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致那些坚守碳圈的人】2017 年中国碳交易市场从

业人员职业发展调查结果（简） 

 

总述 

碳道（Ideacarbon）发起这项调查，旨在了解中国碳交易从业人员职业发展现状，

以供大家参考判断职业前景和行业变动。本报告由碳道（Ideacarbon）发布。 

2017 年年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万众期待中终于正式启动，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关注国内碳市场，并参与碳交易业务，还有很多人从 CDM 时代就进入

碳圈，坚守在低碳行业，成为碳市场的“碳路者”；更有数千家排放企业的相

关工作人员涉足碳排放的数据收集、报告和管理，他们也是碳市场的重要力量，

也是碳市场的“碳路者”。 

为了帮助“碳路者”们看清行业发展方向，为了让中国碳交易行业更健康更透

明，碳道（Ideacarbon）持续发起碳交易行业的系列调查活动。让“碳路者”们

找准自己的位置，继续扬帆远航！ 

 

研究方法 

本调研数据的收集和分析主要采用网上问卷调查，问卷放置在“碳道

（Ideacarbon）”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推文下面，于<****——2017 年 12 月 30 日>

期间通过各种渠道向行业从业人员宣传，通过用户主动参与填写问卷的方式来

获取信息。 

本调研总计回收有效调查问卷 195 份，最终分析样本数为 155 份。以下是呈现

的调查结果。 

 

主要调研结论 

 从事碳交易行业的人士有超过 65%年龄在 26-35 岁之间；男士占 64.62%，

女士占 35.38%。 

 近 70%的从业者的从业年数在 5 年以下，经验在 3 年以内的约占半数。 

 从事碳交易中近 95%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相对 2014 年的调查结果，研究

生比例从 62%下降到 47.69%。 

 超过一半的从业人员来自能源和环境专业（55.9%），由于控排企业的原因，

化工和电力行业人员有所增加，财经金融类从业人员比例无明显变化。 

 超过 50%的从业者来自北京（26.67%）、上海（15.38%）、广东（9.74%），

但其他试点地区人数有所增加。 

 超过 80%的从业者在国内企业，在欧美独资和合资企业的从业者数量大幅

下降。 

https://www.diaochapai.com/survey/a7598d51-e6f3-43e5-8e97-3f33aa48cee1
https://www.diaochapai.com/survey/a7598d51-e6f3-43e5-8e97-3f33aa48cee1


 43.59%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碳资产管理，45.13%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碳减排项

目咨询，30.77%的公司主营业务为碳交易、碳金融投融资，33.33%的公司

主营业务为第三方审核，26.15%的公司主营业务为节能减排技术服务。 

 58.97%的从业者更期望从事碳资产管理、55.9%的从业者更期望从事碳配额

交易，43.08%的从业者更期望从事碳金融业务，大多数从业者期望从事的

领域更偏金融行业。 

 从事碳交易的从业者中超过 50%为项目经理和部门主管，控排企业中，很

多由部门主管直接负责碳交易工作。 

 从业者的年薪超过 40%分布在 5-10 万元，25.64%分布在 10-20 万元，16.92%

分布在 20-30 万元。根据加权平均粗略估计从业者的平均年薪为 15.1 万。 

 近 55%的从业者近一年工作无变动，有约 20%的人员发生工作变化，其中

4.1%换了公司且升职，4.62%主动离职。 

 超过 60%的从业者薪水未增长，其中有 16.92%的人员薪水下降；但仍有超

过 38%的人员薪水上涨，约 9%的人涨幅在 20-50%，另有近 30%涨幅在 3-

20%。 

 

调查结果与分析 

1.您的年龄 (必填, 单选) 

 

『从事碳交易行业的人士有超过 65%年龄在 26-35岁之间，相对 2013-2014

年的调查数据为 78.9%，主要是之前从事的人员年龄增加，且由于近几年行

业相对低迷，较少增加新鲜的毕业生进入这个行业。』 

 

2. 您的性别 (必填, 单选) 



 

『男女占比接近 2:1，男士从事碳交易行业比例明显增加。』 

 

3.您从事碳交易行业的年数 (必填, 单选) 

『相比之前调

查数据，从业在 8年以上比例增加，主要是部分从业人员长期处在该行业；

同时从业在 0-3年相对稳定，主要是全国碳交易试点的开展，新增加控排企

业的人员。』 

 

4. 目前这份工作是您第几份正式工作？ (必填, 单选) 

 



『超过 83%的从业人员至多换过 2份工作，频繁跳槽较少』 

 

5. 您目前拥有的最高学历 (必填, 单选) 

 

『从事碳交易中近 95%拥有本科及以上学位，相对 2014 年的调查结果，研

究生比例从 62%下降到 47.69%，主要是之前从事 CDM工作的要求较高，随着

全国碳市场试点开展，入门门槛有所降低，更多本科生加入这一行业』 

 

6. 您的专业背景（可多选） (必填, 多选) 

 

『超过一半的从业人员来自能源和环境专业，由于控排企业的原因，化工

和电力行业人员有所增加，财经金融类从业人员比例无明显变化。』 

 

7. 您是否有海外背景，不包括短期(小于半年)的海外培训或出差 (必填, 单

选) 



 

『有海外教育或海外工作经历的人员比例从 26%下降到 15.9%，主要是之前

CDM 领域具有国际贸易性质，各个机构青睐有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的人员。』 

 

8. 您现在工作的地点在 (必填, 单选) 

『随着全国碳

市场的试点展开和启动，其他地区的占比人数大幅增加。目前北京、上海、

广东聚集人员较多，占比超过 50%。』 

 

9. 您所在公司的类型 (必填, 单选) 



 

『国内民营和国有企业的从业人数占比较大，另外欧美独资企业大幅下降，

主要是 CDM 的低迷，导致外资企业已逐渐退出国内。』 

 

10. 贵公司的主营业务是什么？ (必填, 多选, 至少选择 1 项, 最多选择 3 项) 

 

『相关机构主要开展碳资产管理、碳减排项目咨询、第三方审核等业务。』 

 

11. 您所从事的工作内容 (必填, 多选) 



 

『从业人员主要以碳核查、碳资产管理和 CCER开发为主。』 

 

12. 您更期望从事的工作内容？ (必填, 多选) 

 

『更多调查人员期望从事碳资产管理，碳配额交易、碳金融等业务，更偏

金融领域。』 

 

13. 您通过何种途径找到目前的工作？ (必填, 单选) 



 

『由朋友推荐占有一定的比例，达到 34.87%，主要是圈子较小，内部推荐

是重要的途径』 

 

14. 您的工作内容中涉及碳交易行业的比例占多少？ (必填, 单选) 

 

『调查人员中，超过 50%的人员中工作内容涉及碳交易行业比例达到一半，

另有近 30%的人员中，工作内容涉及碳交易行业不超过 25%，主要是控排企

业的参与人员兼任多项工作任务，碳交易只是其中一部分。』 

 

15. 您目前的职位是 (必填, 单选) 



 

『项目经理和部门主管占比达到 55%，一方面从事碳交易的团队人员不多，

另外控排企业中，很多由部门主管直接负责碳交易工作。』 

 

16. 您在过去一轮的 12个月的税前总收入，实际税前年收入，包括 13薪，及

各种奖金(单位：万元) (必填, 单选) 

 



『超过 50%的调查人员中一年的税前收入未超过 10万元，相比 2014年的调

查结果为 40%左右。主要是之前从事 CDM的人员大量离职，国内新增加的从

业人员年薪较低。』 

 

17. 您的薪水的福利组成 (必填, 多选) 

 

『拥有年终奖金和拿 13薪的从业人员比例，相对 2014 年的调查结果，有

所下降。』 

 

18. 在过去一轮的 12个月中您的工作是否有调整？ (必填, 多选) 

 

『超过 55%的从业人员近一年工作没有发生变化。』 



 

19. 与上一轮 12 个月同期相比，您的薪水调整幅度(将现在的实际税前收入与

上一轮 12个月的实际税前收入比较) (必填, 单选) 

 

『超过 60%从业人员过去 12个月薪资未增长。』 

 

20. 您认为影响薪资水平的主要因素 (必填, 多选, 至少选择 1项, 最多选择

3项) 



 

 

21. 如果有一份同等薪水的职业机会（非碳交易行业），您是否考虑？ (必填, 

单选) 

 

『根据调查，有 67%的人员需要考虑很多因素后才会觉得是否更换同等薪水

的其他行业，说明调查的人员对碳交易这个行业仍有抱有较大希望。』 

 

22．您所在的公司涉足碳交易行业多少时间了？ (必填, 单选) 



 

『近 60%企业涉足碳交易行业超过 3年。』 

 

23. 贵公司在过去一轮的 12个月内的经营状况如何？ (必填, 单选) 

 

『超过 68%企业过去 12个月经营至少持平。』 

 

24. 贵公司是否考虑过新三板挂牌或通过其他渠道上市？ (必填, 单选) 



 

『大多数企业未考虑新三板挂牌或上市融资，主要是专门从事碳交易的企

业规模整体较小。』 

 

24. 贵公司在过去一轮 12个月内是否有融资？ (必填, 单选) 

 

『大多数企业近期未进行过融资，但仍有超过 10%的企业融资超过 500万

元。』 

 

25. 您所在的公司过去一轮 12个月内有几人（碳交易相关）离职？ (必填, 

单选) 



 

 

26. 您所在的公司过去一轮 12个月内有几人（碳交易相关）入职？ (必填, 

单选) 

 

『近一年超过 60%的公司，招聘从事碳交易相关的人员不超过 2人。主要是

全国碳市场迟迟无法运行，市场需求较少。』 

 

27.您所在的公司在未来半年内是否有招聘碳交易相关员工计划 (必填, 单选) 

 

『不确定的比例较高，主要是全国碳市场存在不确定性。』 

 

28.是否看好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的个人职业发展机会 (必填, 单选) 



 

『近一半调查人员看好全国碳市场启动后的个人职业发展机会，但不确定

性的人数比例也较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