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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fornia’s Climate Goa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2/3"

45+6"789"

:0;3;<5=+>8?120"

@=AB12/5?<"

C.DD0/;5?<>

:015A0=E?<"
F<0;2/5;"9.G0/H"

@DI./20A"
F<0;2/5;"9.G0/H"5="

J2?20"
K/?=1I./2?E.="

K.2?<"

AB 32 goal: 
22% cut 
118 MtCO2e 预计排

放量 
  AB 32 法案目标： 
  削减22% 
  118 MtCO2e 

银&森林 

高全球变暖潜值 

循环/废弃物 

工业 

商业/居民 

电力－进口 

电力－州内 

交通 

年
百
万
吨
二
氧
化
碳
当
量

 

总计 

加州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AB 32 Reduction Measures 

118 MtCO2e 
 

其他排放源，12.9 

碳交易，18 

提高能效，11.9 

清洁汽车，30 

清洁燃料，15 

提高其它机动车能效，2.7 

土地使用, 3 

可再生能源，24.6 

118吨二氧化碳当量 

AB 32 法案减排措施 



Phasing in the 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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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se 1: Elec + Industry 

Total emissions 

Projected emissions 
MtCO2e 

Phase 2: Fuels Added 

CAP 

预计排放量 
二氧化碳当量 

总排放量 

第二阶段：增加的燃料 非限额源 
 
液体燃料 
 
天然气 
 
工业 
 
进口电力 
 
州内电力 

逐步扩大限排范围 

第一阶段：电力+工业 

限额 



Allowances and 
compliance–I 

•  Large point sources (>25,000 
tCO2e/y) are covered, as well 
as electricity importers, natural 
gas distributors, and 
transportation fuel suppliers. 

•  Includes about 650 facilities.  
•  Mandatory reporting since 

2008. 
•  Distribution utilities receive 

~90% free allowances.  
• Must auction their 

allowances and use 
proceeds for ratepayer 
benefit. 

Ø 范围包括直接排放源(年排放高于
25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供电
公司、天然气公司和交通燃油供
应商。 

Ø 共包括约650个设施。 

Ø 早在2008年已开始要求进行温室
气体强制性报告制度。 

Ø 供电公司获得超过~90% 的免费配 

Ø 必须以拍卖方式分配所获配额，收
益使用符合纳税人利益 

 

 

配额和分配- I 



Allowances and 
compliance-II 

•  Electricity generators must 
purchase all allowances at 
auction.  

•  Industrial sources receive 
~90% free allowances, 
declining over time, based on 
efficiency benchmark, updated 
annually.  

•  Transportation fuel and natural 
gas suppliers must purchase all 
allowances beginning in 2015. 

• 发电企业必须通过竞拍方式购买
所需配额 

• 工业直接排放源将获得~90% 免
费配额，免费配额逐年减少，调
整方式和能效标杆挂钩。 

• 交通燃料和天然气供应商必须通
过竞拍方式购买始于2015年的所
需配额 

 

配额和分配- II 



Prices and cost 
contai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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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containment mechanisms: 
成本控制机制 

• Offsets (8% maximum)    
 碳补偿指标(最高8%) 

• Banking and Borrowing   
  银行和借款 

• Reserve Allowances        
 配额库 

• Linking?                           
 其它联系？ 

$/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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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ce b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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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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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量

 

澳大利亚 

加州 

欧盟 

“控制储备
” 

价格幅度 

底价 

价格和成本控制 



   Scale of market 

Source: EF preliminary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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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w scenario               High scenario 
  低情景  高情景 

州财政收入 

公用事业收入 

免费拨款 

来源：能源基金会初步估算 

市场规模 



  Economic Impacts 

•  Studies have forecast minimal 
economic impacts from AB 32 

     GSP: +.2% to -0.6% 
Jobs: Net 100,000 job growth. 
Small job loss in energy intensive 
industries; job growth in 
construction and services 

•  Clean tech jobs growing 3x faster 
than overall employment 

•  California attracts more than 60% 
of U.S. clean tech investment 

 
Sources: Air Resources Board, UC 
Berkeley, ICF, Center for Resource 
Solutions, Next Ten 

来源：空气资源委员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ICF咨询公司，“未来十年”组织(Next 10)  

Ø 研究预测实施AB 32法案的最小经济影
响是： 

    - 州生产总值(GSP): 不超过正2%到 负
0.6% 
    - 就业： 净增10万个工作岗位。 

 高耗能行业就业有微小影响； 
 建筑和服务业工作岗位增加 
  

Ø 清洁技术方面工作岗位的增长为整体
行业就业增长的三倍 

Ø 美国60%以上的清洁技术投资在加州 

经济影响 



    Next steps                     

•  Set up market 
infrastructure and 
oversight 

•  Decide revenue 
allocation 

•  Consider linking to other 
programs (Canada, 
RGGI, Europe, China?) 

• 建立市场基础设施和监管 

• 决定配额收益分配方式 

• 考虑与其它项目的联系 
（加拿大、美国东部温室
气体减排行动(RGGI)、欧
洲和中国 

未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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