该阶段的交易机制可以履约市
场中的 CCER 机制为主，实现海洋碳汇的市场化运作。

在试点地区自愿碳汇市场探索的基础上，可以逐

成熟阶段海洋碳汇交易的供需主体类型相比过渡

步扩大海洋碳汇项目的交易范围和规模，政府减少对

阶段没有较大差别，但可以扩大强制减排覆盖行业的

海洋碳汇资源的直接配置和对市场活动的干预，完成

范围，将化工、建材、钢铁等行业企业纳入碳市场，

从自愿市场到履约市场的过渡阶段。

以增加对海洋碳汇量的需求程度。该阶段的交易模式

过渡阶段的需求主体除了有自愿减排意愿的组织

呈现“平台运作 + 企业强制交易”的特点。经过探索

外，还应该包括目前碳市场中具有强制减排义务的企

阶段和过渡阶段的经验积累，海洋碳汇交易平台的基

业（如发电企业），该阶段的交易模式呈现“政府监

础功能建设不断完善，可以承担项目效益评估、项目

管 + 企业自主交易”的特点。海洋碳汇的供给主体除

审定与核查、信息收集与披露等工作，实现海洋碳汇

了拥有海洋碳汇资源的机构，还应广泛吸纳从事沿海

项目交易的全过程运作。政府主要从宏观层面对海洋

生态修复的企业以及个体养殖户。这些组织或个体在

碳汇交易市场进行管控，定期对平台运作情况进行验

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前提下，根据项目的规模和特征选

收，在市场失灵时通过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不再直接

择项目适用的 VCS 或 CCER 的开发标准进行前期设

参与市场运作的监督。此外，为了体现海洋碳汇市场

计，进而通过第三方机构核算碳汇量并论证项目的额

交易的强制性，可以结合碳中和目标，先由国家为各

外性，采取协议转让或单向竞价的方式出售碳汇量。 级行政区制定碳中和进程年度目标，再由区域分解到
政府的角色应该由海洋碳汇交易中的开发者转变为监

本行政区域内有履约义务的企事业单位。对于完成目

管者，重点在项目供给双方资质审查、交易标准制

标有困难的地方政府，允许其向已完成目标且拥有海

定、交易过程的信息公开等方面进行监管，保障交易

洋碳汇量的政府购买海洋碳汇；对于区域内企事业单

过程的公平公正。此外，该阶段需要肯定海洋碳汇项

位，可通过购买海洋碳汇量或相关的海洋碳汇产品抵

目产生的碳信用对于强制减排企业的碳抵消作用，参

消碳排放，以完成年度碳中和目标。在这样的运作机

照林业碳汇项目的交易规则和流程，将海洋碳汇项目

理下，可形成横向府际之间、纵向政企之间多元化的

纳入履约碳汇市场。对于有减排义务的企业来说，由

海洋碳汇交易机制，更充分地适应该阶段的海洋碳汇

于海洋本身的固碳效率高，相比其他 CCER 项目来

市场建设目标。

说，更具有经济优势和环境优势，因此，为了抵消多

在该阶段的实施过程中，要总结归纳我国海洋碳

余的碳排放量，该部分企业会成为交易体系中重要的

汇交易的模式与经验，将成熟成功的“中国方案”向

买家，使得海洋碳汇的需求量大幅度提高。

国际推广。首先，可以立足于“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在该阶段的实践中，可以鼓励沿海地方政府广泛

沿线国家蓝碳合作计划”，在海洋碳汇项目开发、海

参与到开发活动中，扩大原先交易的试点范围。由

洋碳汇标准对接、海洋碳汇交易市场推广方面与各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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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国家开展合作。其次，在国内完善的海洋碳汇交易

2.3.2 资金保障机制

机制基础上，逐步将市场向全球开放，吸引更多国际

海洋碳汇作为一种新兴的生态产品，具有增值

主体的参与和国际组织的认可，使得我国的海洋碳汇

性、稀缺性和产权化程度不高的特点，各个环节都离

交易市场拓展为国际化市场。最后，我国要把握在海

不开资金支持，因此海洋碳汇交易的融资渠道应尽量

洋碳汇交易方面的优势，助推海洋碳汇纳入国际碳交

多元化。

易市场，使其成为国际 CDM 机制下的交易类型，争

建立公共财政为主、多渠道融资为辅的海洋碳汇

取在海洋碳汇领域抢占国际制高点。

交易资金保障机制。具体而言，可以通过加大政府财

2.3 保障机制

政资金投入、拓展海洋碳汇贷款模式和设立海洋碳汇
发展基金相结合的方式作为海洋碳汇交易发展的资金

海洋碳汇交易的顺利运行必须建立完善的与之相

保障。在海洋碳汇交易建设初期会产生大量的沉没成
适应的保障机制作为支撑，主要包括法律保障机制、 本，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在这个阶段应加大对
资金保障机制和技术保障机制。
海洋碳汇项目开发的资金投入。目前，我国为保障海
2.3.1 法律保障机制

洋生态环境修复活动下发了财政转移支付资金，中央

完善的海洋碳汇交易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在严格的

政府可以从其中整合一部分专门用于海洋碳汇资源开

法律保障基础上。虽然我国出台了海洋碳汇相关的政

发与保护；沿海各省级财政部门可以在此基础上发

策文件对海洋碳汇交易给予战略指导，但由于海洋碳

放配套资金，对资金的分配、拨付、使用等环节进行

汇在碳市场中还属于新兴领域，针对海洋碳汇的法律
法规仍然较少。
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基
层探索相结合，可以协同推进我国海洋碳汇交易的法
律保障。“自上而下”指的是中央政府先进行顶层设
计，再由地方政府制定法规实施细则。由于我国已开
展研究制订应对气候变化法的工作，可以在总则部分
明确海洋碳汇的概念、内涵和权属，在专章部分制定
海洋碳汇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的原则与程序。在《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等碳交易市场相关的管理条例中，补
充海洋碳汇项目交易的程序性规定，承认海洋碳汇项
目的碳抵消信用在碳市场的作用，并对交易主体资格
审查、权责划分、收益归属以及其他注意事项加以说
明 [19]。在此基础上，将海洋碳汇建设纳入沿海地区的

监督，为海洋碳汇项目的参与者提供有效支持。随着
海洋碳汇市场机制的不断成熟，可以引入社会资金拓
宽融资渠道。在海洋碳汇贷款模式方面，可以发挥政
策性银行的作用，创新海洋碳汇项目的信贷政策和模
式，在贷款利率、贷款期限方面给予优惠政策，灵活
规定质押形式与还款方式。同时，政府要鼓励商业银
行加大对海洋碳汇信贷的发放力度，考虑以减碳量远
期收益权为质押，提升海洋碳汇信贷产品的功能。此
外，海洋碳汇项目的开发与交易市场的建立也可以设
立专门的海洋碳汇基金，从机构组建、资金来源与运
作、激励手段等方面进行设计。在基金的监管方面，
可以通过组建碳汇基金委员会、接受社会群众监督、
定期信息披露等方式进行，确保基金募捐与使用合法
合规。
2.3.3 技术保障机制

区域发展规划，允许地方政府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现状

海洋碳汇交易的基础是海洋增汇项目，而该类活

与碳汇资源禀赋对相关立法进行细化和补充，从而实

动具有很强的技术性和专业性，在项目的设计、实

现中央与地方的立法联动。“自下而上”指的是通过

施、计量和核证等过程中，需要遵循严格的程序和规

地方先行实践推动顶层设计。由于海洋碳汇资源的分

定。为了保障海洋碳汇项目的顺利开展，可以依托高

布具有区域性特征，近年来一些沿海省份在海洋碳汇

校和科研院所组建专业的海洋碳汇研究与管理机构，

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天津、上海、 开展海洋固碳机理研究、增汇技术效益评估、碳汇量
广东是我国地方碳交易试点地区，凭借海洋碳汇资源

监测核查等工作，为海洋碳汇交易提供坚实的技术

优势与碳交易市场建设的经验，可以开展海洋碳汇资

保障。

源开发与交易市场建设的立法工作。在地方法规与实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可以整合海洋生态、海洋

践的基础上，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地方经验进行顶层设

遥感、海洋经济等多学科的力量，针对生物碳泵与微

计，进而完善相关的法规条例，推动海洋碳汇交易的

生物碳泵耦合储碳机制、不同时空尺度下海洋碳库的

全局建设。

变化趋势、海洋碳汇对环境条件变化的响应等问题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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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研究，理清海洋生态系统的储碳机制及其关键环
节

[29]

。在海洋增汇技术方面，要以海洋储碳原理为基

础，明确各类技术的适用性，对海洋人工上升流、滨
海生态系统修复、藻类贝类养殖、海洋施肥等海洋
增汇项目的实施情况开展环境影响、环境风险和经济



持续发展为导向的海洋碳汇市场。综合考量以上因
素，方能制定体系完备的海洋碳汇交易机制，推动我
国成为碳汇大国，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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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China’s Ocean Carbon Sink
Trading Under the “Dual-carbon” Goal
CAO Yunmeng, WU Jing*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00, China)
Abstract: The ocean has high-efficiency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and huge carbon sink potential. A sound ocean carbon sink
trading mechanism is an important way for China to respond to global changes and achieve carbon neutrality. On the basis of combing
the relevant policy and practice of ocean carbon sink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motivation mechanism, realization
mechanism and guarantee mechanism of China’s ocean carbon sink trading,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policy
formulation of ocean carbon sinks in the future. First of all, the realization of ocean carbon sink trading needs to be driven by the policy
environment, interest motives as gravity,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pressure. Secondly,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cean carbon sink
trading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an exploratory stage based on the voluntary market, a transition stage from the voluntary market
to the compliance market, and a mature stage based on the compliance market.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ta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s of various stakeholders and key points in practice. Finally, in terms of legal protec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combining the
“top-down” top-level design with the “bottom-up” grassroots exploration; in terms of funds, it can form a capital guarantee with public
finance as the mainstay and multi-channel financing as the supplement; in terms of techn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set up professional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research work related to science and policy.
Keywords: ocean carbon sink; carbon sink trading; development mechanism; “dual-carb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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