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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于 2022 年开启了一项概略研究，以考察与贸易、

气候、自然和环境政策相关的近期政策话题。研究小组考虑了涉及贸易流通，贸易

政策和贸易规则的一系列问题，并将研究重心放在以下四个主题： 

 

A. 绿色产业政策; 

B. 零毁林目标; 

C. 塑料污染; 

D. 碳定价与碳边境调节机制 

 

首先，这项概略研究认定贸易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国家

中，贸易促进了经济总体增长，并已经对就业、扶贫、技术创新和其他发展成果产

生了间接、动态的推动作用。 

 

中国向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可以成为经济政策的主要切入点(尤其对货币、财政

与贸易政策而言)。第一代环境政策侧重于污染整治和因地制宜的自然保护，而碳

中和、循环经济和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等关键目标的实现，需要作用于经济整

体与特定产业的供方政策和需方政策，而贸易越来越常被作为政策手段。 

 

探索贸易和环境交叉领域的工作已有数载，其中包括 CCICED 的早期工作。这些早

期工作的重心是预测并避免贸易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或摩擦。下一代的贸易与环境协

调工作需要考察如何更好地联动两者。届时贸易将成为实现关键气候目标、自然目

标、循环经济和污染控制的催化剂，同时将促进共同富裕和创新目标的实现。 

 

国合会这份概略研究的国际负责人是 Bernice Lee 女士（查塔姆研究所期货研究主

任和霍夫曼可持续中心杰出研究员）和 John Hancock 博士（世贸组织政策拟定总

负责人）。国合会于 2022 年的第一季度与中外专家召开了相关会议（详见附件

一）。 

 

综合建议：国合会应该考察如何加强治理，增进贸易和环境之间的政策协同效应。

国合会未来工作的具体问题包括如何落实绿色零毁林供应链，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

贴，控制一次性塑料，跟进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新动向，并重点关注能源密集型和出

口导向型行业（如钢铝行业）。国合会的绿色贸易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如何扩大经济

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并促进就业和性别平等。下文为具体建议。 

 

报告内容分以下六章：第一章简略介绍贸易和环境相关的背景问题。第二章考核新

兴绿色产业政策（尤其是碳中和目标的政策支持）和贸易与投资的角色。第三章探

讨贸易与零毁林的关系。第四章分析为建构塑料污染多边框架的最新决定和其中的

贸易角色。第五章考核国家碳定价和碳边境调节机制。第六章为国合会的未来工作

提出具体建议。 

 

第一章：贸易和环境的协同作用 

https://cciced.eco/wp-content/uploads/2022/03/CCICED-Scoping-Study-Trade-and-Investment-Background-Not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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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家，贸易依然是 GDP增长的重要动力。贸易也是许多国家经济复苏的关键

因素，尤其是受到第一波疫情经济冲击的亚太地区。 

通过扩充就业，提高工资，缩减贫困和反复发生的不平等，贸易有助于实现共同富

裕目标。研究数据展现了贸易开放度和工资水平的显著正相关性。举个例子，参与

全球供应链会提高平均工资水平四个百分点。开放贸易还能间接改善社会状况和工

作环境。然而社会福利不会随着贸易开放自然提升，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策或境

内措施与之配合。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研究贸易、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多重关系。贸易可以带

动服务行业的就业人数净增长，同时加快金融服务、电子通信和工程服务等行业的

收入增长。重要的是，一些国家出口多种高附加值商品，这些商品内嵌的服务业需

求正创造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 

 

绿色贸易：2022 年是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三十周年。与会政府曾许诺在可

持续发展过程中，保证贸易和环境的互助关系。 

 

在日益丰富的绿色低碳商品和服务的全球供应链中，贸易扮演重要地位。例如，贸

易使得太阳能电池和其他新能源商品和服务更加实惠和普及。过去的十年中太阳能

电池板的价格降低了大约 80%，和大部分地区 2%左右的关税共同推动了全球新能源

贸易。 

 

 

贸易与性别：缩小性别差距是发展的一项重要目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缩小

性别差距有显著的经济意义，比如性别平等与 GDP 增速正相关。促贸援助

（Aid for Trade）等倡议设立了专项项目鼓励女性企业家参与贸易，缩小两性

收入差距，并培养女性在贸易中的领导力。在 2020 年，联合国成立了贸易与性

别非正式工作小组，以便更好地收集女性从事贸易的数据，测量贸易政策和趋

势对女性就业和工资的影响，并且评估和贸易相关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变动对最

脆弱群体的影响。2017 年 12 月签署的关于女性与贸易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宣言，

得到了超过 125 个 WTO 成员国的署名，体现了加强版的基于性别的分析

（GBA+）的重要性。GBA+也能帮助评估贸易对女性的影响以及发掘如何支持

女性赋能、创业和收入平等。然而女性依然面临挑战，比如女性受到法律限制

和培训机会限制，缺乏贸易投资和其他筹资的机会。据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

估值，女性企业家和男性企业家的资产差距为 3000亿美元。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rade/market-opening-growth-and-employment_8a34ce38-en
https://www.oecd-ilibrary.org/trade/policy-priorities-for-international-trade-and-jobs_9789264180178-en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o_wbjointpublication_e.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tctncd2018d1_en.pdf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1/Jul/Trading-into-a-bright-energy-future-Solar-photovoltaic
https://www.irena.org/publications/2021/Jul/Trading-into-a-bright-energy-future-Solar-photovolta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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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贸易不仅仅包括低碳新能源。具体来说，低碳、零毁林和无污染商品与服务的

市场估值为每年 2000 亿美元。大部分预测显示，数百种国际流通的绿色商品和服

务的市场（包括钢材、汽车、咖啡和旅游业）将持续扩张1。 

 

 
 

最近世贸组织成员国的部长级声明反映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广泛联结，并计划定位

贸易在以下领域的角色：塑料污染，零毁林政策供应链，规范化石能源补贴，净零

排放转型路径和其他领域。 

 

本概略研究专家组指出，联动贸易和绿色目标的机会有很多，但也有很多概念差异

可能造成阻碍。贸易规则和气候与生态系统保护组织（例如自然资本核算）都重视

市场失灵和定价失灵的纠正。贸易体系和气候生态组织理论上都支持环境外部性的

内部化。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两者在怎么实现内部化的问题上分歧较大。举个例子，

很多政府在利用碳定价和其他定价策略减少外部性的同时，提供了大约 1.8万亿美

元的对环境有害的补贴。 

 

专家组还指出贸易中的部分绿色补贴享受过狭窄、限时的特别许可，比如之前世贸

组织为农业推出的临时绿箱政策。考虑到昆明和格拉斯哥生物多样性和气候目标对

补贴改革的高度要求，绿色补贴的永久方案应该被重申，同时限制有害补贴的现行

规范需要生效。 

 

专家组留意到了贸易和环境治理之间的其他差异。虽然世贸组织和大多区域内或双

边贸易协定都基于一套相对统一的规则（例如最惠国、反歧视、国民待遇原则或禁

止出口限制），但《巴黎气候协定》的治理架构是基于自下而上、通过国家自主贡

献 (NDCs) 建立的多样化原则。NDCs 之间的差异通常很大，这种差异既体现在温

室气体减排的目标和时间线上，也体现在措施选择上，例如如何选择基于市场的碳

定价、法规、法定标准、绿色采购、绿色融资、碳捕集与封存、绿色基础设施投资、

研发创新筹资等措施。 

 

鉴于国际上政策选择的差异可能会持续到 2030 年，本概略研究专家组强调国际合

作、对话、建立信任和避免摩擦的重要性。世贸组织支持透明的通知系统为围绕碳

定价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经验。除透明度之外，气候变化缓解措施的差异性可能会导

 
1WTO能源数据库中绿色商品和服务的贸易指标显示，与环境标准相关的官方通知

比例在过去二十年中稳步增长，于2020年超出所有贸易流通商品占比的16%。 

绿色氢能：绿色氢能是绿色贸易的一个重要新兴领域，是很多国家的净零排放

计划的主要内容。绿色氢能是指用可再生能源制造的氢能，是实现碳中和的一

条路径。第一场液态氢能的大规模运输发生在 2021年，运输使用了新型的专用

大型容器。随着贸易扩张，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认证标准和联动进出口市场，帮

助区分不同种类的氢能（棕氢，灰氢和绿氢）。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tessd_e/launch_event_151221_e.htm
https://bteam.org/
https://bteam.org/
https://edb.w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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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贸易摩擦，特别是采用碳边境调节机制、市场准入禁令、制裁和其他工具的情况。

专家组强调，现有的世贸组织措施有效确立了不同法规和标准的可比性和等效性。

例如，世贸组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强调合格评定，并结合国际标准提供了一个

框架来比较不同碳减排措施并促进不同措施的融合2。 

 

昆明缔约方大会谈判结果可能会包括一个相似的自下而上方案。高层的《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将通过新版的《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在国内实施。随着

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加上一些私营部门农商品公司、绿色金

融服务以及有害环境的农业补贴3的改革行动越来越多，许多贸易和气候问题可能

与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产生联系。 

 

绿色标准：国家自然政策的内在差异在可持续性采购标准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现

在全球市场上有数百个强制性和自愿性标准。这些标准都旨在推动绿色发展，但在

用于定义绿色、低碳、低污染、可持续性或其他特征的指标以及衡量实施过程和结

果的审计指标上存在很大差异。由于大多数绿色标准侧重于通过碳税等措施改变钢

铁、电力、水泥、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生产或定价方式，这与贸易系统实现商品区

分4的重心形成了矛盾。 

 

区域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早期政策模式有助于指导后续的双边和

局部自由贸易协定如何通过独立章节制定环境条款，以及在某些情况下建立国际环

境合作方案。早期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已经影响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其中的环境章节。中国已于 2021 年 9 月申请加入

CPTPP。 

 

2019 年《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一项重大成就。虽然 RCEP 不包

含环境条款，但是它与更广泛的东盟(ASEAN)制度结构相关联。东盟制度结构的工

作范畴与气候变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多个领域相

关。 

 

绿色“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倡议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贸易融资来源之一，

也为推进绿色贸易提供了重要平台。世界银行估测，“一带一路”融资可以带来全

 
2 加拿大国家碳价采取按计划逐渐加严的碳税机制。自 2019 年启用后，加拿大国家碳价从每吨 20

加元涨到 2022 年的每吨 50 加元，并于 2030 年将上涨至每吨 170 加元。加拿大案例的一个有趣特

点是利用了联邦(国家)定价和不同省级市场机制之间的等效性，比如魁北克省和新斯科舍省使用了

总量控制和贸易手段而非碳定价。 
3 在 2021 年全球政府一共提供了约 1.8 万亿美元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包括对化石能源、农业和其他

领域的补贴。由大自然保护协会、保尔森基金会和哥伦比亚大学编写的一份重要报告提出了一项融

资提案，内容包括取消对环境有害的农业补贴和其他违背环保目标的补贴。国合会之前在绿色金融 

专项政策研究中建议中国处理对环境有害的农业补贴。2022 年国合会创新金融概略研究将补贴改

革定义为国合会未来工作的重点。 
4 国际上促进绿色融资分类和标准融合的新动向，比如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基金会创建新的《国际可

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展示了缩减主要标准制定机构差距的努力。 

https://www.cbd.int/nbsap/
https://www.iisd.org/articles/policy-analysis/naftas-environmental-record-history-outcomes-impacts-and-options
https://www.iisd.org/articles/policy-analysis/naftas-environmental-record-history-outcomes-impacts-and-options
https://www.mfat.govt.nz/v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and-resources/
https://www.mfat.govt.nz/v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and-resources/
https://press.anu.edu.au/publications/journals/east-asia-forum-quarterly/east-asia-forum-quarterly-volume-14-number-1-2022?utm_source=newsletter&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newsletter2022-03-27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publication/belt-and-road-economics-opportunities-and-risks-of-transport-corridors#messages
https://www.canada.ca/en/environment-climate-change/services/climate-change/pricing-pollution-how-it-will-work.html
https://bteam.org/our-thinking/news/reform-1-8-trillion-yearly-environmentally-harmful-subsidies-to-deliver-a-nature-positive-economy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conservation/financing-nature-report/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conservation/financing-nature-report/
https://www.ifrs.org/groups/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ifrs.org/groups/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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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贸易总量 1.7%到 6.2%之间的增长和全球实际收入 0.7%到 2.9%之间的增长。国合

会的工作持续通过完善融资标准和保障措施以及禁止海外煤炭等关键领域的融资，

绿化新的“一带一路”投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2年3月发布了全新的、

全面的、雄心勃勃的指导方针，以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的绿色成果。新方针的

重心之一是绿色贸易，特别要求“一带一路”倡议 

 

“继续优化贸易结构，大力发展高品质、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绿色产品贸易。

加强节能环保产品和服务的进出口。” 

 

第二章：绿色产业政策：虽然产业政策的现有定义和分类繁多，但其内部存在很

大差异。所以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案例研究5来分析政府政策的内容和影响。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市场失灵和政府监管不力等问题后，人们对产业政

策的兴趣逐步提高。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在 2018 年发布的《世界投资

报告》估算，占全球 GDP90%的 84 个国家在过去 5 年中采取了正式的产业政策。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 2019年发布的一项有影响力的经济研究（“不能透露名称

的政策将回归”）分析了它所指的“真正的产业政策”：这样的政策应该围绕鼓励

科技创新的政府支持展开，并不局限于挑选和补助产业中的“佼佼者”（因为这通

常不是政府的强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名称反映了产业政策在许多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圈内的坏名声。

然而，新一代产业政策侧重于设立使命导向的宏大目标（经济学家玛扎卡托6称之

为登月使命），并呼吁前端融资、税收优惠、降低初创企业创新风险等扶持措施，

建立丹尼·罗德里克 (Dani Rodrik) 所指的持续制度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司与

政府合作共同清理阻碍创新的法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成功的产业政策不太依赖市场中看不见之手，而更依赖

“国家之手的引导”。通过研究亚洲经济成功背后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得出

结论：把技术和创新作为重点的产业政策依赖政府支持，且这类政府支持促进了国

内企业转型成为超越既有比较优势的更尖端的部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观察道，贸

易尤其是出口导向型政策在总体上对创新发挥了关键作用，因为贸易让公司暴露于

外部竞争，进而驱使它们进一步创新。 

 

 
5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或经合组织)发布的<生产转型政策回顾>建立了一个同行评审程序用来

考核不同的产业政策内容。 例如，经合组织在 2018 年对深圳的评估展示了这座拥有 1800 万人口

的城市如何从 1970 年代的小渔村发展成为全球金融、技术和创新中心。 
6
 玛扎卡托(Mazacutto)为欧盟“地平线”计划撰写的报告将产业政策定性为以“使命”为导向，

以解决重大社会挑战为目标。并非从尚待解决的问题（例如高价值清洁能源专利的低生产率）着

手，玛扎卡托更倾向于确立使命或目标，并提出使命的五大要素：1.大胆、给人灵感又有广泛的社

会相关性;2.明确的、有针对性、可衡量、有时限的目标和方向;3.雄心勃勃的目标，包含切实的研

究和创新行动；4.跨学科、跨部门、跨个体的创新目标；5.能推动多重自下而上解决方案的目标。 

https://www.mfat.govt.nz/vn/trade/free-trade-agreements/free-trade-agreements-in-force/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pacific-partnership-text-and-resources/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2014/486655.pdf
https://www.ilo.org/public/libdoc/ilo/2014/486655.pdf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18
https://unctad.org/webflyer/world-investment-report-2018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3/26/The-Return-of-the-Policy-That-Shall-Not-Be-Named-Principles-of-Industrial-Policy-46710#:~:text=IMF%20Working%20Papers-,The%20Return%20of%20the%20Policy%20That%20Shall,Named%3A%20Principles%20of%20Industrial%20Policy&text=Summary%3A,to%20perdition%20for%20developing%20economies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P/Issues/2019/03/26/The-Return-of-the-Policy-That-Shall-Not-Be-Named-Principles-of-Industrial-Policy-46710#:~:text=IMF%20Working%20Papers-,The%20Return%20of%20the%20Policy%20That%20Shall,Named%3A%20Principles%20of%20Industrial%20Policy&text=Summary%3A,to%20perdition%20for%20developing%20economies
https://www.oecd.org/dev/PTPR-PLG-of-Shenzhen-DEV-GB-2018-7.pdf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research_and_innovation/contact/documents/ec_rtd_mazzucato-report-issue2_07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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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出口导向为侧重点的产业政策不同于早期版本。例如 1980 年代和更早的产

业政策曾基于进口替代，这降低了经济效率、扼杀了创新，并造成供应链对进口投

入品的持续依赖。这个体系阻碍了国内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向上迁移。 

 

净零排放的全政府计划：在近期产业政策的大背景下，近年来绿色产业政策激增，

政策内容特别强调了绿色技术创新对实现净零排放气候目标、循环经济和取代污染

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绿色产业政策被定义为“加快经济的绿色可持续性转型的政

府干预”。低碳绿色转型规划本质上是复杂的，包括了经济方方面面的措施：税收、

绿色技术的政府投资；能源、交通、农业、工业、建筑和其他行业的行业特定计划；

能源效率等需方政策。净零排放计划通常强调创新的特定领域，比如电动汽车、大

规模电池储能的开发，或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RENA)对绿色氢能的开发建议。 

 

确保这些不同措施之间的连贯性和协调性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剑桥经济学家张夏

准认为，产业政策应做到统筹兼顾，才能透彻掌握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并制定

明确计划。 

 

鉴于大多数国家实现其碳中和目标的计划有相似性，现在正是关注绿色产业政策如

何统筹的时机。比如在 2022 年 3 月，加拿大发布了新的净零排放计划，其中包括 

79 个不同的实施方案，涵盖了总计 290 亿加元的气候融资项目，用于促进绿色技

术创新、法规、国家碳定价机制等措施。2020 年英国同样在《绿色工业革命十点

计划》中把英国定位为绿色技术和绿色金融的世界领导者。英国的计划包括多种量

化目标，例如在 2025年之前创造 25 万个新的绿色工作岗位、每年种植 3万公顷树

木，在 2030 年前实现海上风能总量翻两番，并在十个集中区重新野化 3 万片足球

场大小的土地。 

 

2020 年欧盟产业政策将净零排放目标置入其绿色发展和数字化的双转型路线。

2021 年更新的绿色新政公布了欧盟气候计划的细节，也设立了与英国和许多其他

政府低碳计划类似的具体到行业的目标和路线。就欧盟而言，这些目标包括可持续

交通、绿色产业转型、清洁能源、绿色建筑、自然保护和建立多边合作（具体信息

参见“减排 55%”方案）7。 

 

 
7绿色产业政策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法国 2030战略

要求经济“再工业化”，并将提供300亿欧元资金用于开发小型核能、世界上第一架低碳飞机和每年

生产200万辆电动或混合动力汽车，并成为绿色氢的世界领导者。拜登政府

已经发布了多项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气候计划和全政府途

径，包括产业战略投资、绿色采购和其他目标。新加坡在2020年发布了全政府绿色计

划，借助以往产业政策吸引金融服务、加工、海洋和其他商业投资的成功经验，协调落实净零碳排

放和绿色发展目标。此外，新加坡

通常会提供慷慨的财政和金融激励措施来吸引投资者。例如，过去的产业战略借助裕廊岛出口加工

区（EPZ）的产业集群，通过多元化的金融和服务业集群支持，实现价值链上包括精炼、储存和运

输环节的投资多元化。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1421514004030
https://www.irena.org/newsroom/articles/2022/Mar/Green-Hydrogen-Needs-Industrial-Policy-Making-and-Certification
https://www.econ.cam.ac.uk/news-item?item=chang-bringing-production-back-ucl-ipp-april-2021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fit-digital-age/european-industrial-strategy_en
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delivering-european-green-deal_en
https://www.gouvernement.fr/france-2030-un-plan-d-investissement-pour-batir-la-france-de-demain
https://www.gouvernement.fr/france-2030-un-plan-d-investissement-pour-batir-la-france-de-demain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2/fact-sheet-president-biden-sets-2030-greenhouse-gas-pollution-reduction-target-aimed-at-creating-good-paying-union-jobs-and-securing-u-s-leadership-on-clean-energy-technologi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2/fact-sheet-president-biden-sets-2030-greenhouse-gas-pollution-reduction-target-aimed-at-creating-good-paying-union-jobs-and-securing-u-s-leadership-on-clean-energy-technologies/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1/27/executive-order-on-tackling-the-climate-crisis-at-home-and-abroad/
https://www.greenplan.gov.sg/splash
https://www.greenplan.gov.sg/splash
https://www.iis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ase-study-singapore-downstream-linkages.pdf
https://www.iisd.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case-study-singapore-downstream-linkag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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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计划最近的更新反映了 IMF 指出的政策灵活变通的重要性。欧盟在 2021 年依

据持续的 COVID-19疫情更新了欧盟产业政策。欧盟也在 2022 年 3月根据乌克兰危

机，大幅加快了摆脱进口石油和天然气章程，并呼吁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可再生

能源过渡。 

 

绿色产业政策的贸易问题：大多数绿色产业政策涵盖整个经济各行各业，因此自

然会涉及到各种贸易层面的问题。举个例子，英国计划要求电池在米德兰生产，而

拜登政府净零排放汽车战略提案中计划安排电动汽车在美国制造，这引发了对国民

待遇、反歧视或补贴和激励措施的贸易影响的担忧。 

 

另一问题涉及到投资者必须满足的各项绩效要求。不同地区的当地成分要求和其他

绩效要求差异很大，但通常包括支持本地劳动市场的措施或要求政府参股合资企业

或设定管理层参与目标。其他条款包括技术转让条款、本地基础设施投资、本地公

共卫生服务条款、本地采购合同、性别平等和其他目标。当地成分要求还包含更强

硬的贸易手段，例如出口限制，出口许可证、税收和其他旨在增加高附加值的当地

成分的措施。 

 

虽然当地成分政策在实践中差异很大，但许多实践与社会经济和人力资本目标密切

相关。这些目标包括就业、工资和收入保障、缩减不公和差距，以及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中设定的其他目标，尤其是目标 8的承诺“促进持久、包容和可持续经济

增长，促进充分的生产性就业和人人获得体面工作。” 

 

第三章：零毁林：每年有 300-400万公顷的原始热带森林发生流失。和它们一起消

失的，除了原住民和本土居民的生计来源，还有森林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和气候服

务。从 1990 年到现在，全球大约有 8000万公顷的森林被毁。 

 

不同国家的毁林速度差异明显。比如印度尼西亚的森林砍伐从 2016 年起有所下降，

得益于该政府暂停了新的森林特许权以及其他措施。然而由于该禁令将于 2022 年

解除，专家需要留意禁令解除后的毁林速度。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巴西热带亚马逊地区的毁林速度在 2022

年 1 月达到了其十多年来的最严重水平。巴西国家林业局的数据显示，与 2021 年

1 月对比，每月的森林流失增加了 400%。政府数据显示从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2021

年 7月 31日，巴西亚马逊地区共有 3,235平方公里（5,110平方英里）的雨林被砍

伐。由于地球上热带雨林总量的三分之一在巴西，巴西的雨林流失具有全球影响。

此外巴西境内的亚马逊地区在 2021 年从净碳汇转变为了净碳源。 

 

到目前为止，森林流失的最主要原因是农业扩张：据联合国估计，全球 90%的森林

流失是农业扩张造成的，被毁的森林大约一半被烧毁用作耕地，另一半则被用于放

牧。因此，公司、政府、慈善组织和其他机构采取了许多举措，通过改善那些引起

https://ec.europa.eu/growth/industry/strategy_en#:~:text=We%20updated%20our%20industrial%20strategy,green%2C%20digital%20and%20resilient%20economy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2_151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8/05/fact-sheet-president-biden-announces-steps-to-drive-american-leadership-forward-on-clean-cars-and-trucks/
https://scholarship.law.columbia.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15&=&context=sustainable_investment_staffpubs&=&sei-redir=1&referer=https%253A%252F%252Fwww.google.com%252Furl%253Fq%253Dhttps%253A%252F%252Fscholarship.law.columbia.edu%252Fcgi%252Fviewcontent.cgi%253Farticle%25253D1015%252526context%25253Dsustainable_investment_staffpubs%2526sa%253DD%2526source%253Ddocs%2526ust%253D1651524075747349%2526usg%253DAOvVaw1bcA8b4yTSIrqOTTRJIJnj#search=%22https%3A%2F%2Fscholarship.law.columbia.edu%2Fcgi%2Fviewcontent.cgi%3Farticle%3D1015%26context%3Dsustainable_investment_staffpubs%22
https://www.maaproject.org/2021/amazon-carbon-flux/
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cop26-agricultural-expansion-drives-almost-90-percent-of-global-deforest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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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砍伐、当地居民流离失所的农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出口及消费，来解决森林

流失的根本问题。 

 

国合会的 2021 年绿色供应链专项政策研究(SPS)强调了中国在供应链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软商品进口国之一。2021 年的研究建议采取以下具体措施减少

与软商品贸易相关的森林流失:1.确保所有进口软商品在原产国的合法采购;2.通过

合同与软商品进口公司推进可持续采购的国际标准;3.鼓励推广可持续采购所需的

工具——包括第三方认证、可追溯性和区块链等数字工具。 

 

此外，国合会的专项政策研究建议政府为可持续的软商品进口建立全面、稳健、具

有战略性的支持体系。 

 

拓展贸易维度和强调政府作用尤为关键。政府与私营企业在零毁林软商品供应链实

施过程中的合作也越来越重要。最新的三项动态强调了政府通过法规或其他措施调

整商品市场准入条件的作用越来越大。 

 

首先，在 2021年的联合国 COP26会议上，141个政府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

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致力于在 2030 年前整体停止和扭转森林流失和土地退

化。贸易被明确认定为实现 2030目标的主要手段之一： 
 

调整国际和各国内部的贸易和发展政策，在促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可持续商品生产和消

费的同时，实现各国互惠互利并防止森林流失和土地退化； 
 

其次，一些政府已经采取或提出了一些国内贸易措施，旨在阻止其管辖范围内可能

导致森林流失的软商品进口。这类措施的案例包括欧盟、英国和法国的提案，以及

挪威和其他国家已经实施的政策。虽然这些措施符合上述格拉斯哥宣言中通过国内

贸易政策实现 2030 年目标的精神，但目前仍不确定这些措施如何与世贸组织及其

他贸易协定保持一致。 

 

中国法律第 65 条明确禁止进口非法采伐的木材。一项相关的中国法律涉及大豆进

口问题。与已经出台类似法律或正在提案零毁林进口新法的其他司法管辖区（包括

法国、英国、欧盟、挪威等）一样，中国新法律的实施需要时间。目前还存在一些

数据问题，比如如何可靠地区分合法和非法采伐木材、如何实现可追溯性和尽职查

证等步骤。这些步骤可以保证进口商品的来源和监管链，也能评估零毁林政策可能

对消费端产品造成的影响。 

 

第三，一些新的私营部门已经作出承诺会解决森林流失问题。这些新承诺应该同过

去的承诺一起审视。2014 年，《纽约森林宣言》设立了到 2020 年毁林速度降低一

半的目标。当年 440多家企业通过消费品论坛发布了 700 多项承诺，用于遏制其供

应链中的森林流失并减少森林流失。目前为止，这些早期的自愿目标尚未达成。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https://www.climatefocus.com/projects/new-york-declaration-forests-nydf-progress-assessment#:~:text=The%20New%20York%20Declaration%20on,targets%20to%20end%20forest%20loss
https://forestdeclaration.org/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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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新的自愿承诺是否能比过去的得到更充分的落实。从过去的自愿

承诺能汲取的教训之一是需要为当地农民、居民和原住民筹集资金，以解决导致毁

林和土地退化的系统性因素。融资方法可以包括土地使用权的法律改革和提供鼓励

可持续发展土地管理的农场信贷（比如通过信贷鼓励非商业作物的混合种植、混农

林业或其他通常被追求商业作物产量的商业信贷所反对的土地管理方法）。捐赠方、

多边机构和慈善机构现已承诺提供大约 36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实现这些目标。 

 

本概略研究的专家组确立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必要性，并指出不能只依靠强制

性法规或自愿倡议来实现零毁林和合法采伐的贸易目标。借助绿色产业政策的经验

可以帮助确定具体公私合作形式，比如为私营贸易商、进口商和零售商提供激励政

策，鼓励它们使用区块链技术和其他工具加强尽职查证和可追溯性。 

 

中国亟需新的、健全且透明的政策工具。 

 

第四章塑料污染：2022年 3月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上，

175 个国家同意了关于海洋塑料的决议。联合国环境署（UNEP）执行主任称这是自

巴黎协定以来最重要的多边协定。 

 

该决议文案授权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立即开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塑料污

染协议的制定工作。这条新协议的目标将包括： 

● 一套解决塑料全生命周期的综合方案； 

● 促进塑料的可持续生产和消费； 

● 通过国家政策和国际合作措施减少海洋中的塑料污染； 

● 统筹协调区域性和国际性公约8； 

● 鼓励私营部门和其他行动。 

 

海洋塑料污染威胁海洋的生物多样性，同时联合国环境署在讨论中确立了塑料与气

候变化之间的联系，比如塑料生产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尤其是甲烷的排放。 

 

参照国际合作惯例和巴塞尔公约，贸易被包括在政府间谈判委员会的正式要求之

中。目前正有研究工作考察解决塑料问题需要哪些类型的贸易措施。例如，大约 

30 个世贸组织成员国在 2021 年发布的部长级声明中提到了塑料的贸易规模。联合

 
8塑料决议中提到的公约和国际协定包括《防止船舶污染国际公约》及其1978年的议定书、《控制

危险肥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斯德哥尔摩公约》、

《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1972年的《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公约》及其1996年议定书 、《国际化

学品管理战略方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决议也肯定了

国际组织、区域性政策和项目和非政府组织与私营部门的努力。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8522/k2200647_-_unep-ea-5-l-23-rev-1_-_advance.pdf?sequence=1&isAllowed=y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ory/double-trouble-plastics-found-emit-potent-greenhouse-gases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SS/directdoc.aspx?filename=q:/WT/MIN21/8.pdf&Open=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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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数据估计全球塑料贸易总额达到每年 1万亿美元，出人意料地

占全球商品贸易总额的 5%9。 

 

中国帮助拟定的世贸组织倡议提出了很多可选方案，包括向充分循环的塑料经济模

式过渡，改善塑料的环境友好型管理、回收和循环；降低绿色技术的获取门槛；扩

大可持续的塑料替代品和其他产品10的贸易。世贸组织小组还指出需要通过改进国

际标准来衡量实际行动，特别是通过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或通过世界海关组织

区分具有特定绿色关税代码的产品。 

 

这份贸易政策备选方案的列表强调了贸易政策可以有效促进更绿色更环保的商品和

服务的贸易。各项区域性贸易协定已经对绿色商品和服务实施贸易优惠措施。得到

明确界定后，绿色商品和服务还将受益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目前世贸组织

还未能就环境商品协议达成一致意见。 

 

第五章：碳定价、市场竞争力与碳边境调节机制： 

 

碳定价长期被认为是解决碳污染的最佳首选方案。借助市场效应，碳定价可以带来

经济整体的变化，激励消费者的行为改变从而作出低碳消费选择并有力促进环境外

部性的内部化。诺贝尔奖获得者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等杰出的经

济学家提出，为碳污染定价可以让消费者意识到他们消费产生的碳足迹，从而迫使

生产者选择低碳的生产模式，同时激励创新者和金融家扩大低碳投资，并缩小实现

这些变化所需的信息和数据
1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经合组织、世界银

行、联合国环境署等国际组织长期以来一直主张基于市场的政策工具，比如碳排放

交易系统 (ETS） 或碳税。 

 

许多司法管辖区正在接受这个事实。据世界银行的全球碳价查询面板显示，截至

2021年已有 65项碳定价倡议在 45个地区实施。尽管碳定价广泛的实践值得鼓励，

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平均价格仍然很低仅为每吨 3美元。 

 

按覆盖率计算，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市场。通过近十年的碳市场试点项目，中国

生态环境部于 2020年底推出了确认国内碳排放交易系统（ETS）合法地位的部级法

规。全国碳排放交易系统于 2021年启动，覆盖 2200家能源公司。 

 
9 数据显示初级形态的塑料占总额的 56%，其次是占 11%的中间形态，占 5%的中间制成品，占 

21%的终极制成品和占2%的废料。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一份报告

中估计某些类别的塑料（特别是合成纺织品和橡胶轮胎）的全球总产量的 60% 

在国际贸易中流通。 
10与循环经济和塑料有关的最重要的贸易措施仍然是中国在2017年和2018年对进口许可证

的修改。这项修改禁止了包括塑料垃圾在内的垃圾进口。 
11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2013年。气候赌局。耶鲁大学出版社,纽黑文。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envir_e/ega_e.htm
https://carbonpricingdashboard.worldbank.org/
https://blogs.imf.org/2021/06/18/a-proposal-to-scale-up-global-carbon-pricing/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plastic-trade-40-bigger-previously-thought-study-finds
https://unctad.org/news/global-plastic-trade-40-bigger-previously-thought-study-finds
https://docs.wto.org/dol2fe/Pages/FE_Search/FE_S_S009-DP.aspx?language=E&CatalogueIdList=237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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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7月首笔 ETS交易发生在上海碳市场交易所。2021 年底开盘价为每吨 48 元

人民币（7.4 美元），2022 年第一季度涨至约 9美元/吨。 

 

市场竞争力问题：纳税公司持续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比低税地区的同行业其他公

司，竞争力不足的顾虑。符合规范的碳市场也不例外.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衡量潜在市场竞争力的一个替代指标是对 ETS碳积分价值的预

估。2021 年的企业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访者预计未来十年碳积分价格将逐步

上涨，并预期到 2029年涨至最少每吨 139元人民币，最高接近每吨 200元人民币。 

 

有趣的是，大多数受访者预计他们的投资决策将越来越受 ETS 系统影响。其中 53%

的受访者预计在 2030 年前，他们的投资决策就将受到强烈影响，另有 31%的受访

者预测届时会受到中度影响。虽然问卷没有统计不同投资选择，但可以假设这些选

择会涉及一些能避免 ETS 定价成本上升的资本和运营投资。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提案有机会解决与碳定价相关的市场竞争力问题，还可以解决

潜在的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指企业搬迁到碳税低或不收碳税的地区）。 

 

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提案并不新鲜。几十年来，世贸组织审查了很多这样的提案。瓦

克斯曼-马克里•比尔(Waxman-Markey Bill)在 2009 年提出了一项碳调整措施，但

该措施连着法案本身被一起否决了。然而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 提案）

在 2021 年的发布，人们再次提起对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兴趣。这份提案是有史以来

最详细的碳边境调节机制提案，其中部分内容很可能最快于 2023 年生效，并于

2029 年全面生效。CBAM 提案内容涉及钢铁、水泥、铝、化肥和电力，也介绍了其

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杰出专家艾伦·寇司比(Aaron Cosbey)的分析报告追

溯了碳边境调节概念的演变过程、指出了其与《巴黎协定》目标的一致性和欧盟

CBAM 提案的一些细节，同时初浅析了这个机制可能会如何影响中国工业品和其他

商品出口。该分析参考了联合国贸发会议和其他机构的工作，指出碳边境调节机制

可能对中国出口有较大影响。 

 

第三代环保主义组织（E3G）对 CBAM 的建模分析和沙袋（Sandbag）研究小组发现，

CBAM 虽然整体上对钢材等中国商品的出口可能造成很大影响，但是能体现海绵铁

等小类出口商品的净价优势。对比欧洲的情况，这反映出当代中国的制造业规模。 

 

何晓贝博士，翟凡博士和马骏博士通过调用 GTAP10 全球贸易数据库，共同发表了

对 CBAM 的定量评估。他们在 2022 年 3 月的研究结论是 CBAM 将对许多新兴经济体

和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同程度但显著的溢出效应，从而导致收入变化等宏观经济影响。

从宏观经济角度考量，三位作者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应更积极地帮助缓

http://www.chinacarbon.info/wp-content/uploads/2022/02/EN_2021-China-Carbon-Pricing-Survey-Report.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3661
https://cciced.eco/wp-content/uploads/2022/03/Border-Carbon-Adjustment-.pdf
https://unctad.org/webflyer/european-union-carbon-border-adjustment-mechanism-implications-developing-countries
https://www.e3g.org/publications/a-storm-in-a-teacup/#:~:text=On%2014%20July%202021%2C%20the,third%20countries%20into%20the%20EU
https://nsd.pku.edu.cn/cbw/yjbgxl/521743.htm
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databases/v10/index.aspx
https://en.nsd.pku.edu.cn/docs/2022032911424512569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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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 CBAM 带来的价格上涨，因为价格上涨可能对一些出口国造成影响。他们还建议

成立一个新的 IMF 基金来管理 CBAM 创造的收入，因为这能减轻价格变动对发展中

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并促进绿色技术和其他低碳转型项目融资。 

 

第六章：专家组建议 

 

建议一：国合会应该研究如何促进 2022年 3月发改委绿色“一带一路”指导方针

的落实，重点关注如何提高“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绿色贸易的比重。这项工作

可以从扩展高科技绿色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入手，逐步淘汰基于煤炭和其他化石能源

的贸易融资，同时通过可持续采购的软商品增加“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之间的绿色

贸易。 

 

建议二：采用绿色产业政策实现紧迫的气候目标、循环经济目标和生物多样性的可

持续利用。结合当下工作，国合会应该紧跟绿色产业政策的创新和最佳实践，借鉴

构建和落实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案例经验，优先把科技创新作为提高生产效率和

实现绩效目标的手段。建议国合会在 2022 年底召开一次中外专家专题会议，共同

研讨绿色产业政策。 

 

建议三：国合会应该继续开展绿色价值链的有关工作，重点考察贸易、自愿措施和

与之相关的其他政策工具，帮助在 2030年前实现格拉斯哥森林和土地使用宣言。 

 

建议四：国合会应该考察如何通过绿色贸易缩小性别差距，促进就业，实现薪酬平

等、技能培训和其他广泛的共同富裕目标。 

 

建议五：国合会应该厘清贸易如何帮助政府间谈判委员会创建新的全球塑料条约。

国合会的工作可以进一步研究绿色商品和服务的贸易优惠。首先可对中国当前塑料

贸易的规模进行专业分析，其次寻找降低塑料环境危害的替代品和服务，并分析关

税，最后重点分析针对更环保的塑料替代品的非关税壁垒和绿色关税优惠措施的可

能影响。这项工作可以延伸到贸易的其他领域，特别是软商品的可持续采购，并分

析贸易优惠如何减少森林流失和其他环境影响。 

 

 

本报告由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魏仲加（Scott Vaughan）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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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概略研究小组成员结构  

 

总负责人 

魏仲加 

（Scott Vaughan）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李永怡 

(Bernice Lee) 

查塔姆研究所期货研究主任 

John 

Hancockhttps://zh.m.

wikipedia.org/zh-
hans/%E7%BA%A
6%E7%BF%B0%C
2%B7%E6%B1%8
9%E8%80%83%E5
%85%8B 

世贸组织高级政策顾问 

核心专家成员 

Nathalie 

Bernasconi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经济法与政策高级总监  

Aaron Cosbey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顾问 

Ana Toni  Instituto Clima e Sociedade (iCS) 执行总监 

 

Carolyn Deere 

Birkbeck  

日内瓦国际关系及发展学院贸易与环境论坛主任 

Nicolas 

Lockhart   

盛德律师事务所律师 

Kimberley 

Botwright  

世界经济论坛可持续贸易主任 

Daniela Garcia  厄瓜多尔常驻世贸组织副代表 

Vicky Chemutai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 

王毅 

  

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兼可持续发展所所长 

邹骥 国合会特别顾问;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 

参与专家成员 

Adrien Assous 沙袋组织（Sandbag）执行总监 

Ieva Barsauskaite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高级政策顾问 

Christophe 

Bellmann 

政策研究与战略总监, 贸易、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论坛（TESS） 

龙迪（Dimitri de 

Boer）  

欧洲环保协会中国首席代表；国合会特别顾问；中欧环境合作项目组长 

Madelaine Bowen   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政策分析师 

董珂 大自然保护协会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组主任 

Jackson Ewing 高级研究员, 杜克大学, 尼古拉斯环境政策解决方案研究所 

Peter Govindasamy 主任, 国际贸易聚落, 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https://zh.m.wikipedia.org/zh-hans/%E7%BA%A6%E7%BF%B0%C2%B7%E6%B1%89%E8%80%83%E5%8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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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Hillman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前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成员; 前国际贸

易中心成员 

Marianne 

Kettunen  

  

高级政策顾问和伙伴关系总监，贸易、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论坛

（TESS） 

Harris 

Kuemmerle  

独立政策分析师 

Pascal Lamy 前欧盟贸易专员；前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 

Cristina Larrea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可持续标准主任 

李道季 华东师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 

李金惠 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执行总监；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Michael Mehling MIT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帅俊伟 

（Sebastien 

Paquot） 

欧盟驻华代表团环境与气候变化参赞 

Jonny Peters 第三代环保组织（E3G）高级政策顾问 

 

Isabelle Ramdoo 副主任, IGF,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Alice Tipping  负责人, 可持续贸易与渔业补贴, 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涂建军 

(TU Kevin)  

Agora 中国能源转型主管 

 

屠新泉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 WTO研究院院长 

王国胜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调查规划设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张希良 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 

报告主要作者 魏仲加(Scott Vaughan),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