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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欧美发达国家碳中和的实现对高耗能行业的企业信用风险产生较大影响。

第一，业务转型、多元化发展、产业地域转移对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

求；第二，碳减排相关成本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双向影响；第三，企业融资环境

与其环保表现的联系也愈发紧密。能够实现经营转型、形成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

更有能力消化碳减排成本，信用风险相对可控；规模较小的尾部企业在传统业务

盈利承压、自身造血能力下降的同时，融资端受限，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关键词：碳中和 低碳转型 经营风险 信用风险 

 

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引发全球气候变暖，气候变化逐渐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心

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为了削减排放、控制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遏制生态环境的

持续破坏，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经过多年艰难谈判，一百余个国家

于 1992 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上共同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达

成第一个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国际公约，全球对于气候问题的共同关注拉开

帷幕。随后，《京都议定书》《哥本哈根协议》《巴黎协定》等重要国际气候协议

通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陆续实现碳达峰并步入碳中和解决方案的寻求与履行中。

作为《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缔约方大会第二十六次会议（COP26）于 2021 年 11 月 13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闭

幕，全球 197 个国家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公约》，就《巴黎协定》实施细则达成

共识。在“碳中和”目标逐步落地的背景下，国际现有经济发展模式将会发生根

本性改变，这将对高耗能行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碳中和使发电与供热、交通运输、制造业与建筑业面临绿色转型

压力 

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已经实现碳达峰。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统计数据

显示，截至 2020年末，全球已有 54个国家或地区的碳排放实现达峰，占全球碳

排放总量的 40%。具体来看，最早达到碳达峰的欧盟从 1979 年开始经历了大约

十年左右的平台期，1990 年以后呈现比较稳定的下降趋势；俄罗斯、美国、日

本、韩国碳排放量分别在 1990年、2007年、2012年、2018年出现峰值（图 1）。

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化、能源消费转

型、能效技术进步、城市化率提高以及人口增长不断放缓，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



排放脱钩，能源消费达到顶峰，碳排放呈下降趋势。可以说，发达经济体的碳达

峰更偏向是一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达峰。 

 

主要发达经济体现阶段主要在寻求和履行碳中和解决方案。根据世界银行统

计，截至 2020年末，世界上已有 127个国家或地区承诺在 21世纪中叶之前实现

碳中和。其中，欧盟、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均承诺 2050 年实现

碳中和；北欧国家碳中和目标时间普遍更加超前，芬兰、冰岛和瑞典碳中和目标

时间分别为 2030年、2035年和 2045年。 

从全球碳排放的行业结构来看，碳排放主要来源于发电与供热、交通运输、

制造业与建筑业，上述行业面临的绿色转型压力较大，信用风险值得关注。2018

年，以上三类行业燃料燃烧的碳排放量合计占比达到全部行业的 85%。2008年和

2018 年对比来看（图 2），欧盟和美国的发电与供热、制造业与建筑业碳排放占

比明显下降，取得了一定的减排成效，但碳排放占比仍然较高；而交通运输行业

碳排放占比则有所上升，未来减排压力较大。 

 

二、碳中和机制导致碳排放企业的碳成本负担加重 

（一）欧美对于碳中和目标的立场 



欧盟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2008 年欧洲议会批准“气候行动

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计划”，该计划是最早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欧盟碳中和计划，

被认为是全球通过气候和能源一体化政策实现减缓气候变化目标的重要基础。欧

盟于 2021 年 6 月通过《欧洲气候法案》，以立法形式确保达成到 2050 年实现气

候中性的目标，建立法律框架帮助各国实现 2050 年气候中和目标，通过法律约

束所有欧盟机构和成员国为实现气候中和目标采取必要的相关措施。 

美国的碳中和政策受政治因素影响有所反复。美国在 1997 年加入《京都议

定书》后，2001 年小布什政府以“影响美国经济发展”等理由退出《京都议定

书》；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动环境政策的制定，公布“美国复兴和再投资计划”

（以发展新能源为核心）、发布《清洁能源法案》、签署《巴黎协定》；特朗普政

府时期在气候政策上相对保守，2017 年开始废除奥巴马时期通过的多项环境法

规并宣布退出《巴黎协定》；拜登上台后宣布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并承诺碳中

和目标。 

虽然各国对于碳中和的立场会受到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出现

阶段性的波动或反复，但以实现“碳中和”为目标的绿色发展已是大势所趋，这

将会对高耗能行业发展和信用风险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碳定价机制使环境成本显性化 

碳定价机制是一种重要的碳中和政策工具，主要是指生产商排放一定量的二

氧化碳需支付相应费用的政策，使环境成本显性化。该机制主要通过发挥价格信

号作用，将气候变化成本显性化，鼓励引导经济主体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同时，碳定价机制也可以产生财政收入，发挥资金再分

配的作用：碳排放企业负担的碳成本由政府征收，用来进行清洁投资，使资金由

碳排放领域转向低碳领域。据世界银行统计，2020 年世界各地的碳定价机制创

造了 530 亿美元的收入，近几年呈现上升趋势。这也意味着碳排放企业负担的碳

成本在不断攀升。 

一般而言，碳定价机制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机制两种方式。截至

2021年 5月，全世界已经有 64个碳定价工具投入运行。据世界银行统计，2021

年运行中的碳定价工具覆盖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 21.4%，较 2020年（15.1%）

显著增加，这主要得益于中国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推出。 

碳排放交易体系下，碳排放总量由政府控制，碳价格由市场决定。碳排放权

交易将碳排放作为一种商品，由政府对碳排放实施总量控制，将配额根据标准进

行拍卖或者免费分配，企业可以买入或卖出相应的碳排放配额。 

欧盟碳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之一，

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减少碳排放的关键工具。欧盟碳交易体系成立于 2005

年初，目前包含 27 个欧盟成员国，以及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欧盟碳交易



体系主要覆盖了火力发电、钢铁、水泥等高耗能高排放工业以及航空业，通过控

制碳排放限额和提升碳排放成本来加速推进各行业脱碳（表 1）。根据欧洲环境

署（EEA）的数据，2005—2019年纳入 ETS 市场监测范围内的行业碳中和量达到

4.85亿吨。 

 

表 1 欧盟碳交易市场历程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联合资信整理。 

美国则没有形成覆盖范围较大的交易体系，成立于 2003 年的芝加哥气候交

易所已经在 2010 年底停止了交易。美国碳交易体系市场目前是多个区域性交易

体系并存的格局，如由美国东北部 10个州组成的区域温室气体行动（RGGI）、西

部气候倡议等。 

碳税是对二氧化碳排放量或对化石燃料按照其碳含量征收的税。碳税制度下，

碳税税率由政府决定，碳排放量由市场决定。 

芬兰、挪威、瑞典、丹麦等北欧国家从 20世纪 90年代初开始征收碳税，是

世界上最早征收碳税的一批国家；2000年以来，瑞士、冰岛、爱尔兰、法国、西

班牙等欧洲国家也陆续开征碳税；2020年初，欧盟《欧洲绿色协议》提出要在欧

盟区域内实施“碳关税”的新税收制度，该制度主要是在实施本地严格气候政策

的基础上，要求进口或出口的高碳产品缴纳或退还相应的税费。2021 年 3 月欧

洲议会正式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议案，该议案提出将从 2023年开

始对欧盟进口的部分商品征收碳税。美国方面，拜登政府于 2021 年也开始考虑

征收“碳关税”或“碳边境调节税”。 

目前，世界各国的碳排放交易系统和碳税机制等相关市场和税收机制均有不

断完善和扩容之势，这会导致碳排放企业的碳成本负担不断加重，倒逼相关企业

进行绿色转型和集约管理。 

三、碳中和对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业务或产品向新能源领域转型 

碳中和目标倒逼高耗能产业链内企业业务或产品的绿色转型，考验企业经营

管理能力。例如，在电源结构绿色低碳转型、交通运输转向清洁燃料等背景下，

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面临大幅减产及替代压力，火电生产、燃油汽车制造的经

营风险升级，化石能源开采企业以及火电生产企业寻求绿色转型发展；同时，上



游高耗能行业的绿色转型也进一步促使下游企业向新能源行业转型，闭环效应凸

显。 

在煤炭行业面临大幅减产及替代压力的背景下，煤炭业务经营风险升级，欧

美涉煤企业剥离出售煤炭资产、退出煤炭业务，寻求向清洁能源转型。自工业革

命以来，煤炭一直是全球最主要的基础能源之一。 

随着欧美发达国家第二产业占比不断下降，能源结构向低碳转型，煤炭作为

碳含量最高的碳密集型燃料，消费量和产能在碳达峰前后达到峰值后不断萎缩，

煤炭业务面临的经营风险也不断提升。 

在此背景下，欧美涉煤企业纷纷剥离出售煤炭资产、退出煤炭业务，寻求向

清洁能源转型。世界第五大能源公司法国道达尔公司于 2015 年宣布结束道达尔

南非煤炭公司的煤矿经营和销售活动，并随之终止集团煤炭生产和销售业务。在

退出煤炭业务的同时，道达尔通过完善天然气产业链、打造光伏、生物质产业链

等进行多方面布局，以实现清洁化转型。瑞典政府全资控股的德国第三大能源公

司大瀑布电力公司于 2016 年宣布逐步退出德国煤炭市场，剥离在德褐煤资产，

降低煤炭产业占比并削减碳排放量。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最大的资源开采和矿产

品公司之一的力拓矿业集团于 2018年剥离了全部煤炭资产，退出全球煤炭市场。 

在电力脱碳的压力下，大型电力企业不再新建火电厂，向清洁能源发电业务

转型，火电厂面临的经营风险大大提升。电力行业作为主要碳排放部门，通过降

低煤炭发电占比实现电力脱碳，极大地推动了欧美国家碳达峰的过程。在电力脱

碳的压力下，火电厂的投资建设以及运营承压。2017 年 4 月 5 日，电力行业组

织欧洲电力工业联盟（Eurelectric）代表全欧洲 3500家电力公司宣布欧洲电力

行业计划，即在 2020 年以后不再投资新建火电厂；美国通用电气（GE）于 2020

年宣布不再新投资建设火电厂，并可能出售、关停已有业务，专注于投资可再生

能源和发电业务。 

交通运输业主要减碳方向是提高新能源车等碳中性交通工具占比，传统燃油

类交通工具面临需求下降的趋势，燃油汽车制造商亦向新能源汽车领域转型。电

动化是全球汽车领域的未来发展方向，近年来传统汽车制造商纷纷发布转型战略，

以应对燃油车销量下降、新能源车份额提升的汽车消费结构变化。2021 年，德国

奔驰的电动化战略从“电动为先”升级到“全面电动”；到 2025年，奔驰纯电动

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销量占比将达到 50%，且每款车型都将推出纯电动版；

2030 年奔驰将实现全面电动化，只销售纯电动车型。德国大众集团则宣布 2030

年每辆汽车在整个生命周期的碳足迹与 2018 年相比减少 30%；2040 年集团在全

球主要市场的所有新售车型将接近零排放。 

上述行业企业在进行低碳绿色转型中，面临着重塑竞争优势、寻求新的利润

增长点以及如何平稳度过转型前后阵痛期等多重压力。尤其是在传统业务、经营



模式以及客户等方面已经非常成熟的情况下，企业迈向新领域的过程中可能会面

临更多的困难。此外，企业转型节奏的控制也至关重要。转型过于保守，可能会

在飞速发展的新市场中落后于其他企业，失去竞争力；转型过于激进，急于抛弃

传统业务、收入来源骤减则会使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无法正常运转的风险。 

（二）通过拓展绿色产业链实现多元化经营 

在能源转型以及市场需求缩小的压力下，除了在产品及业务端寻求转型，部

分企业还通过向上下游产业链延伸，实现多元化经营降低风险，以抓住其中绿色

转型的发展机会。比如，石油能源公司向下游积极开发充电桩及电池市场，汽车

制造业向上游开发原材料绿色钢铁市场等。 

欧洲石油能源公司通过收购进军下游充电桩及电池市场，积极进行新能源产

业部署。道达尔在 2016年收购了电池制造商 Saft，在旗下的加油站同步配套建

设充电站；荷兰皇家壳牌集团从 2017 年开始相继收购充电初创公司 Ample、欧

洲储能电池制造企业 Sonnen、北美充电设施制造企业 Greenlots、电动汽车公共

充电设施运营商 Ubitricity 等公司，将业务布局扩大至储能充电市场；英国石

油公司则陆续收购了可再生能源公司 Lightsource、充电生产企业 FreeWire、电

池开发公司 StoreDot、英国最大的公共电动车充电企业 Chargemaster 等，通过

收购来实现新能源业务的快速增长。 

欧洲汽车企业向上游供应链扩张，投资收购绿色钢铁企业。汽车行业和交通

运输领域的碳中和不仅仅涉及可再生能源驱动的问题，低碳绿色的供应链也至关

重要。由于钢铁行业碳排放量较大且汽车是钢铁的重要消费端之一，钢铁成为了

欧洲汽车企业绿化供应链的重点，如德国宝马投资了美国初创公司 Boston Metal，

该公司开发了零碳排放的钢铁生产创新工艺（Molten Oxide Electrolysis，MOE）；

奔驰收购了瑞典绿色钢铁企业 H2 Green Steel 部分股权等。 

多数企业通过并购来向上下游拓展绿色产业链，实现多元化经营，而并购一

般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需要警惕通过高杠杆实现多元化经营带来的债务风险。

此外，一旦并购后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协同效应，反而会导致企业有限的资源分

散化，不仅没在上下游行业站稳脚跟，还面临着失去原有主营业务的市场和竞争

优势的风险。 

（三）高耗能生产线产地转移 

发达国家也通过将碳密集制造业等产业向其他国家地区转移，减少了本国的

碳排放。在目前主流的基于生产的碳排放核算方式下，工业生产环节和种植放牧

过程中所产生碳排放全部分配给生产地，而下游建筑、汽车以及居民消费等终端

消费地则并不承担相应的碳排放。从消费视角来看，“低收入国家生产、高收入

国家消费”的格局使得发达国家消耗的消费品的碳排放实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

生产过程中，相当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将产业链外包，把这些碳排放量转移



至别国，也就减少了本国的碳排放。随着全球制造业向亚洲、南美和非洲等地的

转移，碳排放的重点地区也主要聚焦在这些区域（马丽和张琳，2017）。数据表

明，仅 2017 年美国就通过进口中国商品向中国净转移 2.42 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刘竹 等，2020）。 

欧美制造企业将低附加值产品生产线转移他国：把高能耗的低端生产环节安

排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较低的地区（即“碳泄露”），而将终端加工出厂环节安

排在消费地区。欧洲钢铁企业如安赛乐和蒂森克虏伯都采取了类似的战略，将耗

资源耗能量的初级生产安排在资源丰富、生产成本低廉的南美地区，而将终端加

工生产线靠近消费市场，既减少了在欧盟生产承担的碳成本，也规避了欧盟严格

的环境法。 

这些进行跨国经营的企业一般面临着政治、经济、汇率、监督管理等多重风

险。此外，在国际对绿色环保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的背景下，企业将高耗能、高

污染的产业链转移至他国的做法也会面临道德风险，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对企

业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四）自身造血能力 

从成本的角度看，绿色低碳转型对成本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新技术研

发、采用新材料、碳交易成本等会导致火电生产、钢铁等高耗能企业的相关成本

增加。以钢铁行业为例，相对于传统钢铁，低碳钢的制造成本更高。瑞典钢铁集

团的无化石钢铁的生产成本比传统钢铁高 20%—30%；全球最大钢铁生产商之一

——荷兰安赛乐米塔尔一家在德国的工厂用氢气炼钢，成本提高了 60%。此外，

除了生产成本方面的直接支出，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蒂莫曼斯称，欧盟企业还要承

担大约占企业能源成本 20%的碳排放价格。 

由于新技术研发等减排措施均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资本雄厚、具有优质资

源且具备一定技术优势的大型企业相对更有能力承担，可以依靠在传统业务上的

规模优势，支撑新能源业务开发的成本需求；小型企业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

投资低碳领域的风险较高。以石油企业为例，道达尔、挪威国油、英国石油公司、

壳牌和雷普索尔等石油巨头占据了 2021 年上半年石油行业整体在低碳转型方面

投资的 71%，反映出大型企业在资金投入规模上的优势地位。随着新能源业务的

竞争力不断提高，企业低碳板块业务的利润贡献率也实现了提升。例如，挪威国

油 2021 年第一季度的税后收益有一半来自可再生能源，虽然主营业务依然在油

气上，但其已经成为全球著名的海上风电开发商，因此可以通过传统油气业务筹

集现金流为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前期开发与大规模投资提供资金支撑。 

另一方面，技术研发带来的生产效率提升也可以节约一部分成本，提高企业

的盈利能力。荷兰涂料与颜料公司阿克苏诺贝尔（AKZO SW）在丹麦 Mariager 工

厂配置生物质锅炉替代部分天然气锅炉作为热力来源，每年节省蒸汽成本约 200



万欧元；瑞典造纸公司爱生雅通过改造工厂技术，使用生物质能供热装置显著降

低了企业的碳排放量，从而使碳排放有所盈余，不仅节省了碳交易成本，还将获

得的免费碳排放权变成了一种可盈利的资产；欧洲矿企研发的节能节水新工艺

“回流浮选池”（RFC），与现有技术相比，可减少 30%的资本支出以及 20%的运营

支出。 

从利润的角度看，最终成本变动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还要取决于企业转嫁

成本的能力，不同行业的企业转嫁能力有所区别。企业也可以通过提高产品价格

向下游转移相关成本，减弱成本对利润的挤压作用，从而维持行业内的利润水平。

Cludius et al.（2020）发现，水泥、钢铁和石油产品的成本传递结果非常显著，

水泥、钢铁行业碳价格成本传递率分别在 20%—40%和 55%—85%；石油行业碳价

格成本传递率最高，汽油成本传递率为 80%—100%，柴油和粗柴油则达到 100%或

更高。 

（五）外部融资环境 

在全球脱碳的背景下，能源领域融资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以煤炭为首的传统

化石能源企业的融资端受到诸多限制，资金更多投向可再生能源等低碳领域。

2015 年 9 月，法国宣布将不再向不具有碳捕集与封存技术的海外火电厂提供金

融支持；法国巴黎银行、法国兴业银行以及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也于 2015 年宣布

不再向煤炭开采项目进行投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不投资于煤炭销售额占比超

30%的公司；2016年美国摩根大通银行也表示将不会对发达国家煤燃料火力发电

厂进行投资。欧洲投资银行于 2019年决定在 2021年后不再对所有化石能源项目

提供贷款，而将投资转向能效、可再生能源、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和能源创新领域。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对气候环境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企业融资环境与其环保

表现的联系也愈发紧密。一方面，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融资机制为企业的

低碳转型在政策层面上提供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关注社会

责任、环境友好型的企业也往往具有更好的发展潜力，一定程度上拓宽了自身的

融资渠道，为减排吸引更多的资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将 ESG 因素引入

公司研究和投资决策的框架，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UNPRI）作为责任投资领域

的重要国际组织之一，截至 2021年年中，全球已有 4300多家机构签署加入，签

署机构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120 万亿美元，为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资金助力。 

总体来看，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碳中和对于企业信用风险的影响主要涉及以下

方面：第一，业务转型、多元化发展、高耗能生产线产地转移对企业经营管理水

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需要警惕企业通过高杠杆实现绿色转型带来的债务风

险。第二，相关成本对企业盈利能力造成双向影响，短期内技术研发、碳交易等

成本增加会对企业利润造成挤压，但长期来看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碳成本和生产效

率会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第三，企业融资环境与其环保表现的联系也愈发紧密。



综上，在碳中和的背景下，能够实现经营转型、形成规模优势的大型企业更有能

力消化、转嫁碳减排带来的成本，加速实现利润来源结构的调整，实现可持续发

展，信用风险相对可控；规模较小的尾部企业在传统业务盈利承压、自身造血能

力下降的同时，融资端受限，信用风险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