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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碳排放交易法律
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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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政府正在加紧推动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而韩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制

度，碳排放交易市场也已经正式启动。研究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不仅能够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而且

能够为中韩两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连接做好准备。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在整体立法安排、监管机构设

置、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监管、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置等方面都值得我国立

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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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中国计划于 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在已经制定《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总结碳排放交易试点经验基础上，国务院正在加紧研究制定《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同为东亚国家，韩国已经于 2015 年 1 月正式启动了全国碳排放交易市

场，成为亚洲首个全国性碳排放交易市场，也成为首个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全国性碳排放交

易市场。考虑到中韩两国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方面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加上天然的地缘优

势，因此韩国可能会成为中国在 2020 年后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连接的优先选择。［1］全

面研究韩国碳排放交易法律制度，可以为完善我国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提供参考和借鉴，并

为将来中韩两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连接打下基础。

一、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立法背景

2007 年 12 月，时任韩国总统李明博上任初期即面临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挑战。同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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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下并不承担温室气体

强制减排义务，但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应承担温室气体

强制减排义务，因此韩国也面临着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压力。韩国属于工业制造型经济增长

模式，经济发展严重依赖进口化石能源，能源对外依存度在 2008 年达到 97%。［2］从 1990 年到

2005 年，韩国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86.8%，增长速度居 OECD 成员国之首。为此，2008 年李明博

政府提出“低碳绿色增长”国家战略，成立绿色增长总统委员会负责制定韩国绿色增长政策。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前夕，韩国政府提出到 2020 年实现较温室气体排放较“一切照旧

（Bussiness As Usual）”情景（即 BAU 情景）①减少 30%的自愿性目标。2014 年，韩国政府向《联合

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韩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到 2030 年实

现温室气体排放较 BAU 情景下减少 37%的目标。

为实现上述减排目标，推动韩国实现绿色低碳发展，2010 年韩国制定了《低碳绿色增长基

本法》，试图通过该法为韩国打造一个新的绿色发展引擎，提高韩国经济在国际社会的绿色竞

争力，并率先采取措施来应对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压力。从立法理念上看，该法所采取的是

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的立法理念。甚至有韩国民间组织认为，该法是“披着绿色外衣的

经济发展法”。［3］因为李明博曾指出，“绿色增长是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环境污染的可持

续发展”，“属于通过绿色技术和清洁能源创造新的经济增长引擎并创造就业的新型国家发展

范式。”［4］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第 46 条规定：“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为

顺利实现国家减排目标，政府特建立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

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在制定过程中，曾遭到以韩国知识经济部为代表的有关政府部门和

企业协会的强烈反对。［5］尽管如此，2012 年 5 月韩国国会还是通过了《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

与交易法》［6］，并于同年 11 月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和交易法实施法令》。2015 年 1

月，韩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成为目前世界上第二大碳排放交易市场。此外，韩国还先

后于 2010 年、2013 年、2014 年建立或制定了“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碳汇管理和改

进法》及其实施法令、碳排放配额国家分配计划等。②“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覆盖范

围包括工业和发电行业、建筑物和交通行业、农业和畜牧养殖、废弃物处理行业，规制对象为

温室气体年排放量在 2.5 万吨以上的中央政府机关、地方政府、公共机构、地方公共团体、公立

大学和公立大型医院等。③该体系不仅为建立韩国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积累了数据，促使企

业和公共机构了解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方面的业务，也为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作了准备，

还为政府机关对企业或者公共机构进行监管并与其他政府部门进行合作积累了经验。该体

系在本质上属于总量控制型制度，在制度设计上与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中的温室气体排放总

量设定以及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证（MRV）等的原理基本相同。不同的是，该体系不

具有可交易的配额分配与交易环节的制度设计，排放指标不能留存供将来使用，即纳入该制

① BAU 情景是指对碳排放行为不采取任何措施进行干预和控制的情形。

②“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是通过对韩国此前已经建立的“能源目标管理体系”修改完善而来。

③ 2012 年调整为 2 万吨，2014 年调整为 1.5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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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监管的排放单位在履行减排义务方面缺乏灵活性。［7］

二、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主要内容

（一）总体规划

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采用“总量控制型”交易模式。目前共设定了三个承诺期（commitment

period），即韩国碳排放交易第 1 期为 2015 年 1 月 1 日~2017 年 12 月 31 日，第 2 期为 2018 年 1 月 1

日~2020 年 12 月 31 日，第 3 期为 2021 年 1 月 1 日~2025 年 12 月 31 日。

按照规定，韩国战略与金融部应当制定一个关于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总体规划，

以明确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中长期政策目标和指导思想。该总体规划为期 10 年，每 5 年修

订一次。①该总体规划应当包括下列事项：当前国内外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碳

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基本梗概、基于总体经济增长以及每一领域和行业的新增投资和排放设

施扩建对碳排放影响的预测、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考虑到贸易强度和碳

排放强度等因素应当采取的支持国内产业的措施、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进行连接并开展国

际合作的制度设计等方面。

（二）监管机关及其权限分配

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实施法令》的

规定，韩国环境部是负责监管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主要机关即《温室气体排放配额

分配与交易法》第 8 条中规定的由总统法令授权的中央行政机关（简称“有权机关”）。②但是，

按照 2016 年 5 月颁布的《碳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实施法令》，韩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监管

权限将从韩国环境部转移给韩国战略与金融部（Ministry of Strategy and Finance，Republic of

Korea）。［8］由于碳排放交易制度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负责宏观经济调控的韩

国战略与金融部或许的确更适合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监管。

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规定，在韩国战略与金融部下设温室气体排放配

额分配委员会，负责审议和解决下列事项：与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国家分配计划”相关的事项、

与碳排放交易市场稳定性措施相关的事项、与温室气体排放核查和碳抵消信用相关的政策的

协调及其他协助工作、与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连接和其他国际合作相关的事项等。③

2010 年，韩国建立了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和研究中心，负责编制用于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

配有关的数据并为配额分配提供支持，负责对配额和抵消信用注册系统的管理和运行。另

外，为审议和解决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完整性的技术问题、对被监管实体温室气体排放数

据确认的技术问题以及对碳抵消信用进行确认的技术问题，“有权机关”还应当建立排放数量

确认委员会。④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8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6 条。

④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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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级市场及其监管方面

为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韩国政府应当在每个承诺期开始之前制定“温室气体排

放配额国家分配计划”（即“国家分配计划”，又称“承诺期间计划”）。①国家分配计划应当包括

下列内容：在每一承诺期内反映国家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的温室气体许可排放总量、针对每一

承诺期和每一履约年度的排放配额总量、所覆盖的行业和领域、针对每一行业和领域的配额

分配标准和数量、各履约年度的配额分配标准和数量、对被监管实体进行监管的门槛值和配

额分配方法、有偿发放配额情形下配额的分配方法、对“先期减排信用”予以认可的标准、储备

配额数量以及分配储备配额的方法、配额存储与借用和对抵消信用予以认可和运行的指导原

则等内容。如果韩国国内经济或者全球经济形势发生短期剧烈变化，韩国政府可以修改国家

分配计划，但是必须对其修改内容进行公开听证。

韩国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覆盖范围为——发电行业、工业领域、农业、捕鱼业、公共废弃物

处理行业、建筑物领域（包括公共建筑物）和交通行业在《京都议定书》下 6 种温室气体的直接

排放和间接排放。②有权机关应当最迟在每一承诺期开始前的 5 个月前指定应当纳入韩国碳

排放交易体系监管的企业实体（即“被监管实体”）。在《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第 42 条第 5 款

规定的目标管理实体范围内，过去连续 3 年温室气体年度排放量超过 1.25 万吨 CO2et 的企业实

体或者其所拥有的温室气体排放设施超过 2.5 万吨 CO2et 的企业实体，都必须纳入韩国碳排放

交易体系监管。按照上述监管门槛，在韩国大约有 525 家企业应当纳入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

的监管，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约占韩国全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 70%。［9］未到达上述门槛值的

“目标管理实体”也可以选择自愿加入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监管范围。在某一承诺期内，有

权机关可以将符合规定的新建设施、改建或者扩建后的现有设施指定为被监管实体（即新的

市场进入者），并从指定后的第二个年度参与配额分配。为避免使被监管企业（排放设施）同

时受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和韩国“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的双重监管，从 2015 年开始

纳入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监管的企业（排放设施）将不再受“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

监管。

在配额初始分配方面，“有权机关”应当按照国家分配计划向每一被监管实体分配某一承

诺期和某一履约年度的碳排放配额总量。③配额分配时应当考虑下列因素：被监管实体在每

一履约年度的配额需求量、被监管实体在第 15 条下早期减排信用的数量、被监管实体依据第

27 条提交的配额的数量、每一被监管实体的贸易强度和碳排放强度、所分配配额在不同被监

管实体之间的适当性、每一领域和行业温室气体减排可得技术的情形以及每一个行业和领域

的国际竞争力、每一被监管实体通过投资新建的和现有的设备和设施对实现国家温室气体减

排目标的贡献程度、目标管理实体在《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第 42 条第 6 款下的目标管理体系

中的绩效情况。在某一承诺期内，在配额初始分配环节，基于向新进入市场的被监管主体分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5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 条、《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第 2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2 条。

53



NORTHEAST ASIA FORUM

东北亚论坛 2016 年第 5 期

配配额或政府为采取措施稳定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考虑，有权机关可以将配额总量中的一定比

例用于配额储备。①

配额初始分配可采取免费或有偿发放方式。免费发放的比例由韩国政府在综合考虑对国

内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国际气候谈判的形势以及对之前履约期的评

估后，以总统法令方式予以规定。②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实施法令》，在第 1

承诺期配额分配采取全部免费发放的方式，分配依据是不同被监管实体的历史排放记录、基

准线排放量或者新建、改建或者扩建排放设施的预期排放等因素。如果在韩国碳排放交易制

度正式启动之前被监管实体已经开始自愿减排，那么在第 1 承诺期第 3 年度将会向其分配额

外配额。在第 2 承诺期，免费发放配额的数量为总量的 97%。在第 3 承诺期，免费发放的配额

不得超过配额总量的 90%。

在初始分配配额的调整方面，在下列情形下，在某一特定履约年度，有权机关可以主动或

者应被监管实体的要求追加分配配额：对国家分配计划进行修改，导致许可排放总量增加的；

在某一承诺期内，被监管实体扩建或者新增排放设施、调整生产线、修改运营计划、新产品的

排放强度发生变化等因素。③在下列情形下，针对被监管实体无偿取得的初始分配配额，有权

机关可以收回其被监管实体全部或者部分配额：对国家分配计划进行修改，导致许可排放总

量减少的；被监管实体关闭其整个排放设施的；无正当理由，被监管实体在预定的运营开始之

日起满 3 个月未能运行其排放设施的；被监管实体的排放设施中止运行超过 1 年以上的；发现

被监管实体存在与配额分配相关的欺诈行为或者虚假行为的。④

在某一履约年度内，对于被指定为被监管实体的交易市场新进入主体（new entrant），应当

从其被指定为被监管实体之后的第二个履约年度向其分配剩余履约期间的配额。在履约期

内，如果被监管实体新建或者扩建排放设施，那么韩国政府将会向其追加分配配额。为获得

初始分配配额，被监管实体应当在每一承诺期开始前 4 个月内向有权机关提出配额分配申请，

并在该申请中载明下列内容：在该履约期申请获得的配额总量、在每一履约年度申请获得的

配额数量、在申请人被指定为被监管实体之前的 3 年内每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履约期内改

建或者扩建排放设施的计划、在履约期内燃料和原材料的消费计划、在履约期内安装或者采

用温室气体减排设备和技术的计划、由于实施上述计划对温室气体排放增加或者减少的估

计、按照规定应当报告的温室气体实际排放量。⑤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采

取 100%免费发放的方式，以保障这些行业和领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10］

（四）二级市场及其监管方面

在交易对象方面，为某一履约年度分配的排放配额，在依法被提交用于完成履约义务或

者在该履约年度结束之日起 6 个月内应当尽快注销，除非未曾使用的配额在被注销之前已经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8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2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6 条。

④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7 条。

⑤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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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被移转到下一履约年度。①《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实施法令》允许进行配额衍

生品交易，并且适用韩国《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的有关规定。［11］

在配额交易主体和交易形式方面，在 2020 年之前，除纳入韩国碳排放交易管理的被监管

实体（包括自愿申请纳入碳排放交易市场管理的实体）和韩国四家公立银行外，韩国碳排放交

易市场不允许金融投资者进入市场进行交易，目的是防止在碳排放交易过程中发生投机行

为。［12］所有交易均采用电子方式进行，在完成交易后被监管实体应当将该交易的详细情况报

告给有权机关，有权机关应当毫不迟延地将该交易的详细内容登记在排放配额登记簿上。所

有配额交易及其权利变动均采取登记生效主义，即除非通过公司合并或者继承取得配额，否

则任何配额交易均自交易细节记载于排放配额登记簿上之时配额转让方开始生效。

韩国碳排放交易平台为韩国交易所（The Korea Exchange，KRX）。韩国交易所属于准政府

机关，其运行受韩国现行证券和交易法以及有关市场操纵、欺诈性市场交易、内幕信息等方面

法律的监管。［13］排放配额交易机构应当编制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规范，并征得有权机关批

准。②市场运行规范应当至少包括下列内容：排放配额交易机关会员资格的取得、交易方式、

交易结算与支付、信息公开、市场监管、争议解决以及法律规定的其他事项。排放配额交易机

关如欲修改该运行规范，且修改内容涉及碳排放交易市场运行的核心事项，则其修改内容必

须征得有关机关的批准。

为维护韩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秩序，针对碳排放交易市场价格操纵、秘密信息利用以及其

他虚假或者欺诈性交易的一般禁止和损害赔偿等问题，准用韩国《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

法》第 176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第 177 条（限于违反第 176 条第 1 款至第 3 款的情形）至 179 条、第

383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规定，但需将上述有关规定中“列明的证券或者交易衍生品”理解为

“排放配额”、将“电子证券经纪公司”理解为“配额交易经纪公司”、将“转让（exchange）”理解为

“排放配额转让（exchange）”、将“金融投资公司与金融投资领域的其他机构”理解为“排放配额

交易所成员”。

在发生下列情形时，有权机关可以采取市场稳定性措施以实现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稳定：

第一，如果配额价格连续 6 个月高于过去两年期间的平均配额价格，且达到总统法令规定的一

定比例；第二，由于市场对配额的需求急剧增加或者由于总统法令规定的其他原因，导致配额

交易量在短期内明显增加；第三，为保证碳排放交易市场秩序和保护公共利益，总统法令认为

应当采取市场稳定性措施的情形。并且，有权机关应当按照下列顺序采取碳排放交易市场稳

定性措施：一是，将有权机关依据《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18 条所进行的配额储

备中不超过 25%的部分投放市场；二是，通过总统法令为配额持有人设定配额持有的最高或者

最低限制；三是，总统法令规定的、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其他措施，包括修改配额借用的限制、

抵消信用使用方面的限制以及设定临时性最低或者最高配额价格限制等。③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2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2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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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碳排放监测、报告和核证

在每一个履约年度内，被监管实体应当按照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证体系的要求，

就其在该年度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编制排放报告，并在该履约年度结束后 3 个月内提交有权机

关。①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应当包括下列内容：排放设施的类型，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燃

料的数量以及生产水平；每一排放设施所排放的温室气体的数量和类型，某一正在排放温室

气体的设施的型号、类型以及运行频率；使用、生产或者销售的能源的类型或者数量，所使用

的燃料的构成，使用或者生产能源的设施的型号、类型以及运行频率；通过生产过程、生产设

施以排放活动而测量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型号、类型和数量；通过生产流程和产品而测量得到

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数量和所使用的能源的数量（仅在使用基准线法向相关设施分配配额的）；

被捕获的温室气体的类型和数量；某一领域测量和计算温室气体排放的方法学；排放报告的

质量控制程序；捕获或者移除的温室气体排放的实际数量；收集活动数据和决定参数的监测

计划。②

有权机关在收到被监管实体提交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之后，应当在评估该报告的完整

性之后就该被监管实体所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进行确认。如果被监管实体未能依法提

交报告，那么该有权机关在依法进行事实调查之后，可以按照总统法令中规定的指导规范主

动确认该被监管实体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该有关机关依法确认被监管实体实际的温室气

体排放量之后，应当尽快将确认后的排放量通知被监管实体，并且在履约年度结束之日起 5 个

月内将所确认的详细内容记录在排放配额登记簿上。③为核实有关因素、确定被监管实体有

关下列事项的请求的合理性或者处理与之相关的事项，有权机关可以要求被监管实体提交报

告或者数据，或者进行现场调查或者事实调查，即配额分配、已经分配配额的调整、已经分配

配额的回收、排放数量的报告与核证、排放数量的确定以及来自外部减排项目的温室气体减

排量的确定。④

（六）配额清缴与灵活机制方面

在配额清缴方面，在某一履约年度结束后的 6 个月内，被监管实体应当按照总统法令的要

求，向有关机关提交与其依法确认的碳排放量相等的排放配额。⑤

在灵活机制方面，经有权机关同意，被监管实体可以将其某一履约年度持有的配额存储

至同一承诺期之后的履约年度或者下一个承诺期的第一个履约年度使用。为履行在当前履

约年度依法及时清缴配额的义务，被监管实体在具有总统法令规定的、可以接受的正当理由

且征得有权机关批准后，可以从同一承诺期其他履约年度预借部分排放配额，预借配额的数

量由总统法令规定。在有权机关同意依法存储或者借用配额时，该机关应当立即将存储或者

借用的配额登记在排放配额登记簿上。任何存储或者借用的配额，应当被视为依法在该存储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4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4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5 条。

④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7 条。

⑤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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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借用的履约年度向被监管实体分配的配额。①

在碳抵消项目方面，被监管实体持有或取得依据国际标准由碳排放交易制度之外的项目

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量时，可要求有权机关将这些温室气体减排量转为排放配额。被监管实

体可以用在抵消信用注册登记簿中登记的排放配额来履行其依法提交配额的义务。有权机

关可以按照总统法令的规定对抵消信用设定最大限度使用限制和抵消信用有效期作出规

定。②并且，能够依法转化为碳抵消信用的外部项目必须是《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

法》规定的类型。③

（七）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的保护

被监管实体或者其他人对有权机关有关下列情形的决议有异议的，可以自规定之日起 30

日内向有权机关提出申诉，即：依法被指定为被监管实体的，自被指定之日起；依法分配排放

配额的，自分配之日起；依法对已经分配的配额进行调整的，自追加配额或者调整配额之日

起；依法回收配额的，自回收配额之日起；依法对排放数量进行认定的，自认定之日起；依法对

超额排放部分进行罚款的，自通知之日起。④

（八）法律责任方面

在履约义务方面，如果任何被监管实体依法提交的配额低于依法核证后的排放量，那么

有权机关可按最高至该相关履约年度平均碳价格的 3 倍但不得超过 10 000 韩元的标准，对于

不足部分按吨收取罚款。⑤如果被监管实体逾期不支付上述罚款的，则应当自支付罚款截止

日期次日起加收滞纳金。⑥

在碳排放交易市场秩序方面，任何人如果存在下列情形，将会被判处最高至 3 年的监禁或

者最高至 1 亿韩元的罚款，或者如果因违法行为所得利润或者避免遭受的损失超过 1 亿韩元，

则处以 3 倍于因违法行为所得利润或者免于遭受的损失的处罚：某人违反《金融投资服务和资

本市场法》第 176 条第 1 款的规定，通过故意扩大碳排放交易市场的繁荣或者使市场发生通货

膨胀而影响他人判断的；某人违反《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第 176 条第 2 款的规定，通过

散布误导信息或者虚假声明而不当诱导他人进行碳排放交易的；某人违反《金融投资服务和

资本市场法》第 176 条第 2 款的规定，通过从事、安排或者指使他人进行一系列碳排放交易，以

实现通过固定和控制碳排放交易价格来获得市场地位的；某人从事碳排放配额交易属于《金

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第 178 条第 2 款所列任何违法情形的；违反《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

市场法》第 178 条第 2 款的规定，为进行排放配额交易或者操纵排放配额市场价格，而散布谣

言、从事欺诈行为、进行欺骗性交易计划或者使用暴力的。⑦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8 条。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9 条。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0 条。

④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8 条。

⑤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3 条。

⑥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34 条。

⑦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1 条第 1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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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如果有下列情形，将会被判处最高至 1 年的监禁或者最高至 3 亿韩元的罚款：碳排

放交易所的管理人员或者雇员违反《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第 383 条第 1 款的规定，泄

漏或者使用在其职责范围内获得机密信息的；碳排放交易所的全职管理人员或者雇员违反

《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第 383 条第 2 款的规定，在收益或者损失的投资或者分配方面，

或者其他有关商业事务方面，与交易所的某一会员存在特殊商业利益关系的。①

任何人如果有下列情形，将会被处以最高至 1 亿韩元的罚款，或者如果因违法行为所得利

润或者避免遭受的损失超过 1 亿韩元，则处以 3 倍于因违法行为所得利润或者免于遭受的损

失的处罚：某人通过欺诈行为或者违法行为，获得其应当获得配额之外的更多配额的；某人所

提交的抵消排放配额系通过欺诈行为或者违法行为将某一外来项目产生的温室气体减排转

化而来的；某人从某一外来项目获得的温室气体减排信用系通过欺诈行为或者违法行为的方

法核证所得。②

对于《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1 条有关条款中规定的罚款规定，如果某一法

人或者机构的代表、自然人或者法人的雇员或者工作人员在碳排放交易事务中存在该条规定

的违法行为，那么不仅该代表雇员或者工作人员应当受到处罚，而且对该代表、雇员或者工作人

员负责的自然人或者法人也应当被处以有关条款规定中的罚款处罚，除非该自然人或者法人

能够证明自己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并已经采取充分的监管措施以防止上述违法行为的发生。③

任何人发生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机关可以处以最高至 1000 万韩元的罚款：违反《温室气

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1 条第 1 款规定提交虚假、编造或者欺诈性报告的；不依法提交

报告或者提交虚假、编造或者欺诈性报告的；对于违反《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第 44 条第 2 款

规定的情形不依法进行修改或者补充的；未按照《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27 条规

定缴纳排放配额的。④

三、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评价及其启示

（一）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特点

总体而言，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具有立法先行、法律位阶高、立法层次清晰、对排放数据

真实性的法律保障完善、对二级市场监管的规定充分、法律责任规定健全等明显特点。

1. 从立法过程和外在表现形式看

第一，就立法过程而言，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制定经历了从公众对其缺乏认知、部分利

益集团极力反对，到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博弈、不断妥协，再到最终实现碳排放交易立法的

过程。

第二，就地位而言，与已经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相同，韩国碳排放交易制

①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1 条第 2 款。

②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1 条第 3 款。

③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2 条。

④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第 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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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该国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法律制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14］

第三，从立法动议而言，韩国政府制定碳排放交易制度的最终目的并非为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而是在国际社会率先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低碳转型，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绿色竞

争力。

第四，就法律渊源而言，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体系包括“《韩国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基

本法/上位法依据）+《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一般法律/专门法系统规定）+《温

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实施法令》（条例/行政法规进一步细化）+其他有关配套法律

制度”。

2. 从立法文本本身的具体内容看

第一，在关键问题上采取保守谨慎、边做边学的态度。比如，在配额（或者碳排放权）的法

律性质问题上未做出明文规定，与世界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碳排放交易立法例在该问题的普遍

做法保持一致。因为世界各国实务界和理论界对碳排放权或者配额的法律性质尚未达成共

识。再如，韩国现行碳排放交易制度主要是针对无偿分配配额的情形，而对有偿分配配额情

形下可能遇到的问题则未作太多规定。这主要是因为即便对于韩国立法者而言，碳排放交易

市场也是一种新生事物，尚不能充分把握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上可能发生的情形。

第二，在具体法律规范上规定详细、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比如，为保障韩国碳排放交易体

系顺利运行，《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明确规定韩国战略与金融部应当制定一个关

于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运行的总体规划，并对该总体规划应当包括的事项进行了明确规定，

增强了公众尤其是低碳投资者对韩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和韩国经济社会低碳转型的预期和信

心。对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国家分配计划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建立了针对被监

管实体进入退出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动态机制，对其相应的配额分配和调整也进行了明确规

定。对碳排放交易机构的监管及其法律依据做出了明确规定。

第三，特别值得借鉴的是，在碳排放报告数据真实性、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监管、被监管

实体正当权益保护和碳排放交易市场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部分都做了较为充分的规定。为

保障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交易法》对被监管实体温室气体排放年

度报告应当包括的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对于二级市场的监管，《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与

交易法》规定准用韩国《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法》的有关规定。这一方面为二级市场监管

提供了法律依据，另一方面也降低了立法机关或者监管机关另行单独制定有关碳排放交易二

级市场监管规则的立法难度和立法成本。在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的保护部分，在要求被监管

实体履行义务的同时，也为保障其合法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在法律责任部分，不仅规定了

被监管实体不依法提交与其实际碳排放量相等的配额产生的法律责任，而且规定了实施影响

交易安全和市场秩序行为的法律责任。

（二）韩国经验对建立和完善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启示

在我国，关于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已经有两个法律文本，即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以部门规

章形式颁布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和正在制定并报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碳排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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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管理条例》（送审稿）。对于前者，其意义与此说是指导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毋宁

说是表明国家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决心，展现中国在控制温室气体方面负责任大国的

国际形象。对于后一个法律文本则提高了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立法位阶，对全国碳排放交易制

度进行了一定的完善。但是，该两个立法文本均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且偏重碳排放交易

一级市场的建构，对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缺乏应有的制度设计。结合韩国的立法经验，现对

我国建立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提出如下建议。

1. 尽快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为开展全国碳排放交易提供上位法依据。尽管国家

发展改革委在 2014 年 12 月制定了部门规章形式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

《暂行办法》），为在全国开展碳排放权交易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按照《立法法》（2015

年修正），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事

项①；行政法规的制定依据则是为执行法律的规定或者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授权决定。

显然，《暂行办法》以及正在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将面临缺乏上位法依据的问

题。为此，我国应当尽快制定专门性的《应对气候变化法》或者《低碳发展促进法》为碳排放

权交易制度提供上位法依据。［15］这是世界上已经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的国家或者地区的通

行做法。

2. 制定开展全国碳排放交易的总体规划，增强公众对我国开展碳排放交易活动的长远预

期。尽管我国正在制定《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但是从已经报送国务院法制办审议的送审

稿看，仍然缺乏对制定全国碳排放交易总体规划的制度设计。这样会增强全国碳排放交易制

度的不确定性，不利于增强公众尤其是低碳投资者对开展全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信心，也不

利于推动低碳基础设施投资。因为低碳基础设施投资必然涉及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转

型，而这些行业和领域又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所以对投资回报稳定性的要求较高。［16］

3. 进一步明确对纳入碳排放交易监管的排放单位及其碳排放年度报告的要求。国家发展

改革委有关官员指出：“基础是中国未来碳市场建设的关键”。［17］但是，我国开展全国碳排放交

易所需要的碳排放数据的真实性并不够牢固，保证碳排放数据真实性的法律依据不够充分，

相应的法律责任也缺乏应有力度。建立在我国碳排放交易制度中增加纳入碳排放交易监管

的排放单位的动态调整机制。对符合碳排放交易监管条件排放单位应当及时将其纳入全国

碳排放交易制度监管，因为这涉及对符合监管条件的企业的公平对待问题。同时，对纳入监

管排放单位的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应当进一步明确其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的要求及应

当包含的内容。为确保重点排放单位碳排放量数据的真实性，应当赋予第三方核证机构、碳

排放交易监管机关享有对重点排放单位的现场调查权，以实现其碳排放实际情况、监测计划

与温室气体排放年度报告三者相一致。

4. 明确对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进行监管的法律依据，强化对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监管的

法律责任。以总量控制与交易为表现形式的碳排放交易制度，与环境法已经存在的重点污染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2015 年修正）第 65 条、第 80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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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碳排放交易法律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物总量控制制度基本原理相同，两者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存在一个人造的配额交易市场。一旦

有市场，就必然可能有各种诸如不正当竞争、垄断等破坏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产生。因此，就

需要制定相应的维护碳排放交易市场秩序的法律规则。分析我国现有两个全国碳排放交易

制度的法律文本以及 7 个地方碳排放交易试点的做法，可以发现目前关于碳排放交易二级市

场秩序调整的法律规则要么授权由碳排放交易监管机关制定，要么授权碳排放交易机构制

定。对于是否可以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有关规定则缺乏明确规定。同时，

对于破坏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的种类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上述两个法律文

本也缺乏明确规定。同时，对于碳排放交易机构本身的监管也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相比之

下，韩国碳排放交易法则直接规定关于韩国碳排放交易机构的监管适用韩国证券和交易法等

法律法规，关于韩国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秩序的调整则准用韩国《金融投资服务和资本市场

法》的有关规定，同时对破坏韩国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也进行了

充分的规定。因此，我国全国碳排放交易立法应当明确规定对碳排放交易机构的法律依据、

破坏碳排放交易二级市场的违法行为种类及其相应的法律责任。

5. 建立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保护的体制机制。为保护被监管实体在碳排放数据方面的合

法权益，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了排放数量确认委员会。同时，针对被指定为被监管实体、

排放配额分配、已经分配配额的调整和回收、排放数量的认定等问题，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都

建立了旨在保护被监管实体合法利益的申诉机制。反观我国现有两个全国碳排放交易立法

本文，则缺乏关于保护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因此，在我国，针对被纳

入碳排放交易监管问题、配额分配及其调整问题、排放数量的认定等问题，全国碳排放交易立

法应当做出有关保护被监管实体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设置。

四、结语

中国政府已经承诺到 2017 年启动全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目前国务院正在加紧制定《碳排

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并已经形成送审稿报国务院法制办审议。中国在制定碳排放交易制度

的过程中，必须要充分吸收世界上已经建立碳排放交易制度的国家或者地区的经验和教训。

韩国与中国同为东亚国家，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韩两国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有着诸多

共同渊源和长期交流，这使得韩国碳排放交易制度的经验更可能适用于我国碳排放交易立

法，更便于中韩两国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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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llenge and Cooperation of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 Northeast Asia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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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aris Agreement pass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on December 12 of 2015 in Paris marked a new stage of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established a new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order. Paris Agreement focused on some main points such as the basic princi⁃

ples，three long-term goals and so on，which fully reflected the three major features of global governance pattern：win-win cooperation，fairness and jus⁃

tice，and co-development. Northeast Asia，which has the biggest economic vitality in East Asia，is still facing the most severe atmospheric problem. Coun⁃

tries in Northeast Asia emphasize different strategy in coping with climate change in the new period. The new pattern of reg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governance in Northeast Asia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Basic principles and common goals will be established；

multiple subject of regional cooperation governance will be built；the cooperation governance management will be improved；regional cooperation chan⁃

nels will be expanded；the effect of the regional atmospheric governance will be promoted substan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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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Japa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 Export LI Yi LI Meng-sheng·16·
Abstract：In 2009，China formally proposed high-speed rail export strategy，including three transnational high-speed corridors，starting from China，

across Eurasia，and connecting Southeast Asia. With the“Belt and Road Initiative”，China’s high-speed rail is now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to go

abroad.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worldwide increasing demand for infrastructure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regards high-speed rail export as a crucial sup⁃

port for the Economic Growth Strategy. In recent years，the Sino-Japanese bilateral relations fell into a "politically cold and economically cool" situation.

Japan holds a competitive position in high-speed rail output against China. Due to the competition and influence of Japan，China’s high-speed rail out⁃

put is full of difficulties.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Japan will still hold the competitive position. Therefore，China should know accurately the role Japan

playing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high-speed rail export，and also act appropriately to the competition and impact from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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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Financial Security ……………………………………… HUANG Qi-xuan·28·
Abstract：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raises concern of financial security. When facing the impossible trinity，the choice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are highly different. The ability of United States to withstand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to maintain financial security is stronger than any other

countries. As the large market size is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U.S. power，the U.S. has more options than other countries under the constraints of im⁃

possible trinity，and thus has better performance in safeguarding financial security. As a result of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dur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Thailand，Indonesia，Republic of Korea，and Russia could neither choose fixed exchange rate，nor maintain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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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onent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and it is beneficial for recipients，donors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China’s foreign aid experienced multi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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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ted its 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legislation and launched its national carbon market. Research on ROK legislation can not only inspire our

work，but also make preparation for the carbon market link between China and ROK. Many experiences can be drawn from ROK carbon emission t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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