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未来之碳定价

《2011清洁能源法案》
及相关法律

Dr Damien L Lockie
律师兼调解人

邦德大学 副教授



2

报告框架

• “澳大利亚清洁能源未来”纵览
• 澳大利亚乃至国际大环境要求降低二氧化碳
气体排放量的不可逆转趋势

• 义务和责任
1.  义务-履行《全国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
2007》中 提出并汇编的各项条例；
2.  责任-服从《2011清洁能源法案》中的合
理排放条款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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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框架

• 澳大利亚排污权交易市场

• 执行及调节力度一瞥

• 清洁能源津贴和协助项目

• 规划与供应链影响

• 答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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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GHG）
GHG1

Carbon Dioxide (CO2 )
Methane  (CH4)
Nitrous Oxide (N2O) 
Sulphur Hexafluoride (SF6) 
Hydro Fluorocarbons (HCFC)
Per Fluorocarbons (PFC)4

•Four of six GHGs counted under the Kyoto Protocol covered under the carbon pricing 

mechanism. 

标注：
1.  《全国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法2008》中不包括臭氧（CFCs），二氧化硫（SO2）和氮化

物（NOx）；
2.  大气中存活时间：以年为单位；
3.  通过全球变暖潜能值，有关超过100年的二氧化碳且等效温室气体，被称作CO2-e，此处

所用全球变暖潜能值(GWP) 来自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专门委员会（1995 AR2）；
4.  清洁能源法中包含铝冶炼所产生的全氟化碳

Life2

50~200
12

114 
3,200

260
50,000

GWP3

1
21

310 
23,000

140~12,000
5,700~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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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目标

• 澳大利亚履行国际义务

• 为气候变化赢得更有效的全球支持

• 为了实现减少80%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长
期目标，采取灵活而有效的成本效益方案

• 为温室气体定价，鼓励清洁能源投资，支
持经济环境下的竞争和相关工作

• 降低环境污染，为经济发展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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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框架
• 2011 清洁能源法案

• 2011 清洁能源调节法

国家温室和能源报告以及碳定价机制

• 2011年气候变化权威法案

目标限额，碳定价机制与评论政府气候变化缓解措施
方面的专业性建议

• 其他重要的相关立法

全国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法案2007；澳大利亚国家排
放单位登记法2011；碳信用额法案2011

• 即将出台的有关法律

清洁能源财务公司和澳大利亚可再生能源机构等清洁
能源立法组织；条例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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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表

• 2012年7月1日开始生效

• 三年固定收费，起价为A$23.00

2013-14年：A$24.15  

2014-15年：A$25.40 

• 从2015年7月1日起连续三年实行变动价格：
最低A$15 -A$20>2016 国际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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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机制

• 根据清洁能源法规定，实施碳价格的范围包括：

• 能源行业

• 交通行业

• 工业加工业

• 非传统废弃物和排放物

• 等价碳排放价格适用于以下方面：

• 大型商业运输排放

• 用于非交通运输的液体和气体燃料

• 合成性温室气体

• 排放范围不包括：

• 农业和土地部门排放

• 生物燃料和生物质的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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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GHG）排放
• 范围1：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例如：锅炉，熔炉，车辆燃烧排放等可由排放主体
自行排放/控制的，或者可由机器设备排放/控制的化
学产品。

• 范围2：通过耗电产生的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例如：外购电力设备在发电过程中的排放。

• 范围3：其他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是排放主体各项活动的综合结果，排放主体并不排
放或者自身无法控制排放量，例如：采购燃料的运
输，已售产品和服务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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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立法框架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1992）

人为因素影响的气候变化—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预警原则和代际平等

京都议定书（1997）/ 马拉喀什协定

澳大利亚是最新签署此协定的国家

京都议定书的承诺期限为2008年1月1日至2012年12月31日

国家指标以“既定总额单位”（AAUS）表示

三种灵活机制：“抵消交易”（两类）：

清洁发展机制（CDM）→经核排放减量单位（CERS）；

联合履行（JI）→排放减量单位（ERUS）；

国家间既定总额单位（AAUS）“交易”



11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Source: Securing Australia’s Clean Energy Future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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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Source: Securing Australia’s Clean Energy Future 2011 – 2009 emissions 
from the National Greenhouse Gas Inventory 2001, DCCEE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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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
2011 GHG = 539.8 Mt CO2-e

Estimate 2008-2012 annual GHG emissions

~ 583 Mt CO2-e  TOTAL
(after land use credits)

= 108% of 1990 emissions
= 1.5% of global GHG

~  304 Mt CO2-e  STATIONARY ENERGY

= 50% of total
= 70% electricity

~  88 Mt CO2-e  TRANSPORT

= 14% of total
= 88% road transport

AUSTRALIA’S AA = 2,990,378.53 AAUs

Source: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Tracking to the Kyoto Target 2007

National Inventory Report Sep qtr 2011
(6/2/2012)



14

澳大利亚温室气体排放指标

GOVERNMENT
TARGETS

2020

~ 525Mt CO2-e

= 5% off 2000 levels 
(increasing to 25% off)

2050

~ 110Mt CO2-e

= 80% off 2000 levels

2008-2012 annual GHG emissions

~ 583 Mt CO2-e  TOTAL
(after land use cred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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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cking to Kyoto and 2020

Source: Department of Climate Change and Energy Efficiency, 20/8/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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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缩减排放量？

Source: ABC News
http://www.abc.net.au/news/specials/climate-change/emission-redu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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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ETS传递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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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依据

实体 活动 法律依据

控股公司/

责任主体

注册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
管条例

计量 同上

报告 同上

责任实体

获得&转让合格的
排放单位

清洁能源法

（第三部分）

出让 清洁能源法

（第六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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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条例及能源报告

• 2007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

• 200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规定

• 2008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测量）决策

• 2009年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审计）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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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概念
• 温室气体
• 范围1和范围2 界定的排放物
• 机构

涉及温室气体生产和能量生产消耗的单项活动或者系列活
动的单个企业

• 运营控制
通过最具权威性政策，为机构介绍并实行以下至少一项条
款：
1. 运营政策
2. 健康安全政策
3. 环境政策

• 测量
共有四种方法，评估（方法1）到测量（方法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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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GHG）排放
• 范围1：温室气体直接排放

例如：锅炉，熔炉，车辆燃烧排放等可由排放主体
自行排放/控制的，或者可由机器设备排放/控制的化
学产品。

• 范围2：通过耗电产生的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例如：外购电力设备在发电过程中的排放。

• 范围3：其他温室气体间接排放

是排放主体各项活动的综合结果，排放主体并不排
放或者自身无法控制排放量，例如：采购燃料的运
输，已售产品和服务的使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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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

•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第九条规定：“机构”
是指涉及温室气体生产和能量生产消耗的单项活
动或者系列活动，具体指：

单个企业

满足条例规定的要求

• 国家温室气体和能源报告2008列举了关于单项或
系列活动将形成部分单个企业机构的情况；

• 根据条例2.16（1），如果在单一地点发生的活动，
产品1或者更多产品服务（主要生产过程）活动将
形成部分单个企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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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量决策

• 方法1：（默认方法）根据燃烧的燃料数量，通常

来源于国家的温室气体统计方法，以国家平均估
计为基础；

• 方法2：以澳大利亚（或同等）标准为依据，在行
业内抽取样本工厂加以分析的一种具体方法；

• 方法3：等同于方法2，但是抽样规则和分析方法
都必须遵守澳大利亚（或等效）的标准；

• 方法4：通过连续性排放监测（CEM）或者阶段性
排放监测提供工厂排放的特定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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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法之基础设计
• 范围1温室气体排放（或者潜在排放）责任主体应
承担的直接责任

• 每吨碳排放应负担的排放单元义务

• 清洁能源法创造了以套体系，旨在：

1. 评估排放责任，使责任主体了解哪项排放活动
需要承担责任。

2. 借助向合资格的排放单位进行支付和出让来满
足排放责任目标要求。

• 固定收费期间和灵活收费期间采用相似机制（排
放单位交易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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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
责任主体的核心：
• 定义必须参照国家温室排放监管法律和规章
• 此法规定内的相关人士称之为责任主体

• 相关人士包括：个人，法人团体，独立法人，国家，
地方管理机构等

责任主体分类
• 温室气体直接排放：第2类

一般排放源
垃圾填满设施

• 天然气：第3类
• 义务转移：第4类
• 指定的合营企业：第5类
• 责任转让证书：第6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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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划分
排放量控制值

• 全年二氧化碳排放量（CO2-e）控制在25,000吨以内

• 如果年内只进行部分控制，可调整为合适的排放量

责任转移

• 无双重计算标准—义务报价转化为数值：强制性和
自愿性

• 责任转让证书

控制企业集团

财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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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主体
Covered emissions emitted from facility = 

CO2-e of ‘particular # of tonnes’
(Provisional Emissions Number)

and

facility passes threshold test

then

LIABLE ENTITY

=

person with operation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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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运行中排放的温室气体

EMISSION = SCOPE 1 Emissions: CE s 30 

GHG is released into the atmosphere as a 
direct result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acility

and

released in Australia

and

regulations include under the 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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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指令

• 有效期间：从7月1日到次年6月30日

• 没有义务保护排放行为

• 清洁能源（单位短缺收费标准）法规定的排放缺口—
单位短缺的费用：

实行固定费用期间，单位短缺收费=单位短缺量x 
130% 单位排放收费

实行变动费用期间，单位短缺收费=单位短缺量x 
200% 上前同期单位排放收费

• 单位短缺不享有任何优惠政策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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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标准
• Carbon Unit: s 94

• Eligible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Unit 

• Eligible Australian Carbon Credit Unit 

• NB Substitution is subject to limits:

• IEUs = 50%

• ACCUs = 5%

HOLD

• A person holds an eligible emissions unit if the person is the registered 
holder of the unit

REGISTERED HOLDER

• “the person in whose Registry account there is an entry for the u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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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额度
• 政府建立初级市场：CE S94
• 主要特征：
相当于1吨温室气体排放量
电力
无时间限制（直到出让）（在变动期间内）
私人财产
被作为金融产品监管

• 自正式生效当年7月1日至隔年2月1日期间任何时
间内排放的碳量均需要收费

• 交易权限取决于是否采取固定收费价格
• 税务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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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NUMBER

s 95

ACU1234567892013

VINTAGE YEAR

s 96

ACU123456789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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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额度的分配
初级市场
由监管者分配碳排放额度：CE Act s 99
• 拍卖获得
• 支付固定费用获得
• 通过工作和竞赛项目免费获得
• 通过以煤炭发电免费获得
• 非注册账户不分配排放额度：CE Act s 98
• 非支付不分配排放额度：CE Act ss 100 (6)
二级市场（主要集中于实行变动价格期间）：
• 非注册账户不分配排放额度：CE Act s 104
衍生市场
• 通过公平手段和金融收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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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监管

• 清洁能源监管于4月2日正式启动

• 主席&首席执行官：

–Ms Chloe Munro (Chair, National Water 
Comm’n)

• 其他成员：

–Ms Jenny Granger (Second Commissioner, ATO)

–Dr Michael Sargent (Director, AEMO)

• 优先保障—服务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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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的职责

• 澳大利亚国家排放额度注册

• 国家温室气体与能源报告

• 清洁能源法

• 可再生能源目标

• 碳农业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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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机构的运作
• 提供有关碳定价机制的教育培训

• 负责组织排放额度注册

• 评估排放数据，确定每个排放主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 监管，促进和执行碳定价机制的规定

• 分配排放额度，包括免费额度，固定收费额度和用
以拍卖的额度

• 排放相关的行政管理工作

• 指定审计员，确保碳定价机制和国家温室气体排放
监管法严格执行

• 与其他国家的执法机关及监管机构合作，包括ASIC, 

the ACCC, AusTRAC, the AFP and the Commonwealth 

D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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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框架

©  Clean Energy Regulator, Source: www.cleanenergyregulator.gov.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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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监管条例修订2012 (No 2)
• Amends definitions and inserts new definitions, in particular:

– 'fugitive emissions' and 'decommissioned underground mines' (section 
5, Clean Energy Act 2011)

– natural gas supply pipeline; the withdrawal of natural gas and the point 
at which supply of natural gas occurs (sections 5 and 6, Clean Energy 
Act 2011)

– 'scope 1 emissions' and ‘scope 2 emissions’

• Obligation Transfer Numbers: procedures for making an application

• Interaction of the liability transfer certificate and joint ventures

• Procedure for notifying the regulator of transfers of carbon units by 
operation of law

• Standard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vision of documents to the regulator, 
and record keeping requirements



39

4月监管新规
• Prescribing information required in NGER Scheme 

registration application forms (sections 11B, 11C, 15A, 
15AA, 18B, 54A, 55A, NGER Act and regulations 2.08-
2.13, 3.02, Division 3.4, Division 6.2, NGER Regulations)

• The applicable identification procedure (section 5, 
Clean Energy Act 2011)

• Notices transmitted to the Regulator by means of an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encryption and 
authentication of identity (sections 7, Clean Energy A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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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监管新规

• Joint Ventures: application for declaration (voluntarily designated JV; 
participating percentage determination)—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to be supplied;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to be met before 
Regulator can approve; and other rules to be applied if share of 
goods, or share of access to services, do not apply (sections 68, 70, 
74 and 78, Clean Energy Act 2011)

• Liability Transfer Certificates: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s to be 
supplied (corporate group test, financial control test) other 
requirements to be met before Regulator can approve alternative 
grounds for cancellation; and grounds for deeming second person 
(not operator) to have financial control (sections 81, 83, 85, 87, 90 
and 92, Clean Energy Act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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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监管新规
• Obligation Transfer Numbers: information, documents; 

application fee; fee for supplying copy; information to be 
supplied in quotation; information to be specified in 
acceptance of quotation (sections 38, 46, 48, 59 and 60, 
Clean Energy Act 2011)

• Requirements for notification of significant holding of 
carbon units—controlling corporations, non-group entities, 
including information to be included in notification (sections 
218, 219, Clean Energy Act 2011) 

• Default and prescribed alternative methods of determining 
emissions embodied in natural gas (sections 7B and 13(1A) 
NGER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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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 NGER Act

 未注册：最多罚款$220,000

 未报告：最多罚款$220,000

 每日罚款：$11,000

 排放单位CEO承担：最多$220,000

清洁能源法 CE Act

 排放额度短缺罚款：130% - 200% BAAC

 逾期支付罚款：20%（每年）

 CEO承担：最多$1,100,000

民事责任处罚



43

监管自由裁量权

• 额度短缺罚款

• 审计（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

• 获取及使用信息的权力

• 点名公示

• 违规处罚：民事刑事责任和起诉通知

NB: ARNEU – anti-abuse controls over registry accounts 
and transactions

NB: Corporations Act – market integrity ru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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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额度短缺

• No units surrendered

• unit shortfall = emissions number

• Insufficient units surrendered

• unit shortfall = emissions number – surrendered units

• Borrowed units

• unit shortfall = over borrowed units

• Default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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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权力
监管调查
• 调查详情：
I. 确定是否合规；
II. 验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
III. 行使监督权力；
IV. 运行电脑和其他设备

违规通知
• 触犯民事法律责任的合理依据
• 限定在28天内必须付款
• 违规罚款=最高罚款额*20%
• 通过支付罚款抵消其他责任和不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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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名公示
•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监管法：2月28日公示报告

•根据清洁能源法规定，排放主体应公示以下信
息：
1. 责任主体相关信息：

单位负责人；每个人的配额短缺 额度；默认评估

额；未按规定交费的行政处罚措施；自由裁量权s29

规定

2. 排放额度相关信息：

拍卖结果；库存与外界的额度；排放总数量和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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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执法规定
• Part 10 – FRAUDULENT CONDUCT

• Conviction by a Court of an offence committed after 
15/12/2008

• Criminal Code (Cth) ss 134, 135, 136, 137

• Court is satisfied issue of units was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 Court can order units to be relinquished (Part 11)

• General application of Commonwealth laws
• Fraud against the Commonwealth   =  j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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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津贴
• More than 50% revenue recycling into tax relief and household assistance
• $10 billion Clean Energy Finance Corporation will invest in the 

commercialisation and deployment of renewable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and clean technologies

• $3.2 billion Australian Renewable Energy Agency will streamline and 
coordinate the administration of existing support for renewable energy

• $200 million Clean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over 5 years) will 
provide further support for businesses to support R&D in renewable energy 
and other low-pollution measures

• $800 million Clean Technology Investment Program will invest (over 7 years) 
in energy efficient capital equipment and low-emissions technologies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 $200 million Clean Technology Food and Foundries Investment Program 
(over 6 years):

• $50 million to metal forging and foundry sector
• $150 million to food processing sector

• $946 million biodiversity fund to support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biodiverse carbon sto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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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碳排放额度协助

•就业及竞争项目

•为排放密集型产业提供支持：
 针对贸易出口行业和对碳定价有重要披露的行业

（排放密集）
 与生产水平紧密相关，协助基于生产活动在澳大利

亚具有可持续性
 与非协助行业和家庭的目标保持一致
 具有过渡措施
 与澳大利亚国际贸易义务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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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E 援助
• 94.5 per cent of the allocative baseline for activities that have 

an emissions intensity above:

• 2000 tonnes of CO2-e/million dollars of revenue; or

• 6000 tonnes of CO2-e/million dollars of value added

• 66 per cent of the allocative baseline for activities that have 
an emissions intensity between:

• 1000 tonnes CO2-e/million dollars of revenue and 1999 tonnes of 
CO2-e/million dollars of revenue; or

• 3000 tonnes of CO2-e/million dollars of value added and 5999 
tonnes of CO2-e/million dollars of valu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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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不确定因素

• 自我评估的不确定性—反避税规则

• 测量的不确定性—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测量和
决策PT8

• 评估的不确定性—随时审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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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 税

• 碳配额

– 转让当年

• 滚动平衡法

– 选举(四年一次):市值、成本、先进先出法
（FIFO）

• 短缺额罚款

– 不可减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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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降价OR保持中立？

• 经济发展影响碳定价：
a. 价格上涨将通过供应链传递向最终消费者
b. 碳因素囊括于生产运营过程、周围环境及所消耗
的能源之中

• 增加竞争压力来降低成本和碳排放量
a. 2006年能源效率机会法案
b. 2010年建筑节能披露法案
c. 2010 竞争和消费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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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影响
• 清洁能源法机制并不负责为碳排放定价，但负责：

免费分配碳配额

进行强制或者自愿OTNs

• 合同法通过以下途径影响碳配额流向：

修订法律

修改税收相关规定

• ACCC负责为调查活动融资：

“哄抬碳价”行为

“碳价中立”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