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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碳中和 (01372.HK) – 碳權是下一數碼黃金 
研究報告  

 
 

 

▪ 碳權具大宗商品性質 

▪ 碳權的每年遞減機制與比特幣相近 

▪ 碳權在中國的剛需隨著愈多行業被納入減排制度而澎脹 

 

核心觀點： 

 

中港股市在 2021 年下半年回調，很多板塊估值因政策改變跌穿歷史低位，

而中國在經濟及市場政策轉向上似乎尚未結束。投資者為了規避政策風險，

資金湧向價值股「避難」，很多價值股在這次跌浪中表現堅挺。儘管市場上

大部份以往的寵兒如科技及生物股跌至「價值窪地」，但相關板塊因沒有利

好或放寬政策消息出台，相信短時間內難以重拾昔日光輝。 

 

現時投資者暫時轉投「價值型」的舊經濟股，一堆舊經濟股忽然再次在鎂光

燈下，受市場注視。然而，世界是否真的開了倒車? 顯然不是。過去的歷史

告訴我們，新經濟總是經歷投資者懷疑下成長，正正因投資者出現不同的預

期落差，才會出現黃金投資機會。 

 

現時，所有新經濟概念股估值均處於歷史中位數以下，有些股票更是本應政

策受惠股，但卻被政策陰霾下錯殺。在現時低估值買這種被錯殺的股票，具

非常吸引的值博率，碳中和板塊便是一例。 

 

國家主席習近平早於 2020 年提出中國會致力實現「2030 年前碳達峰、

2060 年前碳中和」。所謂「碳達峰」是指一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最

大值，而「碳中和」即是一個國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夠與其環保措施互相

抵銷；具體而言，國家可以透過植樹造林、轉用可再生能源，以減排節能彌

補碳排放。 

 

當中以補償機制達致碳中和的無形商品，碳匯，配以現時 ESG 的投資潮流，

正悄悄在投資市場內牽起一波浪潮。當中投資碳匯的 ETF，在一年內升幅高

達 108%，成為表現最好的「商品」。然而，港股暫時落後美股，相關股票

未被市場關注，使碳匯相關股票成為一個不錯的「追落後」概念。

 

 

 
 
 

報告日期  2022 年 02 月 14 日  

市值  $13.6 億港元  

類別  增長型股票  

   

  

  

  

 

中國碳中和股價表現 

 
 
 
 

馬山股資研究團隊 

info@masancapital.com   

2 港元

3 港元

4 港元

4 港元

5 港元

6 港元

7 港元

8 港元

8 港元



 

 

 

 

 
Masan Capital 研究報告  2 

 

 

大宗期貨價格走勢 

 
資料來源: 彭博 

 

2021 年，市場開始炒作大宗商品進入「超級週期」，許多大宗商品及資源類別股跑赢大市。從上圖所示，標普能源指

數在 2021 年全年表現最好，升幅高達 59%，跑赢其它大宗商品。由於全球開始出現通脹，分析預料大宗商品將會持續

表現強勁。市場紛紛尋找下一個大宗商品的「風口位」，如最近的烏克蘭局勢使全球糧價飛漲，許多投資者正在下注糧

食價格將會衝得更高。 

 

另一方面，新工業所需的原材料，如製造太陽能板所需的多晶矽亦因為全球供應錬斷裂亦在最近連番提價，似乎不讑舊

經濟，抑或是新經濟，均不能避免原材料成本上漲問題，進一步將通脹推高，亦為投資大宗商品相關資產的投資者帶来

投資回報。 

 

與此同時，投資者亦努力尋覓下一種具備「有限供應」這特點的新興商品。 

 

碳排放權將成下一大宗商品 

巴黎協定確立了 2020 年後國際社會合作應對氣侯變化的基本框架，提出把全球氣温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 2

攝氏度之內，並為把升温控制在 1.5 攝氏度之內，並訂立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温室氣體淨零排放的目標。2019 年以

來，約 126 個國家和地區提出碳中和的目標，佔全球碳排放量的 51%，並計劃在 2050 年實現碳中和。 

 

至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聯合國大會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及措

施，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 2030 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 

  

能源:             +59% 

工業金屬:     +28% 

農業              +23% 

家畜              +23% 

貴金屬             -(8%) 

標普高盛商品指數 2021 年價格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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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中和（ carbon neutrality ），是指國家、企業、產品、活動或個人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溫室

氣體排放總量，透過使用低碳能源取代化石燃料、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以抵消自身產生的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

排放量，實現正負抵消，達到相對淨零排放。 

 

要達成碳中和一般有兩種做法： 

 

• 透過碳補償機制，使其產生的碳排放量在其它地方減少的碳排放量。例如：植樹造林、購買再生能源憑證。使用低

碳或零碳排的技術，例如使用再生能源（如風能和太陽能），以避免因燃燒化石燃料而排放二氧化碳到大氣中；最

終目標是僅使用低碳能源，而非化石燃料，使碳的釋放與吸收回地球的量達平衡不增加。 

 

• 碳市場將排放權分配給企業，並允許市場參與者以低於自身減排成本的價錢購買排放權。經濟學家認為，碳市場是

一項成本最低的政策，因為從理論上講，交易能夠令各排放方的邊際減排成本均等，以最低成本控制總排放量。 

 

碳交易權衍生 

 

 
資料來源: Pw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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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達致於 2060 年達致碳中和這個目標，引入市場機制會令碳排放權更有效分配，亦令企業產生誘因，轉向低碳能源

及投資綠色資產，賺取具價值的碳權。 

 

碳權是通過限制企業排放的二氧化碳量，創造競爭以鼓勵企業提高能源效率，採用清潔技術。成功減少碳排放的企業可

以出售未使用的污染配額；超過排放限制的企業可能就必須得購買更多配額或支付罰款。通過拍賣配額和逐步減少企業

被允許排放的污染量，政府可以推動企業競相採用碳減排技術。 

 

低碳企業可以把富餘部份的初始碳排配額在碳權交易市場賣給所需企業，賺取利潤，而超排企業可透過在市場購買額外

的碳權以繼續生產，這稱之為補償機制。透過每年驟降的減排配額，令碳權價格長遠上行，使高碳排放企業成本上升，

迫令它們最終轉用更高效、更環保的生產方式，最終達玫淨零排放的最終目標。 

 

 

 

資料來源: 發改委、東吳證券研究所 

 

另一方面，除了把富餘的碳權賣出，企業亦可使用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抵銷碳排放配額。根據 2021 年 1

月，生態環境部印發《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允許可再生能源、林業碳匯、甲烷利用等碳減排量用於抵銷工業企業

碳排放配額的清繳，目前市場預計剩餘 CCER 備案減排量 3,000-5,000 萬噸左右。 按照中國規定 5%的抵消比例計算，

CCER 市場潛力首年度預計 1-1.5 億噸，隨著八大行業逐步納入和社會碳中和需求，預計 CCER 年度潛力未來可能超過 

3 億噸/年。 碳減排專案（CCER，可抵消配額）的開發和碳資產管理已成為重要的逐利大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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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點碳成金 

 

 
資料來源: 公司年報 

 

碳權事實上可為低碳企業帶来巨額收益，特斯拉(TSLA.US)便是一例。特斯拉在 2020 年的財報顥示，公司有 15.8 億美

元收入，就是來自出售「碳權」，賺的錢甚至比賣車更多。在最近的五年，特斯拉出售「碳權」的收入已超過 33 億美

元。特斯拉在 2020 年方才首度轉虧為盈，在電動車業務仍虧損時時期，收入來源之一，靠的正是創辦人馬斯克搶先布

局碳權：該公司 2020 年盈餘才 6 億多美元，碳權交易獲利就有 15 億美元。此外，除電動車外，新能源企業，如光

伏、風電、氫能等企業都可以獲得「碳權」。 

 

碳中和概念股 

一般理解，新能源企業被市場視為碳中和概念股，然而，不是每一個新能源項目均會獲得「碳權」。事實上，若纯粹投

資碳權這賽道，縱觀港股，似乎只有中國碳中和(01372.HK)積極佈局碳權相關產業。雖然現時仍然比較早期，但已引起

我們的注意。 

 

中國碳中和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簡稱中國碳中和）(01372.HK)，前身是經營產銷汽車發動機業務的比速科技，它在

2021 年 1 月 27 日，把汽車發動機業務剝離上市公司，其後於 2021 年 7 月 26 日，配售已發行股本約 16.15%及發行

配售股份擴大的已發行股本的約 13.91%，籌集淨額約 2.28 億港元。在配售公告中，公司提到款項會用用於投資基礎產

業（碳捕獲及森林碳匯）及碳資產，以及用於發展行業團隊及碳資產開發及相關研發。這無疑是宣告公司正式轉型至碳

中和賽道。雖然公司內仍有土木工程業務，但相信在碳中和業務成型後也會被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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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來源: 公司網站 

 

其碳中和業務，主要分為兩大部份，負碳排放及碳資產管理。負碳排放是透過自然和技術兩個層面 : 自然排放是透過向

客戶提供投資植樹造林投資及森林碳匯合作開發等方式，為客戶提供一系列的專業服務，賺取及交易碳權 ; 至於技術層

面，則集中在負碳技術開發與應用，包括「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這技術是把二氧化碳收集起來進行利用或者進

行封存（如地下、海底等），或從空氣中捕集二氧化碳並轉化為產品封存起來，收集到的二氧化碳可以轉化為合成燃

料、注入水泥中或岩石中，或用作化學和塑料生產的原料等，藉此達致碳中和的目標。 

 

負碳排放業務能為自身及客戶產生具價值的碳權。然而，很多客戶在賺取碳權後，缺乏專業知識管理。因此，中國碳中

和 (01372.HK) 亦有提供碳資產管理，協助客戶管理相闗碳資產，包括但不限於碳交易、碳期權期貨、碳指數、碳質押

回購、碳託管等。 

 

在碳中和業務上，核心均離不開碳匯。因此，我們有必要理解甚麼是碳匯。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定義，碳匯

是指通過植樹造林、森林管理、植被恢復等措施，利用植物光合作用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固定在植被和土壤

中，以減少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 增加碳匯是應對氣候變化的 一項重要措施。通過認證機制確認的碳匯（證明碳匯

的額外性）將可以進行交易，購買碳匯的機構和個人可以用來抵消自身的碳排放。碳匯發展的瓶頸是土地資源及種植和

養護成本，這些因素限制了可增加碳匯的規模。換言之，碳匯會隨著時間推移，供應愈趨減少，但需求側短時間因各種

生產技術及科技限制未能大幅減少。故此，基於稀有性原則，我們相信，碳匯會變得有價有市，而碳匯價格上升將會利

好中國碳中和(01372.HK)短期盈利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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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動向 

最近，中國碳中和(01372.HK)動作頻頻。在最近的 2021 年中期報告透露，與多間行業領先國企民企，簽訂多項戰略合

作協議，如粵豐環保電力(1381.HK)、中國節能環保（香港）、北京金茂綠建科技有限公司，以發展碳中和業務，在碳

諮詢規劃及碳信用資產管理、碳捕集、利用與封存等方面為戰略夥伴提供一體化專業解決方案和落地執行服務，與該等

戰略夥伴合作研究滿足全球碳市場認可的碳資產開發及資產管理模式，拓展跨境跨市場的碳資產交易機制。 

 

上述的合作夥伴，主業均是在經營綠色項目，而這些項目均可賺取碳爟，但礙於這些企業缺乏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需

要中國碳中和(01372.HK)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以認證相關項目能獲取碳權。2021 年 2 月 1 日所頒發的《全國碳排放權

交易管理辦法試行》中，首階段指出電力行業率先被納入，共有 2225 家發電企業分到碳排放配額。 這反映碳權諮詢服

務需求殷切，我們相信中國碳中和在後時間會與更多企業簽署合作協議。  

 

我們曾於上文指出，企業要獲取碳權，相關綠色項目必須得到認證，方可作實。因此，認證服務是碳中和產業不可或缺

的一環，而中國碳中和(01372.HK)亦在相關方面積極佈局。 

 

 
資料來源: 華西證券研究所，馬山資本整理 

 

如上圖所示，在碳市場中，分為強制碳及自願碳兩大市場。強制碳市場是指《京都議定書》定下的履約機制，以清潔發

展機制和（適用於無減排承諾的發展中國家）和聯合履行機制（有減排承諾的發達國家）兩大機制下進行。而自願碳市

場則是以世界自然基金會（WWF）和其他國際非政府組織所訂下的黃金標準 (GS)，用作碳排放及造林/再造林領域的補

償標準。而核證碳標準（VCS）則是世界上最大的自願性核證減排標準。此標準在林業碳匯領域下包含的專案類型最為

廣泛，主要涉及造林，再造林和再種植 （ARR）、改進森林管理 （IFM）和減少毀林和森林退化的排放專案（REDD）

領域。 

 

  



 

 

 

 

 
Masan Capital 研究報告  8 

 

 

誇國企業在自願碳市場購買信用額的情況: 

 

企業 項目類型 自願碳標準 信用額度數量(mtCO2e) 

微軟 

森林類 VCS, CCB 410,801 

家庭能源效率類 GS 18,000 

太陽能類 GS 113,991 

生物質能類 GS 238,552 

雅诗兰黛 風能類 VCS 21,240 

穆迪 

森林類 VCS 10,000 

風能類 VCS 20,000 

家庭能源效率類 GS 6,303 

資料來源: Disclosure Insight Action (CDP), 華西證券、馬山資本整理 

 

很多企業，出於會責任、公共關係、投資獲利、管制預期等動機，它們更樂意向外部購買碳權以抵消其不可避免的排放

量，如上表所示，微軟，雅詩蘭黛，穆迪均有從自願性碳池購買碳權，以抵消自身的碳排放，達致履行氣候承諾，可見

碳權是在國際間有交易。 

 

當中，那類綠色項目能賺取自願性碳權，是以國際認可的黃金標準（GS）和核證減排標準（VCS） 作衡量準則，而認

證相關項目必然是碳中和業務重要的一環。中國碳中和(01372.HK)亦在這方面積極佈局。 於 2021 年 4 月，它宣佈成功

開設 GS 和 VERRA 賬戶，並可代表其他企業和個人開發碳減排項目和管理碳信用。它更於報告期內，成功把手上綠色

項目取得 GS 和核證碳標準（VCS）並完成簽發，成功賺取碳權。 此外，中國碳中和(01372.HK)亦成功開發或購得 12

年期的核證減排量期貨，豐富手上的碳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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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於 2021 年 8 月 19 日，更正式推出「氣候產品」相關開發、推廣和銷售的一站式綜合平台-「氣候商店」（包含之前

推出的「零碳公民」服務平台）（http://climatestore.cn/）。該綜合平台是集碳核證、碳諮詢、碳信用開發和銷售、

碳信用購買和使用一體的綜合線上與線下結合的平台。 協助企業和個人通過開發自身所擁有的碳信用或者通過便捷渠道

獲得碳信用，積極參與自願減排，實現企業和個人層面的碳中和。企業或個人借助平台提供的知識與資源，通過線上或

線下方式制定對於自身最優的碳中和方案，或者通過「氣候商店」開設自己的線上店舖銷售碳信用和影響氣候（「二氧

化碳排放」）的相關「氣候產品」。  

 

有了零銷平台，中國碳中和 (01372.HK)將繼續通過不同管道購入碳信用或者在不同的場景開發碳信用資產，並以 ToB

及 ToC 並行的業務模式促進碳信用需求，積極交易和使用碳信用資產，並預期在 2021 年下半年開始實現持續的收入。 

 

從最近的中期業績，可以看見，碳中和業務巳經開始貢獻至公司營利。在 2021 年度上旬，中國碳中和(01372.HK)成功

將手上的項目取得國際認證，賺取碳權，其存貨之公允價值收益乃根據現貨碳信用資產價值於 2021 年 6 月底前期間增

加 127,828,000 港元。其中，其手上的 12 年期的核證減排量期貨，基於會計學上的審慎原則，並未入賬，相信隨著期

貨合約逐步履約，將產生積極正面財務回報。若以碳資產價值合理值估算，中國碳中和(01372.HK)帳面價值是被低估

的。 

  

http://climatestor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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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匯是下一數碼黃金? 

整個碳中和業務，核心在於碳權，碳中和往後的市場規模，亦將會取決於碳權的市場價值。至於市場價值，往往需要經

時間一定考驗才能反映出來。但在此之前，對碳市場的憧憬可能先為碳權帶来一波的行情，配合國策「十四五規劃」對

碳中和願景的推動，中國的碳匯價格短中期有望迎來一波利好。 

 

 
資料來源: 彭博 

 

事實上，碳權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節節上升。由於碳匯市場現時仍處於發展階段，碳匯現貨價格不是完全透明，故此，

我們用市場上最大的碳滙期貨 ETF KRBN.US 來推估碳匯未來價格升勢。它追蹤的是 IHS Markit Global Carbon Index

這個指數；這個指數是以歐盟排放交易機制、美國加州排放交易機制、以及美國區域溫室氣體倡議（RGGI）這三個強

制性市場碳權配額的「期貨」交易量和成交價做為編製依據。從 2021 年的 2 月 1 日上市而來，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

為止，碳權 ETF (KRBN.US)巳經上升了 108%，由於這ＥＴＦ是以碳匯期貨為基準，反映市場正預期碳匯將會繼續走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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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碳匯既具大宗商品特性，亦同時具虛擬資產的本質，令碳匯這虛擬商品，有龐大的發展空間。從定義以言，

每種大宗商品必然具備商品属性，可進入流通領域，但非零售環節，一般用於工農業生產與消費使用的大批量買賣的物

質商品；虛擬資產則是指僅得用於購買特定空間中的商品及服務，流通性受到一定限制。碳匯的設計，亦可被視為用於

生產環節，由於各行各業的生產環節皆有減碳需求，其需求理應一般大宗商品為大。至於虛擬資產，能成為新興的儲存

財富資產，在於其稀有性，以及每年遞減的新增供應量。碳匯的設計亦具類似的機制，其設計原意是希望企業達致淨零

排放，若供應過多，便無法增加企業碳排放成本。  

 

儘管大宗商品最近表現回勇，但虛擬資產的吸引力，仍遠較前者高。然而，虛擬貨幣的發展，終歸會挑戰各國貨幣的主

權地位，各國政府對虛擬貨幣普遍具敵視態度，從最近各國大力打擊虛幣的行動可推測出往後的行動只會有增無減，這

必然會影響虛擬貨幣日後的市場價值。反觀之，碳權是各發達國家正在大力推廣的「合法無形商品」及肯定，其最終願

景更是為了達致世界負排放這宏大理想。這會更易被世人所接受，使其市場價值會更容易受到肯定，令碳匯市場可以走

得更闊更遠。 

 

根摣中國碳論壇發佈《2020 年中國碳價調查》，針對全國碳市場啟動之初的平均碳價預期是 : 2021 年人民幣 49 元/

噸，2025 年將上漲至 71 元/噸，並在未來 10 年未漲到 93 元/噸。至於根據美國環境保謢署估算，碳排放的社會成本

為每噸 41 美元。世界銀行在《State and Trends of Carbon Pricing 》中提出，為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全球各國到

2030 年碳價至少要達到每噸 50 至 100 美元。而根據 IMF 經濟學家 Ian Parrty 的測算，考慮 2030 年的減排承诺及市

場碳價的彈性系數，中國若需實現《巴黎協定》減排承诺，需要的碳價為 47 美元/噸，碳匯需要的升幅高達６倍，遠高

於中國預期碳交易市場價。  

 

中國碳交易市場 

碳匯現貨，僅僅是碳中和落實的始端，而完善碳金融架構建設，將會是碳市場「做大」的重要一步。 

 

中國的碳交易市場，首階段將會覆蓋約 2,225 間發電企業，通過特定方程式的計算，每間企業都會獲得一定的碳排放配

額。公司若碳排放量高於配額，則需要在碳交易市場中買入更多的排放權，一定程度上提高公司的成本，令其主動轉型

或減產。中石化 (00386.HK)、華潤電力 (00836.HK) 等企業最近已經完成首批碳排放權的交易。 

 

據生態環境部測算，納入首批全國碳市場覆蓋的企業碳排放量超過 40 億噸二氧化碳，儘管現階段只有電力一個行業參

與交易，但這巳經意味著中國碳市場巳成為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市場。隨著全國碳排放交易體系運行常

態化，該範圍將逐步擴大，最終覆蓋發電、石化、化工、建材、鋼鐵、有色金屬、造紙和國內民用航空等八個行業 。  

 

業內人士指出，到"十四五"末，中國有望建成一個交易額超千億元的全球最大碳交易市場。 從更長遠角度看，中國碳資

產交易市場（包括期貨、期權及其他衍生品類別）規模將達 2—3 萬億元。  

 

據報導，碳中和這項國策，單單在基礎設施方面，中國投資規模將超過百萬億人民幣，這絕對是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基

礎設施投資。這資產規模亦會使碳權躍升為新興的金融資產，而碳金融衍生產品，如碳遠期，碳期貨、碳期權和碳互

換，亦會因金融需求擴大而相繼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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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碳中和(01372.HK)的人事佈局來看，管理層大部份來金融領域，從事股權投資、資產管理、企業融資等範疇，為

日後開發碳金融業務定下穏紮的基礎，而碳金融產品開發，更將會是中國碳中和(01372.HK)營收的爆發點。 

 

風險 

▪ 負碳排放技術仍處於早期，仍未達可商業化階段 

▪ 碳市場發展情況不及預期 

▪ 國內經濟下行，引致排放減少 

  



 

 

 

 

 
Masan Capital 研究報告  13 

 

 

CONTACT INFORMATION 

 ☏  +852 3960 7749 

✉ info@masancapital.com 

 🌐 www.masancapital.com 

 

8/F, Aubin House, 171-172 Gloucester Road, Wan Chai, Hong Kong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 171-172 號安邦商業大廈 8 樓 

 

法律聲明及風險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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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相應的法律責任。本公司將保留向其追究法律責任的權利。 

 

 
DISCLAIMER AND RISK STATEMENTS: 
 
This report was produced by Masan Capital Limited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Register Institutions Central Entity Number  BOL530 RA 
Type 4 & 9) (“Company”) and we do hold the securitie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in the discretionary accounts or funds managed by the Company. The 
information in this report is derived from publicly available information that we believe to be reliable but we do not guarantee the authenticity, accuracy and 
completeness of these information.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is not obligated to update the information and recommendation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The Company may hold or trade securities or investments mentioned in the report. Users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potential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at may 
affect the objectivity of this report and should not consider the research report or related information as a reliable basis for investment or other decisions.  
This report is for reference only and we will not regard the recipient of this report as a natural customer or client of the company.  This report only reflects the 
views and judgments of the author on the date of issuance. In any case, the information or opinions expressed in this report do not constitute as investment 
advice to anyone. Investor should evaluate his/her investment objectives, financial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needs independently.  The Company and its 
affiliates shall not bear any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any consequences caused by the use of this report. 
 
The Company’s traders and other professionals may express orally or in writing comment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opinions and/or recommendations 
stated in this report and the Company has no obligations to update or notify the recipients of the report.  In addition, the Company’s asset management 
division and other business units may implement investment decisions 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opinions or recommendations stated in this report due 
to the changes of market conditions or assumptions. 
 
The copyright of this report belongs to the company.  No organization or individual may reproduce, publish, or disseminate all or part of this report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company’s prior written authorization.  If any part of this report is uploaded or forwarded, the person sharing this report should mention the 

Company as the issuer, the date of publication and the risks of using this report. The Company reserves the right to pursue legal liabilities against anyone who 

publishes or forwards this report without authorization and such person shall take full responsibilities for the corresponding legal consequen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