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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冰清
十年磨一剑

文／本刊记者   赵卉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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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

“在给国家呈报全国碳市场的建

设方案，争取全国碳交易系统落地上海

的那个月，我们团队几乎所有人没有在

凌晨3点前睡过觉。”

其实，早在2011年上海成为碳排

放交易试点时，陆冰清就全程参与了上

海碳交易机制设计和市场组织工作；而

在更早之前，她还参与了上海市环境权

益交易机制的设计以及长三角排污权交

易机制的设计。

从同济大学的环境工程学院毕业

后，陆冰清的所有工作都多多少少和环

保沾点边儿。她认为环保从来都不是茶

余饭后“就手”的事，而是需要一套完

备的逻辑体系才能做成的，而这些严谨

理念的形成，可能源于她学生时代的一

次震撼之旅。

一粒蓄势待发的种子
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陆冰

清所处的环境和时代让她拥有更多机会

走出国门，接触外面的世界。

2000年时，她所在的高中学校收

到了AFS的项目邀请。

这个成立于1947年的AFS（AFS 

Intercultural Programs）即国际文化

交流组织，以中学生为受众群体，旨在

培养具备国际视野与跨文化交流能力的

杰出人才，从而促进全球对话，推动世

界和平。

于是，想走出去看一看的陆冰清开

始了长达一年的国际文化交流之旅，而她

的目的地正是以严谨闻名于世的德国。

“在德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垃

圾分类。第一次接触到如此‘恐怖’的

距离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还有不

到两个月的时间，为保障开市后的各项

工作可以顺利开展，上海环境能源交易

所（以下简称“上海环交所”）的副总

经理陆冰清和她的同事们每天都加班加

点，做着最后的测试和准备工作。

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1997年由

84个国家共同签署的《京都议定书》

敲开了碳市场的大门。

2005年，欧盟碳排放交易市场正

式启动，碳排放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可交

易商品，全球碳市场初步形成。

2011年，我国将北京、天津、上

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七省市作

为首批碳交易试点，2016年又启动了

福建试点。

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

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全国统一的碳排放

权交易市场在2017年正式启动，由上海

牵头承担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系统

的建设和运维任务，上海环交所作为核

心支撑机构具体推进相关建设工作。

“这不仅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的一项重大创新实践，也有助于激励排

放实体降低成本，完成碳减排目标，是

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

段之一”陆冰清说。

当下，满负荷已成为陆冰清的工

作常态。忙，也是她给人的第一印象。

采访时间几经变更，陆冰清表示很抱

歉，无数的临时会议和研报让她无法掌

控自己的时间。

陆冰清坦言，从2017年全国碳交

易市场建设被提上日程，到全国碳交易

平台的承建工作花落上海，她和她的团

与碳市场
一同成长

> 从事碳市场相关工作10年

> 现任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

>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参与设计

    完成国内首个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

> 2013年，参与设计了上海碳市场交

    易体系建设

> 2017年，作为主要业务负责人参与

  了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建设任务申

  报和答辩工作。全国碳排放交易系

  统落户上海后，继续组织推进业务

   方案设计和系统建设相关工作。

陆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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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其实也并不知道环境工程具体是学

什么的，只觉得可能是跟环境保护有点

关系。

入学后，陆冰清才发现环境工程

居然是一门非常工科的专业，课程包括

化学、工程力学、测量学、工程制图、

环境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水力学、电

工学、环境监测等等，很多时候还要亲

自动手做一些“有味道”的实验。

2007年毕业后，做了一年环境分

析报告的陆冰清觉得有点“没意思”。

“像环评和产业评估工作都是有

一套程式化的逻辑，就是我们把项目套

到相应的场景中，根据不同的项目类型

判断和选择评估方法得出结果，有一些

固有模式，时间长了也会想要有一些不

一样的挑战。”

彼时，上海环交所刚刚成立，是

全国首家环境能源类交易平台，其业务

涉及节能减排与环境领域的权益交易、

排污权交易等。

陆冰清觉得这些业务内容和她的

专业正好对口，此外，将经济和环保这

对矛盾的元素相结合也让她眼前一亮。

“读大学时，老师不停地告诉我

们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是必然有矛盾

的，这个矛盾也不是说不可调和，但是

它是很天然的一种矛盾，如果从这两个

东西中选一样，肯定会对另外一样产生

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上海环交所却把两

个矛盾的东西结合在了一起。那时就觉

得很意外，也很新颖。”

于是陆冰清被这对“矛盾体”所

吸引，加入上海环交所后，她就像坐上

了加速器，开启了她职业生涯中一个又

一个里程碑。

从世博会到碳市场
2010年上海世博会盛大开幕。陆

冰清觉得这是推广低碳减排理念难得的

机会，尽管那时这一理念还很新颖。

“ 当 时 我 们 跟 上 海 市 生 态 环 境

局、世博局都沟通过，他们对于这个

‘世博自愿减排项目’非常认可。”

通过学习、钻研国内外的自愿减

排机制，陆冰清参与设计完成了国内首

个自愿碳减排交易平台——世博自愿减

排平台的方案：这一自愿碳减排交易系

统包括了排放核查、线上购买、减排量

注销等内容。

“当时，我们主要做了几个大场

馆的碳减排项目，包括联合国馆、英国

馆、万科馆以及几个省级场馆。在计算

场馆的碳排放时，我们请到了第三方专

业机构，他们对于场馆从建设到运营期

间的碳排放量进行核算，非常严谨。”

据陆冰清介绍，在世博会举办期

间，任何企业和个人都可以参与世博场

馆的减排活动。这些场馆的碳排放量会

分别对应相关的VER（自愿减排）项

目或CER（经核证减排）项目。公众

通过世博自愿减排项目平台购买的碳减

排量的费用，最终将被用于这些VER

或CER项目，以此来抵消企业或个人

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碳排放。

“这些VER和CER项目基本都是风

力和水电等环保项目，每个自愿减排的

参与者在实现碳减排后，都可登录网站

查询自己所购买的碳减排量的去向。”

2010年，20元一吨的碳价并不算

贵，尽管这样，公众的参与度却并不是特

别高。陆冰清说，那时参与世博自愿减排

垃圾分类方式。虽然和现在上海市的垃

圾分类有些类似，但是德国的垃圾分类

更为详细，况且那是20年前啊。”

陆冰清说，环保这件事就像渗入

了的德国人的血液，他们像遵守交通规

则一样遵守着各类环保条例。

“与只喊口号不同，德国关于环

保的逻辑体系非常严谨，整个环保链条

运转时，每个环节需要参与的人员，包

括普通老百姓，都清楚自己要做的工作

以及对接的人。这背后是需要非常多的

部门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

陆冰清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德国的空

瓶回收系统。德国人是不会随便扔空瓶

的，而是把空瓶用筐装好，每个星期他

们都会拎一箱子空瓶到超市换钱，“感

觉有点像我们小时候打酱油的过程”。

两 年 前 ， 陆 冰 清 又 去 过 一 次 德

国，看望当年的德国朋友，发现现在

德国的垃圾回收逻辑依旧和20年前一

样，并没有什么改变。

德国是最早实施强制垃圾分类的

国家之一。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德

国便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垃圾分类系统。

经过近30年的发展，德国生活垃圾循

环利用率已经从1990年的15%攀升至

2018年的68%。

不过陆冰清也坦言，习惯的养成

需要时间，这事急不得，毕竟罗马不是

一天建成的。

也就是在作为交换生的那一年，

陆冰清对于环保这件事有了更深层次的

认识，也为将来她的大学专业及职业选

择埋下了一粒蓄势待发的种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陆冰清毫无悬念

地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但她表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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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个人大多是圈内人，她对公众的反

应表示理解，毕竟碳减排量是个看不见摸

不着的东西，尤其对于普通百姓来说。

“就像旅游纪念品，再不起眼但

拿在手里也是个东西，但碳减排量可能

就虚一些吧，公众有些疑虑也正常。”

同样的疑虑，还出现在了上海碳

交易市场试点落地的那一年。

2011年上海成为我国碳交易市场

的首批试点城市，当时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碳交易体系的建设，以及对企业碳排

放量的摸底，这些都涉及未来上海市碳

交易市场的配额发放。

“虽然当时国际上已有不少国家和地

区开启了碳交易市场，但是他们的碳排放

核算办法并不适用于我国，有些核算方法

像天书一样，计算逻辑也有一定特殊性，

比较难直接套用，那就只能自己一点点研

究。最后我们环交所和上海市信息中心、

上海市节能减排中心的团队一起开创性

地设计出了全国第一套企业层面的《企业

碳排放核算方法》《核查工作规则》。”

核算标准正式发布后，陆冰清及

其团队开始了对企业的数据摸底，而这

也是当时她觉得最难过的一关。

陆冰清说，那时他们团队是一家家

企业登门核查，让她哭笑不得的是，很多

企业听到碳市场还以为是买卖煤炭的。

“那时光闭门羹就不知道吃了多

少回。企业有疑虑也很正常，对于核查

他们的碳排放量，企业的第一反应就是

主管部门又要管我了，是不是又要用什

么条例来卡我了？”

陆冰清记不清给企业做了多少轮

培训，最后，被纳入核算范围的197家

企业总算是全部被动地理解和接受了。

随着2013年上海碳交易试点正式

启动，企业的心态也逐渐出现变化。

“以前企业抵触是因为不明白这件

事的含义，经过多轮培训，企业明白了碳

交易不仅可以督促企业进行减排改造，

实现社会价值，富余的配额量还能变

现，成为他们的收入来源。所以从2013

年开始，企业的配合度还是挺高的。”

截至2020年年末，上海碳现货各

品种累计成交量1.53亿吨，累计成交

金额17.38亿元，共吸引包括纳管企业

和投资机构在内的近700家单位开户

交易。其中，配额累计成交量4329.44

万吨，累计成交额9.75亿元；CCER累

计成交量1.09亿吨，累计成交额7.63亿

元。二级市场总成交量在全国排名前

列，CCER成交量占全国CCER总成交

量约41%，稳居全国第一。

如果翻看陆冰清的朋友圈会发现

美食和加班是出镜率最高的，陆冰清笑

着说，每到压力大时就想吃东西，尤其

是来了环交所后，不知道胖了多少斤。

这些话看似抱怨，但也从一方面

反映了陆冰清的努力和坚持。到今年已

经是陆冰清入职上海环交所的第十三个

年头，这也是上海环交所成立的第十三

年；从2011年到2021年，上海碳市场

从试点走向全国，她非常庆幸自己可以

有这样的机会陪伴这个市场一起成长。

当年那颗关于环保的种子已经生

根发芽，曾经的环保梦想，陆冰清不仅

实践了，还让其有了更深刻的含义。陆

冰清说她的最大理想就是自己的工作能

为推动这个领域发展作出一点点贡献，

全国碳市场启动在即，对于她来说那将

是更大的舞台。

环保从来都不是茶余饭后“就手”的

事，而是需要一套完备的逻辑体系才

能做成的。

碳市场不仅是利用市场机制控制和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的一项重大创新实践，也有助于激励

排放实体降低成本，完成碳减排目

标，是我国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的重要手段之一。

大学的时候一直受到的教育是环境保

护和经济发展必然有矛盾，这两个东

西如果要选一样，肯定会对另外一样

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碳市场把这

对矛盾结合到了一起，感觉挺新颖。

碳路·心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