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汉市人民政府文件
武政〔２０２２〕２１ 号

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武汉市建设全国碳金融

中心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经研究，现将《武汉市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行动方案》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武 汉 市 人 民 政 府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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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行动方案

为抢抓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落户武汉的机遇，加

快推进我市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结

合我市实际，制订本方案。

一、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全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坚持减污、降碳、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不

断完善我市碳金融基础设施，持续丰富碳金融产品供给和综合服

务体系，进一步聚集碳金融智力和人才资源，优化碳金融政策环境

和保障机制，初步将武汉建成全国碳金融中心。 到 ２０２５ 年末，实

现以下目标：

———建成支撑碳市场和碳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全国碳排放权注

册、登记、结算中心。

———区域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特色明显、交易活跃，建成辐射

长江经济带的生态资源权益交易中心。

———碳金融产品创新和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机构、人才、资

金及技术等要素资源集聚，建成立足中部、辐射全国的碳金融生态

圈。

———各类市场主体广泛深入参与碳市场交易，建成碳市场的

核心节点、结算枢纽及碳定价中心。

二、重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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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善碳市场交易机制。 推动年能耗量 ５ 千至 １ 万吨标准

煤的企业纳入碳排放权交易范围，实现参与全国碳市场企业 １００％
履约。 推动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扩大碳市场参与面。 严格

落实碳排放目标硬性约束，利用市场机制激发碳排放主体参与碳

交易积极性，推动实施初始配额的有偿分配，并逐步扩大有偿分配

比例。 创新碳排放权交易产品，新增核证自愿减排量（ＨＢＣＥＲ）等

交易品种。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湖北宏泰集团）

（二）深化碳市场平台建设。 支持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

算机构整合各类碳减排量权益登记功能，对投融资项目碳减排量、

绿色电力减排量集中备案、确权和登记，开展工业碳排放和产品碳

足迹核算与登记，逐步形成国家排放因子数据库。 加快组建武汉

碳清算所，争取获得国际碳交易资金清算资质。 探索发布全国碳

市场指数和低碳产业指数。 有序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试点、水权

交易试点，完善用能权市场化交易机制，建设生态资源权益交易市

场。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局、市水务局，人

行武汉分行及营管部，湖北宏泰集团，武昌区人民政府）

（三）夯实碳交易基础保障。 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监管，支持

建立碳减排认证评级体系，确保碳排放权数据准确可靠。 制定地

方性绿色企业、绿色项目评价指南，为市场主体“标绿” “识绿”，建

立全市碳减排企业（项目）库。 强化碳减排征信信息的分析与运

用，推出针对控排企业的征信数据服务。 做好企业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的组织实施和监管，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内容共享至全市信

用信息平台、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 （责任单位：市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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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市发改委，人行武汉分行及营管部，湖北宏泰集团）

（四）培育碳金融组织机构。 鼓励金融机构设立碳金融事业

部、专营机构等。 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制定碳金融业务发展战略框

架，支持有条件的法人银行打造“赤道银行”。 探索开展基于碳金

融的绿色银行分类评级，授牌一批“零碳银行”。 引进和培育碳资

产管理、碳信用评级、碳咨询研究、碳核算核查、碳审计、碳交易法

律服务等碳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形成全国领先的碳金融产业链服

务格局。 （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局、市生态环境局，人行武汉分行

及营管部，湖北宏泰集团，各区人民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长江

新区管委会，下同〉）

（五）延伸碳金融产品服务。 持续开发推广与碳排放权相关

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展碳排放权、碳汇收益权、排污权抵质押

贷款及低碳项目支持贷款业务，深化碳债券、碳信托、碳保险等产

品创新，推广绿色资产证券化融资工具，探索碳远期、碳期权、碳掉

期等金融衍生品。 建立健全全市碳普惠体系，开设企业和个人碳

账户，拓宽企业和个人碳账户应用场景，鼓励企事业单位及个人使

用碳积分抵消碳排放。 （责任单位：人行武汉分行及营管部，市地

方金融局、市生态环境局，湖北宏泰集团，各区人民政府）

（六）拓宽市场主体融资渠道。 支持企业发行碳中和领域债

券，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支持有条件的市场主体

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将符合条件的绿色低碳发展项目纳入政府债

券支持范围，推动发行绿色地方政府专项债。 充分发挥碳达峰基

金功能，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绿色低碳产业投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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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支持低碳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低碳

转型。 建立“绿种子”上市后备企业库，优先支持绿色企业上市挂

牌融资。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政府国资委、市地方

金融局、市生态环境局，各区人民政府）

（七）强化碳金融标准建设。 出台碳排放权质押等碳金融业

务指引，制定并试行碳金融标准。 推广应用绿色债券信用评级规

范、环境权益融资工具标准等。 构建碳金融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探

索开展碳贷款、碳保险、碳基金等专项统计。 探索建立金融机构环

境信息披露制度，出台金融资产碳足迹评级标准。 鼓励数字技术

与碳金融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开展绿色定量定性

分析，建立绿色信息监测与分析模型，提升绿色企业、绿色项目智

能识别能力，提高碳足迹计量、核算与披露水平。 （责任单位：人行

武汉分行及营管部，市地方金融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湖北

宏泰集团）

（八）推进绿色金融线上综合服务。 完善武汉市企业融资对

接服务平台（汉融通）功能，上线绿色金融服务专区，打造集信贷、

债券、股权投资为一体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体系。 对标国家级气

候投融资项目库建设标准，推进市级平台和湖北绿色金融综合服

务平台（鄂绿通）有序衔接、互联互通，实现企业绿色项目信息、融

资需 求 信 息 实 时 对 接、批 量 共 享，打 通 绿 色 金 融 高 效 服 务 路

径。 （责任单位：市地方金融局、市生态环境局，人行武汉分行及营

管部，湖北宏泰集团，各区人民政府）

（九）打造碳金融集聚区。 加强整体设计和统一规划，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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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区为核心承载区打造碳金融集聚区，出台碳金融专项支持政

策，大力培育发展碳金融市场机构。 发挥中碳登大厦产业聚集功

能，建设低碳楼宇和低碳产业园，吸引和培育碳金融产业链中介服

务机构、低碳行业龙头企业、研发机构等入驻。 支持武昌区国家气

候投融资试点建设，引导促进更多资金流向碳达峰碳中和、气候金

融、转型金融领域。 （责任单位：武昌区人民政府，市地方金融局，

人行武汉分行及营管部，湖北宏泰集团）

（十）加强碳金融国际交流。 依托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

算机构，搭建国内外碳金融合作平台，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碳

金融标准研究制定。 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与境

外知名碳交易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举办国际性碳金融、绿色

金融高峰论坛、峰会、国际会展等，提高我市在国内外碳金融领域

的知名度，主动融入绿色发展国际经济合作竞争大格局。 （责任单

位：湖北宏泰集团，武昌区人民政府，市地方金融局、市生态环境

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市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工作领导小

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附后）负责全国碳金融中心

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各责任单位要明确分管领导、牵

头处室及联络员，建立日常联络机制。 各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强

化责任意识，加强协作、密切配合，确保各项工作任务落到实处。

（二）完善支持政策。 鼓励各区、市直各有关部门在出台的相

关政策文件中将行业发展与碳金融运用相结合，并制定优惠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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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产业链服务机构招商引资政策。 积极扩大碳减排支持工具和

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市运用。 支持

市区设立碳金融发展专项支持资金，重点用于碳金融业务补贴、风
险分担、税收减免、产品创新奖励等。

（三）加强监测评估。 建立碳金融工具统计监测指标体系，定
期开展统计分析。 将金融机构碳金融业务开展情况、环境信息披

露、压力测试结果等因素纳入宏观审慎评价等监管考核范围，将金

融机构碳金融服务评估结果与财政资金支持力度挂钩，建立多元

化碳金融发展奖励和约束机制。
（四）强化智力支撑。 成立市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下设碳金

融专业委员会。 市区共建武汉市双碳产业暨碳金融研究院。 支持

在汉高等院校开设碳核查、碳交易、碳金融等专业，与金融机构、企
业合作建立碳金融实训基地、博士后工作站等。 实施碳金融人才

留汉计划，为碳金融人才提供一揽子综合优惠政策。
（五）扩大宣传引导。 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宣传功

能，创设武汉碳金融活动品牌，扩大碳金融“首家” “首单”业务宣

传力度，开展碳金融创新创业、技能展示大赛等一系列活动，重点

推介具有创新性、示范性、推广性的碳金融服务模式及产品，形成

有利于碳金融发展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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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设全国碳金融中心工作领导小组

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陈劲超 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副组长：赵 峰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杨泽发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林建华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行长

陈志祥 湖北宏泰集团总经理

成 员：李 斌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副行长

阙方平 湖北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

吴奇超 湖北证监局副局长

刘立新 市地方金融局局长

张朝辉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占再清 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主任

范礼奎 武昌区人民政府区长

王永胜 市发改委副主任

赵 峰 市科技局副局长

李林清 市经信局副局长

夏 伟 市财政局副局长

王赤兵 市水务局副局长

祝 民 市人社局副局长

周 强 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副局长

曹 非 市政府国资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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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国辉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汉武 碳排放权登记结算（武汉）有限责任公司执

行总经理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地方金融局办公，承担领导小组日

常工作。 办公室主任由市地方金融局局长兼任，副主任由市地方

金融局、武昌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担任。 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

动，由接任工作的同志递补，不再另行发文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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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２３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