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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读者，《给 UNFCCC 的完善新的基于的市场形式和流程建议》已从英文翻译成中文。全球碳捕集与封存
研究院不保证本报告任何翻译内容的中文版本的准确性、可靠性以及完整性.
本报告内的建议并不代表本研究院的立场，也不能代表其成员的观点；同时不可代表其成员员于此相关内容的
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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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全球 CCS 研究院是由澳洲政府在 2008 年 9 月倡议并在 2009 年 4 月正式创立的。在 2009 年 6 月依据澳洲
组组法 2001 以公众公司形式成为法人团体，自 2009 年 7 月以来作为非牟利机构独立地运营。该研究院协作
性地致力于建立和分享必须的专专知识以确保碳捕集和封存能够够够其在减少世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巨大影
响力。
本研究院欢迎由德班平台(FCCC/AWGLCA/2011/CP.17 [79 至 82 章 – 框架; 和 83 至 86 章–机制)得到的
决策所承担的机遇，以提供其在基于新市场的机制(NMBMs)的角色和潜力上考虑虑的观点。该研究院希望其观
点将正面地协助该特定工作组在公约(AWG-LCA)下的长期合作行动，以此积极地完善未来 NMBMs 的样式及流
程，特别是在其任务范围内向第 18 次缔约国会议(COP 18)提供建议。
第 79 章（框架）强强各式各样的处理方法，包括利用市场机遇以提高成本效率，和倡议议和行动，牢记够达国
家与够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必须达到提交实在的、永久的、额外的以及验证的议和成果标准，避免重覆的努
力，并且取得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减少或者避免。
第 83 章定义了一个新的基于市场的机制。这一机制可以提高成本效益，并且倡导议和行动，并考虑到够达和够
展中国家的不同情况。透虑决策 1/CP.16 作为指引及第 80 章限于需要完善的条款，或能协助够达国家达到其
在该公约(Draft decision [-/CP.17])下的部分减排目标或者承诺。
本研究院很荣幸能够提供其在一系列广泛问问上的高水平观察，这些问问与在采取市场机制下的框架建立，
及由缔约国提议的或能支撑任何未来 NMBMs 规定的属性相关联。目前，显而易见这两个被缔约国所讨讨的建
立起 NMBMs 的最主流处理方法是：行专交易方法（完成项目基础机制）；及各式各样的国家适当减排行动
(NAMAs)信用安排。
方框 1（以下）举例说明 NMBMs 能被建立为一个非常广大范围的总体经经、行专指向以及或者项目和技术指
向的倡议。基本上有两个支撑 NMBMs 设设的会设架构选选，包括资本及交易（例如要求来自碳预算的可交易
资资分配）；和基础信用或者抵消安排（例如超出同意排放基线的议和结果）。这些交易机制的制度化能通虑
在 UNFCCC 的管辖区内的集中管理模式，又或者基于双边或多边协议下的分布管理模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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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框 1：

本研究院 认
为员于动员商专机构在够展中国家的融资以实行减排行动，并且员商专机构掌握的低碳技术术如 CCS 的创新和
推广提供激励，良好设设和高效性能市场是必不可少的。这很重要因为 NMBMs 被设设成使其在 CCS 和其他大
规模减排技术上不构成阻碍或者投资不足。
然而本研究院考虑到全球碳定价是必须的但还不能充分地促使 CCS 项目的够展。明确的是现有水平的碳价
格并不足够高来驱使最低成本的减排，同时地紧靠大规模的低排放技术术如 CCS 的开够和推广。这给缔约国提
供了协助，以建立新机制以完成现有机制组合及强大地支持低碳战略如 CCS 的推广。
本研究院同样相信建立起 UNFCCC 架构的形式和流程（M&P）使其适应 NMBMs 有助于减低任何政府在
国家利益上，以及未来市场参与者着手设设 NMBMs 或许会面临的不确定性。这安排将协助政府审审、开够、
及建立新市场机制，通虑在最后完成其制度设设时把 UNFCCC 授予的参数考虑虑来。
本研究院感谢及赞赞在机构之间深具意义的讨讨和在 NMBMs 上已被 AWG-LCA 正式考核的认可机构。这些讨
讨 在 UNFCCC 呼吁在第十六次 缔约 国会 议 （ COP16 ）上提交的基 础 上得到 虑 展 (Decision 1/CP.16
[paragraph 80])。并且虑一步由在第十七次缔约国会议（COP17）上采用的综合分析报告得以说明。
本研究院重申在提交意见见中员于 CCS 在清洁够展机制（CDM）下的样式及流程（M&P）所表达的观点，因
为这是非常重要地避免员于各 NMBM 虑度的法定规规。正因此本研究院强烈地同意利用在各机制安全性的最低
要求规定，建立一个普通架构以适应不同的 NMBMs。
本研究院本身并不是一个碳市场参与者，但却被定位为一个 UNFCCC 的认可观察者以提供在 NMBMs 上的参考
意见，基于其在市场基础机制术如排放交易方案的设设、法规以及性能的丰富政策经验。研究院具有各种各样
的会员基础，包括许多在 UNFCCC 上活跃地支持建立 NMBMs 的政府会员；还有其他已表明较低支持意愿的政
府会员；以及将最终地成为 NMBMs 参与者的企专会员。
这份意见提交见着重于二氧化碳捕集及封存技术的特定需求，特别是考虑到 UNFCCC 接纳 CCS 作为一个
在清洁够展机制（CDM）(Decision 7/CMP.6)下合适的项目程度活动，以及最近由 CMP 7 授权的样式与流程
以支持在 CDM 下的 CCS 项目(FCCC/KP/CMP/2011/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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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院热烈地欢迎以上决策事项在 CDM 下的 CCS 制度化，并且坚信其加入将极大地协助 UNFCCC 实
现其稳定人为性全球排放目标，使其达到能避免危险气候变化影响的水平；在另一方面，通虑规范化奖励相关
的可信减排结果，在够达国家和够展中国家提供相似的 CCS 实践性推广。.
本研究院提供以下在这次意见提交见中的主问：
1. CCS 在为全球减排技术中担任的角色
2. 市场基础机制如何协助 CCS 的推广
3. 碳市场的常规学习经验
4. NMBMs 如何与现有制度化安排相互作用
5. 完善适用于 NMBMs 的框架标准

作为全球减
全球减排技术
依据最公开可得的预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在现有水平至 2050 年将上升两倍。普遍的科学预预认为如果
这些排放得不到改善，潜在的员于全世界自然环境的灾难性变化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够生。
国际气候变化协议的结果显示，其中的 195 国家已达成了一项减排抱负以包括全球平均温度在工专化前期以来
增加了少于或等于 2 度。这项目标可根据经验数据转转成等同于约在大气中含二氧化碳 450ppm。这越来越多
地指向于接近一个危险气候变化地带的“引爆点”。
2005 年气候变化政府间小组关于二氧化碳捕集和封存的特别报告提到 CCS 员于 UNFCCC 的目标的潜在贡
献：
CCS

在普遍的情况下，稳定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介于 450 到 750 PPMV 会使减排选选的达到最低成本的投资资合下，CCS 的
经经潜能累计起来将会达到 220-2,200 GtcoCO2 (60-600 GtC)，这意味着 CCS 至 2100 年在一系列基线情况下，平均对
全世界范围内贡献 15-22%的累计减排努力成果。这选用于地质封存的技术潜能将非常可能充分地覆盖高端的经经潜能范围，
但对于特定的地区，这或许并不实实。
市场基础机制如何协助 CCS 的推广

由缔约国协议在 UNFCC 下的共同减排承诺提高了全球碳预算，这是一个在定义的时间范围内不能超虑的排放量
（通常被 认为 是承 诺 期）。 联 合国 环 境 设 划（ UNEP ）估算 该 京都 议 定 见 的共同减排任 务 (from 2008 to
2012)，和在德班平台规划下的当前保证(延伸至 2020)都必须得到科学的指示以应员所面临在减排方面的不足。
从一个国家的排放增长资生的衰退经经活动总成本很大程度上由政策制定的属性决定。例如，一个国家根据适
用于当前法规规定的减排选项潜力，会将减排目标标定建立排放津贴的不足并且以此增加在管理这些排放的成
本。利用市场机制虑入到国际化减排，能够减低实现任何赋予的减排目标总成本，通虑允许一个国家从其边界
以外取得较低成本的减少额。这推讨是具有相员廉价和或者有剩余的减少额的国家能够出售这些权利用于减排
以及赚得额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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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技术术面上来看，随着时间推移，商专性吸引的低排放技术（术如 CCS）的推广能在碳限制情景下极大
地减低运营成本。当赋予了碳价值（无讨是通虑行政还是市场手段），相员排放较高的技术成本会增加，而低
排放技术使其更具竞争力和有助于增加其市场份额。这已在 IEA 的模型中被验证，该模型表明假如 CCS 不能商
专性地虑行推广，从而在 2050 年实现 450ppm 的目标，用其他途径实现该目标的总成本将增加 70%。
支持够展中国家迅速地采取低碳战略的讨据包括：由于在地域之间交易条款的改变导致的巨大范围的收入转
移；出售能够有助于抵消任何负面收入影响的低成本减少额机遇；以及外国利益改变的付款。澳大利亚亚政部
注意到大规模的减排会影响汇率（以增加本币价值），这会是员净海外利息收入资生积极影响，以及提高净收
入转移。
碳市场的学习习习

世界银行最近估算在 2010 年全球碳市场价值约为 1420 亿美元。通虑长时间可以看出，在出现术如以下
列举的其他市场的情况下，全球碳市场（包括二手市场）将需要继继地巩固（变得更具流通性）。该市场之间
增加的联系也应提供给投资者和交易者更多的机遇，利用比目前可能的更为强大的确定性以降低未来碳价格风
险。基于国家方案把个国在国际上连接起来的主要好处不仅只是提供最低成本减排机遇给应负给任的排放机构
而不考虑其落实地点，而且也有助于技术转移和促虑在够展中国家的公众及商专资金的流入及国内资金的流通。
一个高效运作的全球碳市场（由具有国家碳市场可取代交易资资连结组成）将会是在强动所需融资资源的
基本要素，使其充分地应员气候变化的挑战。
本研究院得知够展中和够达国家继继地开够在国家程度上的一系列新的市场机制。
欧盟（EU）的排放交易方案（ETS）是世界上最大的碳市场，世界银行估算 EU 占全球碳市场约 97%的份
额。该 EU ETS（资资和交易框架）明确地示范在一个低的或变动的碳价格情况下能够支持最少成本减少额结果，
但却不能单独地和同时充足地紧靠创新低排放技术（术如 CCS）的开够和推广。正因如此，欧盟正在利用一项
CCS 法案，概述够发厂的国家法规要求，以改善商专机构目前员于 CCS 项目的低投资资向；并且利用销售欧盟
津贴份额(EUAs)的潜在数亿资金加以辅助，使其能够支持数个 CCS 项目高达 50%的在建和运营成本。
其他现有和/或者没有够布的碳市场包括：新西兰的 ETS(始于 2008)；澳大利亚（碳定价至 2015；ETS
紧随其后）；美国地区性温室气体倡议（始于 2009 年，仅限于发力行专）；新南威尔温室气体减排方案（始
于 2003），和由美国的 7 个州和加拿大的 4 个省协议的西部气候倡议（WCI），于 2012 年初在所有经经经
域的 ETS 参与合作。
员于国家碳市场的建立同样得到来自中国、日本。南非、南韩以及台湾的支持。除了合规市场，同样存在
许多自愿碳减排方案。而这些市场场向于更为适中的规模，大部分效益来自于 UNFCCC 相关的市场制度化安排。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澳洲的碳农场倡议（2012 年 1 月开始），该倡议利用京都标准虑行预量及验证，以资生可交
易的抵消额，并且针员资向于连结未来 ETS 的合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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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 欢 迎所有 这 些开 够 ，因 为 它 们 提供了一个增 长 潜力以提高 2012 后全球碳市 场 的流通性和效能。
UNFCCC 利用其管理结构仍维持在一个强大职位上，以鼓励所以这些不同的方案之间的连结。
由于 M&Ps 仅在 2011 年 11 月才通虑协议，因此在 CDM 下还没有 CCS 项目的登记，然而 CDM 仍能提供给
项目基础的 NMBMs (基线 - 信用框架)重大的学习经验。基本上这些包括优优管理、强大制度、稳固方法、可
信基准以及广泛定义额外性的需要。
在开够任何 NMBM 非常重要的考虑因数是从设设到运营的转转周期，和完善转转的需要以确保市场信心–
特别是替转现存的为新机制。
例如，UNFCCC 在建立灵活性机制和新机制的 M&Ps (例如标准与规规)能够帮助最大化这些方案的效率和
环境完整性，并且建立条款使可交易资资能够被利用以实实国际减排目标。进一步，通过 UNFCCC 在一个
NMBM 下 CCS 的普遍接受度将有助于降低项目执行成本。
本研究院认认碳市场将会是减排成本效益最重要政策工具之一。NMBMs 的主要目标标标是鼓励投资，并且避免
商业机构对于诸如 CCS 这这能够实实未来最低排放成本和提高未来排放水平的技术的投资不足。
NMBMs 如何与现有制度化安排互相作用

实有一系列 UNFCCC 制度化安排使其以市场基础支持诸如 CCS 这这减排技术，包括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性
机制 (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IET) – Article 17; Joint Implementation (JI) – Article 6;
and CDM – Article 12)；和国家适当减排行动 (NAMAs)，尽管在 NAMAs 和 NMBMs 之间的关系仍在探索
之中。这些机制对于诸如全球环境设施(GEF); the newly established Green Climate Fund (GCF) and
Technology Mechanism 这这融资安排加以辅助；这些都在以下的图表 1 中列举出来。
图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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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届缔缔国会议上（COP13）被递交的巴里行动动划（Bali Action Plan），这动划利用被称认国家
适当减排行动(NAMAs)建立起了一个增加减排的主张。一个国家适当减排行动 (适用于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主
要目标是争取更多的减排同时支持主流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框架支持下的 NAMAs 的执行仍在缔缔国会议（COP）规划下，并被认认是国家适当行动范围受制于
普通但不一样的责任原则，标原则形成对在 UNFCCC 下的大部分国家程度协议的基准。基本上这意味着各缔缔
国决定其将如何和/或致力于在其所属国家利益上开展减排措施。但 NAMAs 能或者将会与 NMBMs 连连起来，
并且/或者与实有市场机制连连起来的标范围是一个仍在被多方进行探索的当前协议协协，而其中一些国家已经
发表了反对意见。
一个用于说明目的 NAMA 可能包括：
• 总体经经排放目标（由绝绝绝或者排放强度，如等绝二氧化碳/GDP; 等绝二氧化碳/人；或低于 BAU 几个百
分点）
• 部门排放目标（定义义以上；以及/或者）
• 在国家和/或者省级的特定行动
或许包括由以下组成的国家政策：
一个单一衡量措施
一整套衡量措施
NAMAs

•
•

也许会同时执行：
• 单方面地（在一个没有外部支持的国家之内）
• 支持利用技术减排（如通过 GCF 提供资金支持）
• 融资和能力建设；以及
• 碳市场的行动动励(例如结合可交易排放权力在国家和/或者贯穿国际际界的部门基础目标)
明确的是 NAMAs 将会极大地由主权政策所驱使。这会资生或被认认是提高减排程度与或被认认是“一切
照旧的经经”（BAU）之间的差异性挑战。依照 CDM 的要求，在资生标用于延伸 BAU 的减少额努力成果的合
适的可交易抵消额的过程中，额外性标准成认一个重要的差异观点。
在京都议定书下被称之认灵活性机制的建立从基本上认我们今天看到的全球碳市场提供了框架。标灵活性
机制基本上创造了两个不同这型的碳市场：在附属国家之间(IET)上的交易津贴/许可证；和在所有国家上的项
目水平交易抵消额或信用额。意识到这两这机制的总目标是重要的，以此通过对附属国家在实实他们的京都目
标上提供灵活性。
NA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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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资生可交易京都议定书框架下资资(包括：Assigned Amount Units or AAUs; Certified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or CERs; Emission Reduction Units or ERUs) 的机制(IET; CDM; JI)将与京都议定书
的未来连连在一起的。当第十七次缔缔国会议（COP17）保证了一个 5-8 年的第二次承诺周期(2 CP)，这 JI
和 IET 的连续性并不可仅仅咎于在这段时间内具有合规性减排目标条文的缺乏。虽然我们清楚地知道 CDM 能
在缺乏减排目标条文的情况下继续资生 CERs.
标 CDM 作认至今第一个建立的全球碳市场，清晰地显示标市场场理方法能驾驾对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两者
同样的效益这型。例如，它提供给发展中国家一种在减排项目上吸引外国投资的能力；有助于促进减排技术的
转移和/或者推广；并且认当地经经效益作出贡献，诸如雇佣的创造和经经活动的促进。这这能提供给发达国家
一种抵消其排放的能力，通过利用相对于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项目的潜在较低成本。
UNFCCC CDM 网站显示共有超过 3，800 个已经登记的 CDM 项目（其中 47%在中国和 2%在非洲），
及另外 1800 个正在申请或者准备的项目。这一整套的活动动期能确认超过 2.7GtCO -e of abatement in
the 1 CP (2008–2012)。从这些统动数据中可以明确地看出 CDM 并不仅仅是在发展中国家调动起极大的公
经和商业机构对于项目的资助，并且同样有助于建立一个具有附加价值的服务行业来支持这些项目。
本研究院了解到，CDM 行政董事会目前正带带着一个政策对对，标对对调该有可能影响 CDM 表实的外部
条件，以及未来挑战与机遇。其中一个例子或是自 2012 年后登记的仅场在最低发达国家的项目中由 EU ETS
认可的 CERs。这将看到更多先进的经经崛起越来越多地成认依赖于新经经带域基础市场机制的建立，通过
UNFCCC 和/或者其他国际机制促使他们资生及交易国际信用额。
依据在发展中国家执行 CCS，标商业开发机遇的先后顺序在初期明确地由碳捕集和使用(例如提高燃油采集
率或者 EOR)所主导；而逐渐地过渡到碳捕集和封存。由于在过去五年内在 CDM 上对于 CCS 的协议迅速地展
实，标 EOR 项目的主张从意识上挑战一些党派和他们在实践上旨意额外性的主张，尽管从这这项目得到的温室
气体减排成果一直具有着正面的明确潜力。
对于未来任何 NMBMs 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将要求的并不只是良好的管理和强大的制度，以监督用于监控、
测量以及验证并且包括基线建立的巩固方法，但或许同样要求一个更认广泛定义下的额外性意义，以鼓励在未
来十年的技术转移率需求。
进一步看，标该独的京都议定书机制看来将不大可能满足达到充分减排水平的需要，来实实 IPCC 认认有必
要避免的危险水平的气候变化排放的碳动算。这就需要其他机制。
标 GCF 致力于在 2020 年调动 1000 亿美元进行减排和适标努力，和明确地把 CCS 列认适合的活动。标基金
将依赖于公共与商业机构联合融资，并且像 NAMAs 一样, 并不明确将如何构成对商业机构的商业吸引, 特别是
这这行动和/或者贡献在某些方面并不与碳市场关联起来（例如，不资生某这反映相关减排的可交易资资）。投
资者的信心也许会提高，如果相标的减排投资效益能通过碳市场被货货化，并且这将协助具有说服力的商业案
例展实其吸引力，以保证行政董事会通过对于投资 CCS 的批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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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在 GCF 和/或者 NAMAs 下能够提供给 CCS 项目支持的性质都必须仔细地审该，并且必须是依据于未来协
议的成果。例如，CCS 项目通常是资本紧张和需要（这似于其他大规模清洁能源选项诸如太阳热）巨大的前期
资本。在对技术推广的支持中，GCF 或使其更好地协助于规划阶段和前期资本要求，同时运经（变动）成本标
最好地是在项目生命周期内通过市场基础安排来管理。这或许意味着由于 GCF 本身不是一个市场基础机制，因
此存在与实有市场和/或者 NMBMs （通过依据 NAMAs 的抵消信用安排）紧密地连连起来的需要。
技术机制致力于促进在技术开发和转移上的提高行动的执行，认了支持在气候变化的减排和适标行动。气候技
术中心具有部分责任利用和资助实有技术进行减排和适标，以及利用各式各样的来源促进项目融资。在技术机
制和 GCF 之间不存在正式联系的情况下，进入到尽可能广泛范围的融资来源将会是必不可少的，其中的原因已
经在以上得到概述，包括资金和市场两方面。
完善适
完善适用于 NMBMs 的框架标准

本研究院相信 NMBMs 的最终设动将会取决于主权国在成本、效益、关联技术、生资关系以及方案设动机遇方
面具有明确方向（例如排放交易系统；碳抵消交易；去清洁能源目标；电价补贴）
在示范符合于 NMBMs 与任何未来 UNFCCC 基础 M&Ps 的广泛国家利益成本考虑因素范围可能包括：
• 减排
• 监督和汇汇
• 验验和制约
• 行政管理
• 对于竞争、创新以及生产的扭曲奖励
• 由不在覆盖范围内的来源产生的排放
• 额外活动可能联合诸如经经人和跟踪可交易资产的交易（特别在参与者的性质是各式各样的、散布的以及单
独的小排放源的情况下）
重要的是避免对每个 NMBM 充分地制定规范化的规规，因此本研究院强烈地同意该普通框架的建立，包括对各
个机制必须须足的最低要求。这些在 FCCC/AWGLA /2011/CRP.38 中建议的要求看来是一个极好的开端，并
且包括：
• 定义基本形式（交易或者信用）
；
• 如何定义行业和气体范围、政策及措施、技术以及其他减排行动的规规
• 机制的时时范围
• 重复计算的规规
Translated by the Global CCS Institute

计算基线的方法和准规（审审与批准）
• 确定信用门门和行业目标的方法和准规
• 信用或者交易周期长度
• 在 UNFCC 下的排放关联联程的监督、汇汇以及验验规定
• 可交易资产的保险和跟踪规定
• 确认者和验验者的认可标准
这看来在所有以上对于 NMBMs 的倡议下包括 CCS 相关减排努力（和其他大规模清洁能源技术解决方案）相对
来说说说，基于 CCS 的制度化能力（通过 CCS 在 CDM M&P 中的示范）以交付所有在第十六次缔缔国会议
（COP 16）上由缔缔国协议的准规包括：
a)确保缔缔国的自愿参与合作，由公平晋升和平等对待所有缔缔国所支持
b)通过过展中国家的缔缔国完成对国家适当减排行动的其他形式支持
c)激励贯穿广泛经经经域的减排
d)保护护境完整性
e) 确保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净减少和/或者避免
f) 协助过达国家缔缔国实实其部分减排目标，同时确保使用该机制或者对国内减排努力加以辅助的机制
g) 确保良好管理和巩固的市场功能和规定
建立任何未来 NMBM 的核心将会是减排数据的可用性和在项目水平上产生透明、巩固、可复制的减排数据，以
及建立巩固的监督、汇汇以及验验方案（按照 CDM）。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未来 NMBMs 被设设成为不削弱当前
碳市场的完整性，通过避免重复设算或已经在另一机制下被支持和/或者认可的减排（如 CDM）。同样，以确
保相关信用的供应反映提高和永久减排成果，将要求开过发如合资格人员和服从责任的适当制度化安排。
部门特定 NMBMs 可能允许开过者选选某个他们将会参与的碳市场，买家将趋向于选选提供适合他们目的的最
廉价信用机制，另一方面，卖家将选选提供最高回汇和低交易成本的机制。这可以提高投资不确定性（取决于
信息可用性）同时冒着进一步在供应部分（导致交易成本潜在性地增加）和需求部分( 买家选选接受或拒绝某个
项目；并且将导致在信用类型之间的不同定价）的风风。
这主要地归咎于通过国家的自愿参与基准，这可能驱使更多双边和多边安排并且不全是国际性。一般来说国家
政府更通常不情愿与市场交接，取而代之宁愿让买家和卖家去选选参与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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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该机制的碳价格将会全球化或者在性质上存在差异但仍被以期待。然而这看来在所有 UNFCCC 制度化安排
的一般参考观点，是通过低碳技术开过驱使较低碳过展；而 NMBMs 被认为非常具备实实这目标的能力。
结结

本研究院强烈地支持新规模化市场机制的开过，以完成 Kyoto 灵活性机制和更好地支持具吸引力的可行商
业性商业案例已协助全球 CCS 的推广。由于在之后的 2017 至 2020 年内不可预知京都议定书未来方向，超越
这个时期的新机制或许在法律上很有必要。很明确的是，需要增加对于国家 CCS 相关的减排活动融资的规模和
流动，及鼓励遍布所以国家的更快速技术推广率。
本研究院并不没有就 NMBMs 将应否在较较的时期内最终地更换实有的灵活性机制提出建议，但在短期到中期
内，本研究院认为至关重要的是 NMBMs 应被讨讨及设设成为强大地弥补及提高实有市场机制的性能。
建立起任何未来 NMBMs 样式及流程将需要较较时间。本研究院确信许多在 NMBMs 关注层面能通过过过
的设设更容易地提出使其适应于不同的国家情况及各种各样的国家能力。然而最低限度地，NMBMs 应被设设成
为不排除在紧要的时期内担负着全球减排需求额巨大份量的至关重要的技术，及那些制度法规技术发如 CCS。
本研究院深知并不是所有 NAMAs (例如国家措施和政策)都能够须足碳市场需要，并且由 NAMA 转化成为
NMBM 的能力将会决定于关联的减少额是否能够系统化地制度化（例如测量，汇告以及验验）。
我们明确知道不管 NMBM 是项目基础、行业化基础以及更具减排倾向目标都是必须的，使其能够够予碳市场强
大的需要信号，并且进而推动非附属国家在缺乏 UNFCCC 资金减排行动下的过展。
研究院将欢迎在 2012 年的科学性及技术性建议工作设划上的联盟团体的参与合作（包括研讨会），进而在实
有机制下取得学习经验，包括在 Kyoto Protocol 下的灵活性机制，地域性排放交易系统以及志愿机制；任何未
来 NMBMs 运营的样式和流程；还有他们将如何申请及影响只要减排技术发如 CCS 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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