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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合会 2022年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前期研究报告： 

绿色金融创新  

 

概述：近年来，随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现已涵盖从消费者和企业银行业务、资产管理、养老

基金、保险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金融服务。2022 年初启动的这项前期研究，探讨了绿色金融创新

领域的相关最新动态。鉴于绿色金融领域不断扩大的动态进展，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细节程度，

本报告旨在阐明国合会在第七阶段应重点研究的绿色金融问题。 

 

中国仍然是全球绿色金融创新的动力源泉。从国家、省、市各级以及私营部门各个领域的绿色金

融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特别是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其他绿色转型方面。2021 年

在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第二十六次会议，预期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

缔约方大会，以及其他多边倡议（如 2022 年 11 月由中国主办的《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会议），

都极大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也强调了绿色金融在推动朝高

质量、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作用。为此，中国在最近几个月发布了一系列重要的指南

和指导意见，既涵盖了国内行动，同时重点关注与绿色“一带一路”优先事项有关的国际绿色金

融动态。 

 

绿色金融主要有两个特征：一是包含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履约市场（如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强制

性气候风险披露等新兴规则，推进绿色发展的补贴、激励和税收机制改革，以及广泛的公共投资； 

二是包含自下而上、由市场驱动的自愿性绿色金融工具，比如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产

品，绿色产品和服务的私营可持续供应链，自愿碳抵消市场，日益增长的绿色消费品和服务需求，

以及许多其他的举措。 

 

一个关键的目标是，在自上而下的指导与自下而上的应用和创新之间建立相互协同作用，以创造

出协同效益，并充分发挥绿色金融的潜力。出台配套法规有助于进一步加快绿色金融发展，例如，

中国近期采取了一些措施，探索建立统一的能源市场1 ，将新兴的碳排放市场与水权交易市场联

系起来等绿色目标，有望进一步在这一市场中发挥作用。 

 

国合会 2022 年前期研究的两个首要目标是：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动绿色金融创新，以及整

合气候和自然资产融资。这项研究强调整合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融资的重要性。虽然科学明确的得

出结论，气候风险和生态风险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联系，但气候和自然融资却并非如此2 。相

 
1 2022 年 4 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建立一个单一、统一和

综合的全国能源市场，列出了将基于行业的市场化标准与政府方向和指导意见相结合的步骤。该指导意见

涵盖的领域包括：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规则，社会信用，确保能源供应链互连性的程序，加强能源基础设

施的标准化，以及在市场化改革指导下改善能源交易市场。 
2以短期极端天气事件和长期 GDP 损失测算的经济证据表明，气候变化风险不断增加。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生态系统的退化同样会带来直接长期的、连带的宏观经济风险。相反，有证据

表明，投资自然就是投资未来的经济繁荣。例如，最近使用 GTAP 经济数据进行的建模结果显示，森林、

清洁水系统和农业用地的退化导致了全球 GDP 的损失。 

https://wwf.panda.org/wwf_news/?359334/Global-Future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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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气候融资和生态融资很大程度上是分开进行的。私营部门对气候融资的参与不断增加的同时，

生态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仍由公共财政主导。本研究探讨了如何解决这些缺口。 

 

国合会前期研究的外方负责人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研究和政策组组长、发展经济学

家 Violante di Canossa；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政策总监 Andrew Deutz。前期研究咨询了中外方专

家的意见和建议，自 2022 年 1 月至 4 月，研究专家将会召开几次相关研究会议。 

 

2022年的前期研究借鉴了国合会近期和当前正在开展的一些研究工作，包括国合会 2021年“绿色

金融”专题政策研究、2021 年“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前期研究、2022 年“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专题政策研究和 2022 年“可持续食品供应链”专题政策研究。 

 

本研究重点探讨以下三个方面： 

1. 整合气候和自然融资的好处； 

2. 推进气候-自然综合融资的工具、政策和机构； 

3. 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贴，实施绿色补贴； 

 

本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强调了气候和自然融资的一些最新趋势，特别是格拉斯哥气候大会

和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谈判背景下的一些最新进展；第二部分探讨了上述的三个重要方面；第三

部分列出了气候和自然融资的短、中、长期解决方案；第四部分就国合会第七阶段的工作提出了

若干建议。 

总体建议：国合会应将绿色金融作为贯穿整个第七阶段的交叉、独立的研究主题，重点关注两个

方面：如何整合气候和自然融资，以及如何通过市场导向和公共部门协调来实现创新最大化。未

来，国合会应侧重于研究绿色金融具体领域的发展动态，如环境、社会与企业治理（ESG）标准、

透明度、审计和问责实践、“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融资、可持续食品和绿色供应链、自愿

碳和生物多样性市场、强制性气候和自然风险披露、“洗绿”风险等。此外，国合会还应进一步

研究如何利用和增加“一带一路”绿色融资，以帮助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巴黎气候

协定》和《昆明宣言》目标。“一带一路”融资方案应密切关注新兴的绿色债务。作为一个大主

题，国合会应探讨如何整合和扩展共同富裕目标，包括增加绿色就业机会，保障稳定薪资和家庭

收入，以及缩小性别、收入和其他不平等差距。 

 

第一部分： 

背景：融资水平、来源、缺口和方案：在过去十年中，气候和自然融资均有所增加，尽管增长的

速度存在差异。据估计，在 2019-2020 年，全球气候融资达到了每年 6320 亿美元。2019 年，全球

生物多样性融资达到每年 1430 亿美元。这些融资并不足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气温升幅不超过

1.5°C 的目标，也不能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或实施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即将发布的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气候政策倡议组织估计，全球气候融资缺口达到每年 3.6至 4.1万亿美元。在 2022年 1月发布的一

份麦肯锡报告估计，为实现净零转型目标，每年需要增加 3.5 万亿美元的投资（净投资额达到 9.2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green-finance/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green-finance/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coping-study-nature-based-solutions-nbs/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2-value-assessment-of-nature-based-solutions/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2-value-assessment-of-nature-based-solutions/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5-sustainable-food-chains/
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global-landscape-of-climate-finance-2021/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FINANCINGNATURE_FullReport_091520.pdf
https://www.nature.org/content/dam/tnc/nature/en/documents/FINANCINGNATURE_FullReport_091520.pdf
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
https://www.mckinsey.com/business-functions/sustainability/our-insights/the-net-zero-transition-what-it-would-cost-what-it-could-b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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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亿美元）。2020 年《自然融资状况报告》估计，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为每年 5980 至 8240 亿美

元。 

 

中国发布了一系列绿色金融有关的政府意见、指南和其他办法，继续强调绿色金融的重要性。例

如在 2021年，财政部根据节能、资源利用效率和循环经济标准，为企业提供了税收优惠。2021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气候融资基金，通过金融机构提供低息贷款，支持企业的

低碳投资。下文将介绍其他相关工具，如中国人民银行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绿色分类工作和许多其他的工具。据估计在 2021-2022 年，中央和各省市相继宣布了 80 个气候相

关倡议，包括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的目录更新、固碳融资以及特定部门指令。 

 

与其他司法辖区一样，中国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是一个重要的气候融资来源：随着中国全国

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履约碳市场从电力行业扩大到其他的行业，并从排放强度控制转向排放总量

控制，这些交易产生的收入也将随之增加。中国还强调了联结固碳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

重要性。 

 

生物多样性融资：在 2021 年 10 月发布的《昆明宣言》强调了“采取紧急和综合行动以实现转型

变革”，呼吁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

及其他国际协定之间的一致性。于 2022 年 3 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日内瓦会议，在推进最

终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成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重大的改进空间。然而，已经有许多

国家承诺增加国际生物多样性融资，例如，中国在 2021 年宣布建立一个全新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

金，同时法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宣布了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海外发展援助资金比例。 

 

除了增加生物多样性公共融资外，研究专家还强调了私营部门越来越多的参与性。2021 年 9 月，

78 家机构在生物多样性大会前表示支持《环境责任经济联盟（CERES）金融机构声明》，呼吁加

强《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和《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NBSAPs），并出台了强制

性的国家法规，以落实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关于要求金融机构披露自然风险

信息，以及改革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有害补贴的建议3。 

同样在 2021年，约有 30家金融机构签署了《关于金融部门消除商品驱动的毁林行为的承诺书》，

承诺在 2022 年之前评估其面临的毁林风险，在 2023 年披露了该风险，并在 2025 年之前宣布消除

农业有关的毁林风险的具体措施。由数百家公司组成的“自然商业组织”已呼吁采取相关行动，

加大力度来制止生态系统的破坏行为，并加强生态系统恢复。 

 
3 这些行动领域补充了国合会 2021 年《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包括采用 TNFD 披露

规则，重新设计中国的农业补贴系统和农业支助计划，从对环境有害的结果转向保护、恢复和再生关键生

态系统的系统。 

https://www.nature.org/en-us/what-we-do/our-insights/reports/financing-nature-biodiversity-report/
https://www.reuters.com/breakingviews/chinas-central-bank-tries-brighter-shade-green-2021-11-16/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4342400/2021091617180089879.pdf
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sustainable-business/chinas-national-carbon-emission-trading-opens-48-yuant-chinese-media-2021-07-16/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etsmap&task=export&format=pdf&layout=list&systems%5B%5D=55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etsmap&task=export&format=pdf&layout=list&systems%5B%5D=55
http://english.www.gov.cn/policies/latestreleases/202110/24/content_WS61755fe9c6d0df57f98e3bed.html
https://www.cbd.int/doc/c/df35/4b94/5e86e1ee09bc8c7d4b35aaf0/kunmingdeclaration-en.pdf
https://www.ceres.org/sites/default/files/COP15%20Financial%20Institution%20Statement.pdf
https://www.dnb.nl/media/4c3fqawd/indebted-to-nature.pdf
https://racetozero.unfccc.int/wp-content/uploads/2021/11/DFF-Commitment-Letter-.pdf
https://www.businessfornature.org/advocate


 

 

5 

5 

 
 

2021 年，安盛投资管理集团在昆明会议召开前宣布，将在投资、保险和运营方面加强零毁林和绿

色供应链标准，并承诺在可持续森林管理领域投入约 15 亿欧元。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宣布，

到 2025 年将投资 30 亿欧元支持陆地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并投资 2.5 亿欧元支持相关初创企

业，以促进绿色发展。2022 年，该公司在森林保护投资排名中位列 150 家金融机构之首。在 2021

年宣布成为一家再生型公司之后，沃尔玛发布了一份全面的《中耕作物立场声明》，规定了包括

气候变化影响、森林砍伐和环境可持续性在内的供应商标准。 

 

虽然私营部门做出的这些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承诺十分重要，但与在格拉斯哥气

候大会前后为推进净零碳中和目标而做出的越来越多的气候融资承诺相比，这些努力仍然会显得

有些微不足道。在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框架下，约有 450 家金融机构（据报告，其资产价

值达到 130 万亿美元）加入了一些特定的部门倡议，如净零排放银行业联盟、净零排放资产管理

人联盟、净零排放保险业联盟和“遵守巴黎协定的投资倡议”。目前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仍然是，

将私营部门做出的这些和其他承诺转化为具体落地的实践行动：在 2021 年第四季度，油、气和煤

炭融资都已增长，而 2022 年第一季度，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进一步造成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混乱。 

 

绿色融资联结与整合：2021 年，多边层面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摆脱了单独或单枪匹马的气候和

生物多样性融资。141 国政府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

2030 年中止并扭转森林砍伐与土地退化进程”。从国家层面来看，越来越多的国家自主贡献

（NDCs）在气候减缓和适应目标中包括了森林景观恢复及相关的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

（LULUCF）和水资源管理目标。连接气候与自然最有力的桥梁之一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于 2022 年初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发布的关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决

议，首次给出了针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多边定义，这预计将提高 NbS 相关的透

明度和可比性，并因此推动更多的私营部门融资。 

 

研究专家指出，近期涌现出许多由私营部门主导的联结自然与气候的倡议。例如，新成立的专业

投资公司——汇丰授粉气候资产管理公司（HSBC Pollination Asset Management）打算投资再生农

挪威 Storebrand 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了 CERES 和商品相关的毁林承诺，还参与了许多其他绿色金融倡

议。Storebrand 的资产总值达到 1200 亿美元，制定了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绿色金融战略：通过其对约

4000 家公司的所有权施加影响，促进公司的绿色和可持续转型；建立了不符合其投资标准（包括行为

相关标准和产品相关标准）的公司的排除名单，如烟草、大麻、煤炭、棕榈油种植园。目前的排除名

单包括了 257 家公司。此外，还建立了一份观察名单来监测特定的公司。在 2022 年 2 月，Storebrand 将

世界上最大的两家大豆贸易商列入其观察名单，因为他们的软商品供应链可能会造成毁林影响。 

 

 金融部门的助推器：于 2022年 4月发布的 IPCC第三工作组报告得出的明确结论之一，将金融部门描述

为碳污染的“关键助推器”。IPCC 报告指出，超过一半的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对于油气融资没有限

制，反映了对气候风险的“系统性低估”。其他的分析发现，三分之二的世界最大银行和资产管理公

司并没有减少气候融资的计划，83%的世界最大污染公司没有实现净零排放目标的路线图。据估计，在

2020 年，大型商业银行在煤炭、油气领域的投资额达到了 7500 亿美元，同时做出了《巴黎协定》有关

的净零排放承诺。 

https://www.axa.com/en/about-us/climate-change-and-biodiversity-strategy
https://investors-corner.bnpparibas-am.com/investing/our-roadmap-to-addressing-biodiversity-loss/
https://group.bnpparibas/en/news/fighting-deforestation-forest-500-report-ranks-bnp-paribas-as-the-leader-among-global-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corporate.walmart.com/policies
https://www.gfanzero.com/membership/
https://www.unepfi.org/net-zero-banking/
https://www.unepfi.org/net-zero-insurance/
https://www.parisalignedinvestment.org/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https://www.iucn.org/theme/forests/our-work/forest-landscape-restoration
https://www.forest-trends.org/wp-content/uploads/2021/11/NBS_DEEP-RESILIENCE-MASTER_FINAL.pdf
https://www.iucn.org/news/secretariat/202203/landmark-un-environment-assembly-adopts-key-decisions-and-restores-hope-multilateralism
https://www.iucn.org/news/secretariat/202203/landmark-un-environment-assembly-adopts-key-decisions-and-restores-hope-multilateralism
https://investorfunds.us.hsbc.com/climate-asset-management/default.fs
https://www.storebrand.no/en/asset-management/sustainable-investments/exclusions/conduct-based-exclusions
https://www.storebrand.no/en/asset-management/sustainable-investments/exclusions/conduct-based-exclusions
https://www.storebrand.no/en/asset-management/sustainable-investments/exclusions/product-based-exclusions
https://www.ipcc.ch/report/sixth-assessment-report-working-group-3/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22-04-05/-misallocated-capital-raises-climate-risks-un-report-warns?srnd=green-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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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可持续林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等相关领域。达能北美公司（乳制品公司）—“可持

续性商业促进生物多样性”联盟（One Planet Business for Biodiversity，OP2B）的创始成员之一在

2021 年宣布，与美国国家鱼类和野生动物基金会共同出资，为农民提供再生土壤管理方面的研究

和技术支持。美国食品巨头通用磨坊食品公司承诺，支持小麦和谷物种植者的再生土壤和土地利

用。 

 

失衡风险：尽管发出了这些高级别的多边信号，并且出现了许多私营部门倡议，但气候和自然融

资目前并不平衡，且增长的差距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失衡风险将影响碳中和及生物多样性

目标的实现。  

 

研究专家强调，气候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系统之间有着科学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涉及一个系统的

风险通常会影响另一系统。例如，气候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并发、连带和非线性影响，对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构成了日益严重的风险，而这反过来又威胁着关键的粮食安全、人类安全和更

广泛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指出，从海洋酸化和森林物种死

亡率的增加，到物种范围和疾病媒介的变化，全球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普遍的负面影响和

未来风险。 

 

更重要的是，这些风险被认为是重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2020 年《达斯古普塔评估》对生态系统

和自然资本损失的经济评估，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在金融部门的日益可

行性，以及中央银行在这一领域不断增加的工作（从 2019 年英格兰银行全球金融风险论坛、2020

年荷兰中央银行的报告指出生态系统风险是一个不断扩大的金融风险，到 2020 年《绿天鹅报告》

和 2021 年国际清算银行组织的高层交流），国家统计机构在实施标准化环境和生态系统核算（除

了估算 GDP 收入流，还考虑了由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生产资本组成的包容性财富的更广泛资产

价值）方面的技术进展，均明确的证实了上述相关看法。 

 

正如已故的 Thomas Lovejoy在 2021年国合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会议上指出，气候变化是全

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生态系统失衡的一部分。在这些技术领域，从更好的风险披露到更广泛的自

然资本核算，包括目前正在推进的数百项倡议，均有助于改正当前的不足。下文详细介绍了其中

的一些倡议。而作为未来绿色金融工作的一部分，国合会应对这些倡议进行更加全面、更具侧重

点的技术评估。 

 

第二部分： 

第一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融资机会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融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词涵盖了广泛的定义、项目

应用和基本价值及假设。虽然 2022年初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首次通过多边共识

正式采纳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词，但该术语目前仍然很敏感。 

 

https://www.wbcsd.org/Projects/OP2B/
https://www.nfwf.org/partnerships/corporate-partners/danone-north
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downloads/report/IPCC_AR6_WGII_SummaryForPolicymakers.pdf
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climate-change/climate-financial-risk-forum
https://www.dnb.nl/media/4c3fqawd/indebted-to-nature.pdf
https://www.bis.org/events/green_swan_2021/overview.htm
https://seea.un.org/news/seea-highlights-53rd-un-statistical-commission
https://www.unep.org/news-and-stories/story/beyond-gdp-making-nature-count-shift-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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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策上对于 NbS 关注度的提高，这吸引了各种不同的资金来源。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在《2020 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了一些案例研究，其中私人保险公司与政府机构的合

作，在墨西哥提供珊瑚礁保险；在厄瓜多尔利用集体融资机制，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以支持

淡水管理；在哥斯达黎加绘制高分辨率的生态系统图，以供指导开发利用。 

 

2022 年 2 月通过的 UNEA-5 决议标志着多边机构首次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采纳了“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的普遍定义。采纳的这一国际定义借鉴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其他机构的工作，

标志着向统一的国际定义、项目分类、社会和其他保障措施和标准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有助于吸

引更大规模的国际投资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与其他机构最近发布的《二十国集团自

然融资状况报告》强调了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的重要性：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是企业、政府和公民均可进行投资，以实现与自然和谐共

处的一类资产...... NbS 可以通过改善农业用地和泥炭地固碳、恢复红树林发挥其防洪作用、

促进森林和其他土地保护以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进而改善当前和未来的社会”。 

 

需要促进私人投资者更多的参与，以弥补目前影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融资缺口。2021 年

《自然融资状况报告》采用了类似的定义，估计 NbS 投资额可达到每年 1330 亿美元的规模。其

中，86%（约 1150 亿美元）为公共融资，投向森林、泥炭地、农业保护和恢复以及水源保护和自

然污染控制系统4。 

 

该报告预计，私营部门的 NbS 融资要少得多，仅占年融资总额的 14%，即每年 180 亿美元，其主

要用于生物多样性抵消、可持续供应链、影响力和私人慈善投资。该报告还提出了增加 NbS 融资

的五个优先事项： 

• 增加海外发展援助（ODA）； 

• 改革农业补贴； 

• 要求多边开发银行（MDBs）增加 NbS 融资； 

• 将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减免与 NbS 投资相挂钩； 

• 支持与绿色债券相挂钩的基于结果的 NbS 公共融资。 

 

在 2021 年，中国与 UNDP 启动了生物多样性金融项目（BIOFIN），旨在缩小生物多样性融资缺

口，具体的措施包括：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将资源从有害领域重新分配到有益领域，尽早的采取

行动减少未来投资的需求，并创造出更多资源。除了这四个领域之外，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措施来

 
4 私营投资保护联盟（CPIC）的类似估计表明，2021 年，保护相关的投资仍主要以私人债务和股权为主，

其次是实物资产。相比之下，与可再生能源融资相比，公开交易票据等工具很少用于生物多样性相关融资。

CPIC 报告指出，保护融资相关的主要收入来源以可持续商品为主，占所有私营部门投资的一半以上，其次

是碳和生物多样性信用额收入。报告指出了扩大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面临的各种障碍：缺乏可用于项目的

投资，国际设计和测量标准的差距，以及 500万美元左右的小规模项目居多。CPIC估计，99.7%的投资人来

自澳大利亚、德国、荷兰、韩国、瑞士、英国和美国。 

https://hdr.undp.org/sites/default/files/hdr2020.pdf
https://www.unep.org/environmentassembly/unea-5.2/proceedings-report-ministerial-declaration-resolutions-and-decisions-unea-5.2?%2Fproceedings-report-ministerial-declaration-resolutions-and-decisions-unea-5_2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state-finance-nature-g20-report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report/state-finance-nature-g20-report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state-finance-nature#:~:text=If%20the%20world%20is%20to,which%20comes%20from%20public%20sources
https://www.unep.org/resources/state-finance-nature#:~:text=If%20the%20world%20is%20to,which%20comes%20from%20public%20sources
https://www.biofin.org/china
http://cpicfinance.com/the-conservation-finance-market-is-growing-fast-but-investors-lack-access-to-investable-d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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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小融资的缺口。例如，第三世界网络（TWN）最近发表的一篇关于格拉斯哥后融资的文章指出，

中国利用资本管制措施，使国内气候融资成本与国际趋势脱钩。 

 

私营-公共部门/混合型融资：除了通过私人和公共融资扩大自然投资以外，本研究专家还强调了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和混合型融资对增加 NbS 融资的重要性。各种标准、准则和项目突出

强调了 PPPs 和混合型融资的潜力，包括发展金融机构（见下文）在提供前期优惠融资、帮助消除

私营部门投资风险方面的作用，一些公共财政来源承担第一笔风险消除损失的意愿，和采用担保、

股权融资和其他方法，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其他组织已

经研究或部署了这些方法。 

 

 

一个相关的国际 PPP 示例是，法国 AfD 和 Blackrock 在 2020 年达成协议，出资 5 亿美元设立气候

融资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气候基础设施建设。 

 

第二节：倡议和工具  

企业投资路线图：2022 年 1 月发布的报告《把握中国向自然友好经济转型的商机》指出了企业在

食品和海洋利用、能源和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等关键系统中的关键转型投资机会，

增加这些系统中的自然融资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并支持可持续发展。该报告预计，至

2030 年，中国基于自然的经济投资可能创造出 1.9 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和 8800 万个全新的就业机

会。该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和路线图，可指导国合会在该领域的未来工作。 

 

自然资产类别：2021 年 9 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 Intrinsic Exchange Group (IEG 集团)推出了基于自

然的新资产类别。这个新资产类别强调自然对人类和经济生产力的惠益，并衡量了自然多重的内

在价值。英国政府在 2021 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报告》检验了这个新资产类

别。IEG 集团宣布将制定标准，以衡量和报告这一新资产类别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 

 

性别平等与 BIOFIN：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起的 BIOFIN 倡议的一个优先事项是，通过融资和金融工具

来推进性别平等，支持妇女和自然，包括通过特别项目、专门的项目研讨会、团队性别平衡和其他工

具。例如，哥斯达黎加是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机制的世界领先国家之

一。在 BIOFIN 的支持下，哥斯达黎加启动了三个创新金融工具：私人资本农村妇女信贷机制、面向林

业部门从业妇女的 PES 融资机制、农林部门从业妇女 PES 信贷基金。这些基金预计将帮助降低妇女在

自然保护方面面临的融资障碍。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2-2025 年战略计划》将性别平等列入其六个标志性的解决方案，以解决性别平

等的结构性障碍，培养妇女的经济能力和领导力。在 2022 年 3 月举行的昆明生物多样性谈判日内瓦会

议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推动即将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通过一个性别框架，整合生物多样性实

践中的性别平等最佳做法。2021 年底，Women4Biodiversity 发布了一份关于领先性别-自然实践的有用

总结。 

https://twn.my/title2/resurgence/2021/349/cover04.htm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bf
https://www.oecd.org/dac/financing-sustainable-development/blended-finance-principles/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bf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bf
https://www3.weforum.org/docs/WEF_New_Nature_Economy_Report_China_2022.pdf
https://www.nyse.com/introducing-natural-asset-companies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inal-report-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the-dasgupta-review
https://www.biofin.org/news-and-media/women-nature-programme-putting-women-heart-biodiversity-finance-costa-rica
https://www.undp.org/library/undp-strategic-plan-2022-2025
https://www.women4biodiversity.org/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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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该基金于 2020 年启动，资金规模达到了 880 亿元或 140 亿美元，致力于提供

股权融资，支持相关企业脱碳。在 2022 年第一季度，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宣布了第一笔股权融资的

交易，通过联合安排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宝武钢铁集团提供了融资，支持其钢铁生产过程中

脱碳。股权融资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化绿色金融工具，可以帮助缩小绿色股权融资缺口。我们应借

鉴该基金的崭新经验，包括它为弥合自然相关融资中的股权融资缺口的相似模型提供的经验证据。 

 

生态环保型发展（EOD）项目储备库：2022年 3月 8日，中国生态环境部根据 2021年一系列绿色

金融试点项目的经验发布了新指南。新指南在项目层面上联结几个绿色金融基金与储备库，特别

是面向以下领域的基金：环境保护，污水和废水处理，土壤修复，渤海、长江口-杭州湾和珠江口

淡水和海洋河口环境保护，以及土壤、森林、湖泊和草地生态恢复；农业环保项目以及指南中列

出的其他领域。储备库入库项目将基于联合 PPPs支持生态环保型发展（EOD）成果，旨在充分调

动和吸引更多的私营部门资金，投向污染土壤修复等一些在过去难以吸引私营部门投资的领域。

生态环境部分享了已经启动的 36 个试点项目（这些项目后来得到了扩展）的生态环保型发展融资

数据。 

 

山东绿色发展基金（SGDF）是一个领先的创新融资机制，旨在吸引和促进私人投资者对山东气

候友好型基础设施和相关的绿色技术进行投资。山东绿色发展基金建立了一个全面的气候投资框

架，提出了明确的基于中期结果的中长期目标。例如，该基金估计到 2027 年，气候投资每年将减

少约 375 万吨的碳排放，而气候复原力投资将使 300 多万人惠及受益。山东绿色发展基金也是中

国首批重视有效性别主流化的融资机制之一。该基金由中金资本公司来管理，该公司是在香港证

券交易所上市的投资银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ICC）的子公司。该基金的经验可用

于更广泛的气候-生态综合项目融资。 

 

绿色基础设施融资：2021 年，经在上海和深圳证券市场推出之后，第一批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Ss）就迅速筹集了约 300 亿元（47 亿美元）的资金。 与其他市场一样，中国的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也是以实物资产作为支撑。截至 2022 年 4 月，中国一共公开发行了 12 个 REITSs，单价

增长了 20%。该 REITS 试点项目似乎很快就会涵盖更广泛的基础设施类别。正如国合会 2021 年

《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报告》所指出，REITs 涵盖多个绿色金融领域，尤其侧重于为中国的国

家绿色发展基金、长江绿色发展基金，以及地方政府发起和建立的绿色产业投资基金提供资金。

与此同时，报告指出了扩大绿色 REITS 基金规模所面临的几个挑战，包括缺乏税收优惠，流动性

不足，收益率低，以及特许经营和所有权转让渠道不畅等。鉴于中国 REITSs的整体成功和预期增

长，国合会提出了一些增加生态环保 REITSs融资的建议，包括扩大 PPP合作、改善环境测量和提

高透明度等。 

 

标准、报告与 ESG：目前有数百项主要的私营部门非财务报告标准，可用于衡量产品和服务、运

营过程，以及综合履约影响。例如，目前有约 400 多项产品相关的可持续性标准，其中约有一半

的标准用于衡量农产品，如咖啡、茶、棕榈油、大豆、大米、小麦和其他软商品。服务标准包括

电力、旅游，以及绿色金融和其他标准。由于净零排放的承诺，私营部门的标准范围正在不断的

扩大，涵盖钢铁、水泥、绿色氢气等领域。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5/202204/t20220411_974223.html
https://www.ad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615076/climate-finance-shandong-green-development-fund.pdf
https://www.iisd.org/s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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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一直密切关注这些不断增加的绿色标准（主要涵盖农业及其他领域）。据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统计，仅气候融资标准就多达 200 多项。不同的标准机构所制定的标准剧增，这可能会造成

市场的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启动了一些国际倡议，以确保实现更大的一致性、可比性、趋同性，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标准化，将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新组

建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预计将加强气候相关的主要标准机构之间的趋同性。

这些机构包括 TCFD、SASB、CDSB、CDP、IIRC、GRI、PRI、科学气候目标组织、IMP 和资本

联盟（Capitals Coalition）。现在判断 ISSB 的工作进展有多顺利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个积极的信

号是，IIRC 和 SASB 负责人在 2021 年联合致函 IFRS，并承诺协同工作。虽然预计 ISSB 无法非常

顺利或迅速的完成任务，但考虑到 IFRS 准则对于中国主要公司的重要性，最终的结果将影响几十

家主要的中国标准化和认证实体5。   

 

如上所述，各方制定了一系列 ESG 标准。例如，联合国相关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专注于帮

助投资人、资产管理机构等采用 ESG标准和报告。2020年底，PRI发布了将 ESG与负碳方案相结

合的指南，特别是与林业保护、造林和避免毁林有关。该指南补充了 PRI 的其他指南文件，例如

它的原则与林业和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此外，为了将负责任投资从流程和商业行为准则

转化为促进实现 SDGs 的实际影响，PRI 为具体的 SDG 成果创建了一个包含五部分的框架。出于

同样的目的，UNDP 还为债券发行者制定了 SDG 影响标准——一套决策工具，以帮助投资人和企

业整合影响管理，并通过其战略、管理方法、披露和治理实践为 SDGs 做出积极贡献。 

 

公共和私营部门标准机构近期合作的一个重要案例是，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和全球报

告倡议组织（GRI）达成了一致，共同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报告标准，其中 EFRAG 计划在 2022

年中期制定标准草案，而 GRI 准备在 2022 年底前更新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SSB）下的

现行生物多样性标准。这种合作有可能使欧盟的生物多样性标准与 GRI 的更广泛/全球标准保持一

致，并有望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提供其蓝图范本。 

 

私营部门绿色金融标准与 ESG 相关市场和法规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监管机构力求确保市场的创

新性，适应不断变化的供需条件，同时确保市场参与者遵循监管透明度、偿付能力、审计和真实

的产品声明等各类规则。监管机构主导进一步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的一个行动示例，是欧盟新颁布

的《金融服务部门可持续性相关信息披露条例》（SFDR）要求所有资产管理公司来参照欧盟分类

标准，声明其投资组合是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的。 

 

绿色融资：随着 2022 年欧盟新规则的发布，各方一直在讨论覆盖现有的绿色分类标准以外的其他

类别，反映了投资者以下可预见的担忧：即未归入绿色类别就会被归入非绿色、棕色或破坏环境

的类别。关于认证为绿色、可持续或低碳的产品和服务也出现了类似的争论。研究专家指出了其

他类别的潜在用处，特别是红色或棕色、禁止、高风险或分类的类别：基本上构成了一份高风险

 
5研究专家指出，与基于结果的标准相比，大多数的绿色金融标准以过程为导向，例如，建立了气候风险评

估策略和过程来评估气候风险。 

https://www.ifrs.org/groups/international-sustainability-standards-board/
https://www.fsb-tcfd.org/
https://www.sasb.org/
https://www.cdsb.net/
https://china.cdp.net/
https://www.cdsb.net/tags/iirc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
https://www.unpri.org/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https://impactmanagementproject.com/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
https://www.unpri.org/
https://www.unpri.org/inevitable-policy-response-archive/an-investor-guide-to-negative-emission-technologies-and-the-importance-of-land-use/6644.article
https://www.unpri.org/inevitable-policy-response-archive/an-investor-guide-to-negative-emission-technologies-and-the-importance-of-land-use/6644.article
https://www.unpri.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investing-with-sdg-outcomes-a-five-part-framework/5895.article
https://sdgimpact.undp.org/sdg-bonds.html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media/mc0nylry/gssb-due-process-protocol-2018.pdf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sustainability-related-disclosure-financial-services-sector_e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sustainable-finance-platform-report-taxonomy-extension-july202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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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的负面清单。中国生态环境部在其“一带一路”项目融资中引入了一种交通灯系统模式，按

照三个环境风险类别提供了决策参考：红色表示高风险，黄色表示无环境风险，绿色表示无环境

风险和环境效益。 

 

最近，中国人民银行（PBOC）呼吁加强绿色转型融资研究；也就是说，研究如何帮助没有资格

获得绿色融资（如绿色债券或其他 ESG 产品）的碳污染密集或污染密集型公司（比如钢铁、水泥

和化工企业）获得转型融资的方法。中国人民银行关注金融机构在帮助目前无法获得绿色融资机

会、但制定或做出了绿色转型计划和承诺的公司获得转型融资的作用，例如，通过使用可持续发

展挂钩债券或者长期融资安排、包括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中期履约目标，或其他相关的可行

方案。 

 

这种对转型融资的关注，对于扩大许多绿色金融产品的范畴非常重要，这些产品往往仍然只是整

个金融部门的一小部分——通过从目前的棕色或灰色融资转向整体、系统性绿色目标，有助于更

全面的推动金融部门的绿色转型进程。 

 

透明度与问责：市场和投资者的信心取决于透明度和问责：如果投资者对市场数据的稳健性和独

立核查或审计缺乏信心，那么他们最终会退出这些市场。绿色市场也不会例外。与之相反，鉴于

碳、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绿色市场仍然保持着新颖、新兴的动态，与更为成熟和熟悉的市场相比，

投资者倾向于寻求更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狭义的透明度包括财务会计标准与合规，以及越来越

多的非财务报告标准和市场预期。 

 

广义的透明度还包括设计和实施国内公共政策（例如，通过国家审计署和独立统计机构），以及

国际 DFI 融资。近期对发展融资机构（DFIs）进行的审查建议指出，需要建立强有力的独立透明

度和问责机制，包括建立可预测的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受理当地的投诉，通过合规调查和争端解

决程序进行处理，然后在必要时提供资金，纠正有害行为并为当地社区提供相关补偿。 

 

“洗绿”风险：2021 年，环境、社会与社会治理（ESG）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资产管理公

司创造了创纪录数量的新 ESG 产品。市场分析集团——晨星分析公司（Morningstar Analytics）报

告称，2021 年 ESG 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截至 2021 年 9 月，可持续基金资产额超过了 3300

亿美元。（与之相比，2020 年第三季度的 ESG 资产额为 183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投资与可

再生能源有关。 

 

这种增长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只要绿色声明能够带来实际的、可衡量的绿色履约成果。但是，绿

色 ESG 声明其言过其实、缺乏或毫无根据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并且在不断的增加。在

2021 年底，中国提醒各方警惕防范“洗绿”的风险，这是有其充分依据的。《自然》杂志在 2022

年 2 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企业碳减排计划存在着重大不足，往往完全忽略了“范围三温室气体排

放”，或依赖于碳抵消来兑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这些不足部分归咎于私营部门公司董事会气候治

理不力：例如，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在 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董事会在气候和 ESG事

务方面的治理能力是极其薄弱的。 

 

https://greenfdc.org/green-development-guidance-for-bri-project-traffic-light-system-phase-2/
https://www.morningstar.com/articles/1062299/the-number-of-new-sustainable-funds-hits-an-all-time-record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0366-2
https://www.stern.nyu.edu/sites/default/files/assets/documents/U.S.%20Corporate%20Boards%20Suffer%20From%20Inadequate%20%20Expertise%20in%20Financially%20Material%20ESG%20Matters.docx%20%282.13.21%2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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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一个良好做法是，欧盟每年会根据消费者保护条例的法律授权，开展揭露“洗绿”的

“清查”行动。2021 年初，欧盟对网站进行的第一轮清查结果表面，40%的绿色声明缺乏证据，

而欧盟随后对 344 份绿色声明进行的审查报告中指出，超过 50%的绿色声明缺乏其证据支持，其

中高达 37%为模糊、误导或者虚假声明。 

 

2022 年 3 月底，联合国秘书长启动了非国家实体净零排放承诺高级别专家组，以审查 ESG、气候

和碳披露标准、证券和会计监管机构、其他全球金融体系监管和监督机构的净零排放市场声明。

高级别专家组由加拿大前环境部长、国合会前执行副主席 Catherine Mckenna 领导，预计将于 2022

年底或 2023 年初提出建议。国合会密切跟进高级别专家组的工作，并邀请专家组成员介绍正在开

展的工作，以及中国相关监管机构应采纳的最终建议。 

 

绿色分类标准：2021 年 11 月，中欧共同分类倡议（CGT）在欧盟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

下，发布了第一份《气候变化减缓分类标准评估报告》。IPSF 中欧工作组的目的是，改善不同国

家分类标准的可比性和相互操作性，以支持绿色债券发行人和核查机构的共同或趋同做法；企业

低碳路线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根据低碳路线图调整其投资组合；发展融资机构和相关报告实

体遵循《减缓气候变化融资追踪共同原则》（见下文）；以及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到 2022 年，所

有列出绿色声明的欧盟金融产品必须交叉参照欧盟绿色分类标准，以便与其保持一致。 

 

中国的绿色分类标准主要侧重于为绿色债券发行人提供指导，并涵盖了三个主要领域，即环境治

理、气候变化措施和自然资源高效利用。中国的绿色分类标准基于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和

中国证监会 2021 年联合发布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该目录列出了多项主要活动和具体领

域。就保护和 NbS 相关融资而言，“生态环境产业”最为相关，包括“绿色农业”和“生态保护与建

设”。鉴于标准对支持绿色市场的重要性，中国的绿色分类标准还包括项目审计、检查和评估等绿

色服务。 

 

2021年 CGT报告确定了影响最大的欧盟和中国绿色分类标准的共同领域。其中，欧盟绿色分类标

准以林业部门，中国分类标准以生态环境产业为“高度优先”领域，强调了增加 NbS 投资的机会。

该报告指出，目前尚未涉及“不造成重大伤害”原则、各种社会和人权问题等领域，而术语、标

准和保障措施方面的差异也加大了详细比较的难度。 

 

 

发展融资机构（DFIs）：研究专家强调了 DFIs在整合公共和私营部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投资方面

的作用。在占全球年投资额 10%的约 450 家 DFIs 中，大多数的 DFIs 都有着以下双重任务：通过

创造就业、公共卫生和教育、性别平等或农村电气化支持经济发展，并获得与主流市场相当的投

资回报。 

不伤害原则：该法律原则也称为“不造成重大伤害”原则，UNEP 对其定义如下：一个国家有责任预

防、减少和控制对其他国家的环境伤害风险。该原则已被纳入许多国际公约和协定之中，特别是水资

源管理有关的公约和协定。随着敲定《巴黎协定》第六条的谈判继续进行，2018 年成立了可持续发展

对话小组，以审查第 6.2、6.4 和 6.8 条中与不伤害原则有关的保障措施。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21_269
http://sdg.iisd.org/news/expert-group-to-build-accountability-for-net-zero-pledges/?utm_medium=email&utm_campaign=SDG%20Update%20-%207%20April%202022&utm_content=SDG%20Update%20-%207%20April%202022+CID_4a1ab76a7709cebbe259ed5b0a5d669f&utm_source=cm&utm_term=Read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international-platform-sustainable-finance_en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211104-ipsf-common-ground-taxonomy-instruction-report-2021_en.pdf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784-020-09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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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 DFIs 在 SDG 融资（包括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融资）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的作用：

例如，在 2015 至 2020 年间，欧洲 DFIs 承诺提供 80 亿欧元的气候资金。DFIs 帮助利用 PPPs 的一

个例子是，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与 InsurReliance Global Partnership 合作，帮助承保影

响贫困和弱势家庭和社区的气候风险。为了更好的协调 DFIs 有关的气候融资工作，欧洲 DFI 实体

在 2020 年底同意增加可比的气候披露测量和报告。 

 

 

海外发展援助：2021 年最新修订的《减缓气候变化融资追踪共同原则》将为多边开发银行（包括

亚洲开发银行、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和 IDFC 成员银行提供指导，通过《多边开发银行气候融

资联合报告》以可比方式对气候融资进行分类。在联合报告追踪的总融资额（660 亿美元）中，

大部分是投资贷款（504 亿美元），而政策性贷款（48 亿美元）和赠款（33 亿美元）要少得多。

其他形式的气候融资包括：信贷额度（21亿美元）、担保（19亿美元）、股权融资（14亿美元）

和基于结果的融资（10 亿美元）6。    

 

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一项重要成果是关于如何履行《巴黎协定》下每年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融资承

诺的《气候融资交付计划》。尽管各界对未兑现这一承诺感到失望，但该计划表示仍有信心在

2023 年实现这一目标，其依据是经合组织编制的追踪和情景报告，指出多边开发银行和出口信贷

融资需要转移现有融资、增加气候融资。  

 

风险披露：自 2017 年发布《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报告》以来，各方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措施，特别是通过了涵盖气候相关风险和机会的管理规则。值得指出的是，在 2021 年 6 月，

七国集团同意根据 TCFD 建议强制要求报告气候风险7。2021 年 7 月，二十国集团同意采用“全球

基线报告标准”。 

 

2021 年 7 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该《指南》指出： 

 
6追踪报告提出了各种类别来追踪多边开发银行的投资，特别是气候适应融资，包括 “作物和粮食生产”和

“其他农业和生态服务”，以及气候减缓融资，包括“农业、水产养殖业、林业和土地利用”。 
7七国集团内部采用不同的强制性气候信息披露方式。例如，2021 年 7 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

布，其正在为所有上市公司制定新的规则，以便区别于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后者更狭隘地

涵盖资产管理公司和财务顾问。欧盟《可持续金融信息披露条例》于 2021 年生效。中央银行关于气候风险

指南的一个相关示例是，国际清算银行（BIS）2021 年 11 月发布的《有效管理和监管气候相关金融风险的

指导原则》。   

考虑性别的投资与发展融资机构：2018 年，七国集团国家承诺调动 30 亿美元的 DFI 和私营部门投资，

通过改善妇女高技能工作和领导机会来支持性别平等来获得资金。截至 2021 年初，2XChallenge 下承诺

了约 46 亿美元的投资，其覆盖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七国集团的 DFIs，包括欧洲投资银行、养老基金、

私募股权基金和机构投资者。成功超越其融资目标的部分原因是，在采用可比标准衡量性别平等融资对

妇女创业、领导、就业、消费和中间投资的影响方面取得进展。  

 

https://cdn.odi.org/media/documents/ODI_EDFI_essay_series_final.pdf
https://financeincommo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11/Insuresilience%20Solutions%20Fund.pdf
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documents/mdb_idfc_mitigation_common_principles_en.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9234bfc633439d0172f6a6eb8df1b881-0020012021/original/2020-Joint-MDB-report-on-climate-finance-Report-final-web.pdf
https://thedocs.worldbank.org/en/doc/9234bfc633439d0172f6a6eb8df1b881-0020012021/original/2020-Joint-MDB-report-on-climate-finance-Report-final-web.pdf
https://www.gov.uk/government/news/uk-cop26-presidency-publishes-climate-finance-delivery-plan-led-by-german-state-secretary-flasbarth-and-canadas-minister-wilkinson-ahead-of-cop26
https://www.oecd-ilibrary.org/sites/a53aac3b-en/1/3/3/index.html?itemId=/content/publication/a53aac3b-en&_csp_=507eae7a8f57afda5c59c77dd21c2043&itemIGO=oecd&itemContentType=book
https://www.fsb-tcfd.org/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g7-finance-ministers-meeting-june-2021-communique/g7-finance-ministers-and-central-bank-governors-communique
https://greencentralbanking.com/2021/07/12/g20-backs-global-climate-reporting-standard/
https://greencentralbanking.com/2021/07/12/g20-backs-global-climate-reporting-standard/
https://chinadevelopmentbrief.org/wp-content/uploads/2021/08/Guidelines-for-financial-institutions-environmental-information-disclosure.pdf
https://www.sec.gov/news/speech/gensler-pri-2021-07-28
https://www.bis.org/bcbs/publ/d530.htm
https://www.bis.org/bcbs/publ/d530.htm
https://www.2xchallenge.org/press-news/2021/6/9/global-gender-finance-initiative-sets-ambitious-new-15-billion-fundraising-goal-after-securing-more-than-double-its-original-3-billion-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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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报告年度内与环境相关的目标愿景、战略规划、政策、行动及主要成效。如自身

经营活动所产生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及完成情况、资源消耗、污染物及防治、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

应等8”。  

例如，国际金融协会（IIF）2021 年董事会声明中提出的关于气候融资的建议包括，协调国际风险

披露规则，以及支持绿色分类标准、数据标准、衡量指标和其他使能工具的趋同9。 

 

如前所述，国合会 2021 年《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报告》建议中国采用 TNFD 风险披露做法。考

虑到气候和自然风险之间的内在联系，应考虑协调同时发布 TCFD 和 TNFD 披露信息，因为分阶

段实施强制性风险披露将非常复杂。 

 

2022 年 4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六个部委发布了一项重要的法律草案，希望通过建立共同风险

框架，加强和提高金融服务部门衡量、管理和报告金融风险的可比性。随着这项重要的新立法的

出台，可以考虑将气候、生态和环境金融风险纳入其中。 

 

自愿碳市场：NbS 投资趋势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市场信号是，投资人对自愿碳市场的兴趣日益浓

厚，他们纷纷通过该市场来购买碳抵消信用额。但是，市场的预测差异却很大。PRI 估计，到

2050 年，再造林和造林投资将创造 8000 亿美元的年收入，代表着价值超过 1.2 万亿美元的资产。

然而，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TSVCM）在 2021 年 1 月的最终报告的预测值要低的多，其估计

到 2030 年，碳抵消市场规模将达到 50 至 500 亿美元。2021 年自愿碳市场交易额达到 10 亿美元，

其中林业和土地利用占所有投资的 60%以上。中国有 20 多家碳抵消认证机构，如中央财经大学绿

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和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中国近期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消除碳抵消“洗绿”风险，

例如，自愿碳市场完整性倡议在 2021 年底发布了明确的初步建议，确保中国国内市场实践与不断

演变的国际标准和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中国国务院、中国人民银行和生态环境部近期发布的指南文件和指导意见，重点强调了碳封存市

场作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转型路径的一部分所发挥的核心作用，国合会近期关于碳抵消市场的

背景文件中讨论了这一问题。 

 

各方对自然市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狭义的自然市场包括自愿 NbS 市场，涉及气候适应、可持续

农业、淡水管理和气候减缓等各种结果。广义的自然市场涉及，围绕基于自然资本的市场所开展

的多年工作，如 2021 年英国《达斯古普塔报告》所述，或正在进行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工作。 

2022 年 4 月，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组织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专案组来审查自然市场。 

 

企业 NbS 基金：在过去的一年里，与供应链和 NbS 有关的企业基金层出不穷。相关的示例包括： 

 
8除了碳相关风险，TCFD 还从气候复原力和适应角度考虑了其他重要影响，要求披露洪水、干旱、海岸淹

没等气候相关事件的物理风险。 

9中方的 IIF 成员包括：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招商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光

大银行、中信集团、国家开发银行、兴业银行和中国广发银行。 

https://www.iif.com/Publications/ID/4281/IIF-Board-of-Directors-2021-Statement-On-Climate-Finance
https://www.iif.com/Portals/1/Files/TSVCM_Report.pdf
https://www.ecosystemmarketplace.com/articles/voluntary-carbon-markets-top-1-billion-in-2021-with-newly-reported-trades-special-ecosystem-marketplace-cop26-bulletin/
https://vcmintegrity.org/
https://cciced.eco/ecological-progress/chinas-emerging-carbon-sequestration-market-2/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final-report-the-economics-of-biodiversity-the-dasgupta-review
https://www.f4b-initiative.net/post/press-release-launch-of-global-taskforce-to-align-new-nature-markets-with-sustainability-goals


 

 

15 

15 

• 苹果公司 2021 年 4 月出资 2 亿美元成立恢复基金，为每年清除多达 100 万公吨碳的林业

项目提供资金；  

• 欧莱雅公司出资 5000 万欧元建立自然再生基金，用于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和捕获 1500-

2000 万公吨的二氧化碳； 

• 亚马逊公司出资 1 亿美元设立 Right Now 气候基金，促进 NbS 投资； 

• Orange 出资 5000 万欧元成立自然气候基金，用于购买高质量的碳信用额； 

• 开云集团建立自然再生基金，支持与负责任绿色供应链有关的 NbS 项目，目标是到 2025 年，

恢复 100万公顷退化土地，并支持再生农业； 

• 由美国和英国政府以及包括沃尔玛、拜耳、联合利华在内的 19 家大公司组成的 LEAF 联盟，

宣布 2021年底实现价值 10亿美元的热带雨林保护目标。 

 

这些举措是对私人慈善组织大幅增加自然融资的补充，例如，作为更广泛的保护我们的地球挑战

（支持 30x30 保护目标）的一部分，贝索斯地球基金在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承诺会提供 20 亿美元

的融资，帮助停止森林砍伐活动。  

 

零毁林供应链：国合会 2021 年《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报告》探讨了各种软性商品（如大

豆和棕榈油）的采购与森林砍伐，特别是热带雨林砍伐之间的强烈因果关系。 

 

十多年前，数百家公司加入消费品论坛，签署了到 2020年实现零毁林的承诺。2014年《纽约森林

宣言》承诺到 2020 年实现全球森林砍伐率减半。目前这两项目标均未能实现，且仍有着很大的差

距，这促使各项评估开始梳理复杂的供应链，并重点分析基于系统的可持续采购方法，包括设计

包容性治理系统，为当地农民提供融资。 

 

资助当地农民，对于兑现新的可持续供应链承诺，以及履行新的全球森林砍伐格拉斯哥承诺至关

重要。在通常情况下，小规模农户在满足可持续采购标准和第三方认证标准方面会产生更高的生

产成本，同时在获取可负担信贷进行前期投入方面也会面临困难。  

 

在过去的一年里，有许多全新的融资倡议实施可持续的供应链采购。例如，巴西最近与 WWF、

TNC、UNEP、WEF 热带雨林联盟等机构联合设立了负责任商品基金，以帮助资助巴西的农民生

产可持续的大豆。 

 

以NbS为重点的其他融资倡议示例包括：由 IUCN和GEF发起的自然+加速器基金，旨在扩大NbS

融资规模，最终目标是到 2030 年，从 70 个 NbS 项目中获得 1.6 亿美元的收入。 

 

在 2021 年 10 月云南昆明举行的 CBD COP 15 第一阶段会议上，中国宣布出资 2.3 亿美元，成立新

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并同时邀请其他国家为该基金出资。 

 

中国和其他 140 个国家签署了《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格拉斯哥领导人宣言》，承诺到 2030 年停

止本国范围内的森林砍伐活动。随着这一宣言的签署，确保零毁林供应链的责任已经转移到政府

对私营部门行动的落实上。挪威、法国、欧盟、英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出台了监管措施，限

https://www.apple.com/ca/newsroom/2021/04/apple-and-partners-launch-first-ever-200-million-restore-fund/
https://www.loreal.com/en/articles/commitments/fund-for-nature-regeneration/
https://sustainability.aboutamazon.com/about/the-climate-pledge/nature-based-solutions
https://www.orange.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1/orange-launches-orange-nature-carbon-fund-finance-reforestation-and
https://www.kering.com/en/sustainability/safeguarding-the-planet/regenerative-fund-for-nature/
https://leafcoalition.org/
https://www.undp.org/press-releases/world-leaders-pledge-us-5-billion-protect-nature
https://www.undp.org/press-releases/world-leaders-pledge-us-5-billion-protect-nature
https://www.bezosearthfund.org/
https://cciced.eco/research/special-policy-study/sps-global-green-value-chains-chinas-opportunities-challenges-and-paths-in-the-current-economic-context/
https://www.climatefocus.com/projects/new-york-declaration-forests-nydf-progress-assessment
https://www.climatefocus.com/projects/new-york-declaration-forests-nydf-progress-assessment
https://news.mongabay.com/2021/11/how-do-the-u-n-forest-declarations-compare/
https://www.bvrio.org/en/news/details/new-responsible-commodities-facility-to-promote-zero-deforestation-soy-cultivation-in-brazil
https://www.iucn.org/theme/nature-based-solutions/initiatives/nbs-finance-mechanisms-and-funds/nature-accelerator-fund
https://ukcop26.org/glasgow-leaders-declaration-on-forests-and-land-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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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无法证明合法采伐或符合特定可持续标准的商品进入市场。许多食品进口商对拟议法案的尽职

调查程序持反对态度，这是英国法案被推迟的原因之一。 

 

从融资报告的角度来看，这种对供应链的重新关注现在包括考虑到气候风险。在 2021 年宣布其气

候风险披露规则草案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可能会包括与上下游供应链有关的范围三温室

气体排放。中国国务院在 2021 年底发布的一份指导意见表明，需要进行气候风险评估，以使中国

供应链与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保持一致。 

 

第三节： 

改革环境有害补贴 

2021 年《自然融资状况报告》强调了在生产端或消费端许多农业和其他有害补贴对生物多样性丧

失的影响程度。该报告给出的示例包括：导致淡水污染、土地退化、森林和其他生态系统生境丧

失、对单一作物产出给予优惠产出支持、低效废物管理及其他影响的补贴。该报告援引了经合组

织对 53个国家的追踪估计数据，指出 2016-2017年的农业补贴额达到了每年 7030亿美元，并估计

2019 年“有害生物多样性补贴”的总额在 2740 至 5420亿美元之间。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各方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来识别、减少和改革对环境有害的补贴。以往的工

作主要聚焦于国家农业扶持项目，如美国《农业法案》或欧盟《共同农业政策》，在划分不同种

类的农业扶持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世贸组织(WTO)允许对一些农业补贴提供过渡性的绿箱补

贴扶持。研究专家建议将这些临时性措施转变成永久性措施。 

 

如上所述，《自然融资状况报告》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迫切需要改革环境有害补贴。FAO-

UNDP-UNEP 2021 年 9 月发布的一份联合报告建议将大多数的农业补贴投向其他用途，因为除了

对气候、公共卫生、公平和贸易造成负面影响之外，这些补贴普遍会产生扭曲价格和破坏自然的

影响10。该联合报告建议其采取六个步骤，从国家层面评估有害的农业补贴，以便将这些补贴另

作他用。与此相类似的是 UNDP 的 BIOFIN 项目开发了一种方法来估算对自然有害的国内农业补

贴额度，并且正在研究各国的案例（如蒙古案例）。有机会在 UNFCCC COP 26 上讨论补贴改革

问题。 

 

国合会 2021 年《绿色金融专题政策研究报告》中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了中国改革补贴政策的重

要性。该报告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如下： 

• 加大对普惠性质的补贴力度，在保证农民收入和农业产量不下降的情况下，减少补贴对生

物多样性的损害。为此，应从直接补贴转向间接补贴； 

• 将环境保护目标纳入被补贴者认定标准。将环境保护目标纳入到更多补贴政策的认定标准

之中，对被补贴者提出更多的生态保护方面的要求。 

 
10 FAO-UNDP-UNEP 联合报告估计，在考虑预期经济复苏的基准情景下，2030 年全球农业补贴额预计将增

至近1.8万亿美元。其中约73%（1.3万亿美元）将以边界措施的形式出现，这将影响贸易和国内市场价格；

剩下的 27%（4750 亿美元）将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出现，这些补贴将支持农业生产者，并可能继续导致投入

的过度使用和生产过剩。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21/may/25/food-brands-challenge-deforestation-rules-in-uk-environment-bill
https://ghgprotocol.org/standards/scope-3-standard
https://ghgprotocol.org/standards/scope-3-standard
https://www.paulsoninstitute.org/conservation/financing-nature-report/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gric_e/agboxes_e.htm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gric_e/agboxes_e.htm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6683EN
https://www.fao.org/documents/card/en/c/CB6683EN
https://www.mn.undp.org/content/mongolia/en/home/blog/2021/reformingsubsidypracticesharmfultobiodiversityinmongolia.html
https://cciced.eco/wp-content/uploads/2021/09/4-3-Green-Fin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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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改革一直也是气候行动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例如在 2009 年，二十国集团承诺查明并消除

“低效化石燃料补贴”，但在定义“低效”或降低补贴额度方面的进展甚微11。2010 年成立的“化石燃

料补贴改革之友”等倡议，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合组织、世界银行能源补贴改革基

金、全球补贴倡议等正在进行的分析工作，为 2021 年《格拉斯哥宣言》承诺减少化石燃料补贴提

供了参考背景。鉴于市场化工具在推进碳中和目标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研究专家指出，化石燃

料补贴的扭曲影响之一是，削弱了碳市场的预期价格效应。 

 

在三十年来，改革环境有害补贴一直是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持

续关注和讨论的问题，但相关进展甚微。世贸组织为达成渔业补贴协议而进行的长达 20 年的谈判

突出表明，贸易政策无法就限制和减少环境有害补贴达成共识。 

 

第三部分： 

短期和中期实践机会 

绿色分类标准：通过追踪“绿色农业”和“生态保护与建设”类别，确定现行的绿色分类标准如何扩

大 NbS 投资。 

 

融资风险披露：确定中国新宣布的强制性气候风险披露，如何追踪气候相关极端天气事件（如洪

水）相关的物理风险，以及追踪如何在新披露框架中纳入各种气候复原力投资，尤其是 NbS 相关

的气候适应投资类别。 

 

自然损失经济评估：国内外金融监管机构应深入分析生物多样性损失风险和生物多样性损失相关

的资金风险，例如，考虑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网络正在推进的绿色金融系统工作。 

 

碳市场数据支持：为了支持碳市场促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合会可以研究设计中国近期做出

的承诺，开发一个全面的气候数据系统，向投资人提供 NbS 固碳系统有关的数据，以及追踪与气

候和自然融资有关的新 ISSB 标准进展。  

 

《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则：在完成《巴黎规则手册》后，审查目前符合条件的 2013 年后 CDM 项

目组合，并保留符合新的第 6.2 条和第 6.4 条关于重复计算、额外性、永久性和透明度规则的碳信

用额。 

 

可持续供应链采购融资：国合会应帮助梳理现有的农村财政支持计划，如生态补偿计划，包括面

向农民的直接付款（如通过中国生态补偿计划等成熟的融资计划），优惠性贷款，或其他整合

NbS 支付的农村支付计划。国合会的可持续食品系统专题政策研究项目就与此密切相关。 

 

 
11 二十国集团的 2021 年评估指出，2010-2019 年的名义补贴额没有发生变化。 

http://fffsr.org/
http://fffsr.org/
https://www.imf.org/en/Topics/climate-change/energy-subsidies
https://www.esmap.org/energy_subsidy_reform
https://www.esmap.org/energy_subsidy_reform
https://www.iisd.org/gsi/
https://www.ngfs.net/en/about-us/membership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2212041620301066
https://www.oecd.org/fossil-fuels/publicationsandfurtherreading/OECD-IEA-G20-Fossil-Fuel-Subsidies-Reform-Update-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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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价值链气候风险评估：在评估中国国内供应链的气候风险时，国合会可帮助识别森林、湿地、

泥炭地和草地退化导致的潜在碳储量损失风险，以及气候适应和复原力有关的 NbS 在消除风险方

面的诸多好处。 

 

企业 NbS 基金：国合会可以研究如何结合税收优惠和其他做法，鼓励企业增加 NbS 项目支出，将

税收优惠与投资水平和 NbS 资金产生的实际收益相挂钩，并将信贷与惠及当地农民和社区的收入

相挂钩。 

 

缩小不平等差距：作为中国绿色转型承诺、“十四五”规划承诺，以及近期关于消除中国收入不

平等差距的经济目标的一部分，国合会应研究 NbS 融资如何帮助解决收入、劳动、性别和其他方

面的不平等问题。 

 

国际合作与南-南合作 

 

调动生物多样性资源：预计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将于 2022 年下半年结束。国合会应优先考虑如何

落实昆明峰会的决定，增加生物多样性融资，重点关注扩大私营部门的绿色融资，协调和利用多

边开发银行的融资，推进 30x30 和可持续利用目标。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2022 年 3 月底，中国国家发改委发布了新的《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绿色发展的意见》。新《意见》的核心内容是，要求在整个“一带一路”合作中推进绿色发展。

新《意见》确定的一个优先领域是绿色金融，以联合国和 G20 工作为基础，包括促进与绿色投融

资有关的自愿准则和最佳做法，充分利用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和私人绿色投资，并鼓励金融机构

实施《“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超过 35 家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主要银行签署了《“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其中规定了如何将可持续性纳入到公司治理，评估和披露环境相关风险，使用

ESG 产品等绿色金融工具，促进绿色供应链和提高公众意识等。国合会第七阶段的工作应通过研

究、案例研究和建议，确定实施新《意见》的手段。 

 

DFI/MDB 消除风险融资：多边开发银行（MDBs）和发展筹资机构（DFIs）应加强协调，以消除

碳转型风险，并增加混合型/PPP 融资，以帮助消除私营部门融资风险。 

 

中期机会 

 

绿色分类标准：更新中国的绿色分类标准，包括更多具体的保护融资和 NbS 投资类别。 

 

自然风险披露：在未来十年内，采用 TNFD 标准，要求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所有金融部门主

体披露自然相关的风险。 

 

可持续供应链：设定年融资额度，为农民、渔民等提供支持，以确保可持续、自然向好的供应链。

促进融资多样化，包括赠款、股权和信贷额度，投资采用必要的工具确保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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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改革：实施国内行动，减少化石燃料补贴，支持中国的双控目标；加大对于净零农业、土地

利用和林业管理目标的补贴力度；实施试点项目，将农业补贴调整为支持农村生计的间接制度。

国合会应对以往改革有害环境补贴的尝试进行研究，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第四部分： 

建议： 

除了从总体上建议国合会重点研究如何整合自然融资和气候融资，其他建议如下： 

• 建议 1：国合会应确定政策、案例研究、标准和合作伙伴关系，以扩大对高质量基于自然

解决方案的融资，包括森林、红树林、草原、湿地、再生土地管理和绿色/可持续食品系

统、绿色和气候适应性基础设施、海洋和海岸复原力。  

• 建议 2：国合会应制定促进私营部门增加气候和自然融资的路线图，以确保有足够的资金

用于减轻对自然/气候的负面影响。具体工作包括分析新标准、保障措施、披露做法、绿

色分类标准、ESG 金融产品、审计标准、监测和核查标准以及其他举措，包括由二十国集

团可持续金融研究工作组演变而来的举措。国合会 2022年的一项补充前期研究将探究数字

化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协同效益。    

• 建议 3：国合会应寻找机会，扩大和利用国内外公共部门融资，包括调动国有企业，以及

利用双边、区域或多边开发银行融资、出口融资等。 

• 建议 4：国合会应研究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以及相关的混合型自然和气候融资机会，包括将

履约与自愿碳市场相结合的方案。 

• 建议 5：国合会应深入分析各种方案，对环境有害补贴进行系统、全面的改革，以支持自

然-气候综合融资。财政政策改革应特别重视解决就业、收入和其他不平等问题。 

• 建议 6： 国合会应帮助支持和加强绿色金融国际合作，通过在战略性政策和监管水平及相

关产品和其他领域的持续交流，支持有助于实现全球绿色发展目标的共同行动。 

 

 

报告作者：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Scott Vaughan 

附录一： 2021-2022 年项目前期研究会议安排  

 

1 月 26 日 –项目前期研究介绍会 

2 月 17 日–核心专家启动会 

3 月 24 日 –项目前期研究研讨会：绿色金融创新 

4 月 21 日 –项目前期研究研讨会：联结主权债务与生物多样性、气候和 SDGs：中国的机会？ 

  

附录二：项目前期研究团队组成  

负责人 

Scott Vaughan  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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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nte di Canoss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研究和政策组组长、发展经济学家 

Andrew Deutz  大自然保护协会全球政策总监 

核心专家  

Christoph Nedopil 复旦大学副教授、绿色金融与发展中心主任 

Margaret Kuhlow 世界自然基金会国际部全球金融业务负责人 

Jill Dauchy 波托马克集团首席执行官 

白韫雯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自然资本投融资中心主任 

SUN Tianshu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国际发展合作研究所   

Tracey Cummin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生物多样性环境融资技术顾问 

Swarnim Waglé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首席经济顾问 

Mark Halle BetterNature 联合创始人 

Paul Steele  国际环境发展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 

Renata Rubian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局政策顾问 

咨询专家 

Bob Tansey   大自然保护协会高级政策顾问 

Knut Alfsen  外方首席顾问支持组 

WANG Yali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 SDG 融资专家 

Stewart Maginnis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总干事；“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专题政策

研究联合组长 

DU Hongxia 世界自然基金会中国分会绿色金融高级经理 

张承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原所长 

Erik Berglöf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叶燕斐 银保监会政策研究局一级巡视员 

Eric Usher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负责人 

张建平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CAITEC）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

心主任 

徐佳君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Rodolfo Lacy 经合组织拉丁美洲气候行动和环境事务主任 

张玉梅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Farooq Ullah B 组策略师 

Rose Niu   保尔森研究所首席保护官 

Gianni Ruta   世界银行首席环境经济学家 

Jess Ayres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主任 

Yue Qi 英国儿童投资基金会气候变化项目经理 

袁薇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IFC）/可持续银行网络（SBN）亚

洲协调员 

Dimitri de Boer ClientEarth 中国首席代表 

Fan Danting ClientEarth 法律研究员 

付晓天  世界资源研究所（中国）食品与自然资源项目主任 

Sonja Sabita Teelucksingh 全球环境基金首席执行官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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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olina Rojas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战略环境对话顾问 

Maxim Kenens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可持续金融、长期战略和 NDC 实施初级顾问 

Ulrich Volz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可持续金融中心主任和经济学教授 

张建宇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研究院（BRIGI）执行院长 

Rebecca Ray 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学术研究员 

Simon Zadek 生物多样性融资倡议组织主席 

Jean-Paul Adam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技术、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源管理部主任 

Catherine Phuong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老挝代表处副驻地代表 

Carlos Larrea Maldonado 厄瓜多尔安迪纳-西蒙-玻利瓦尔大学教授 

Hannah Ryder Development Reimagined 首席执行官   

熊婉婷 中国社会科学院 

Kirthisri Wijeweera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自然履约债务工具顾问 

David Boland   EvolveGroup 全球首席执行官 

Adam Star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老挝代表处 SAFE 生态系统项目技术专家 

Thome Xaisongkham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老挝代表处项目分析师 

Raniya Sobir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国际发展顾问 

 

附录三：中国陆地碳汇潜力研究-文献综述 

 

作者：Kalifi Ferretti-Gallon  

完整报告链接 

 

执行摘要 

 

在过去十年以来，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的加剧。2021 年极端天气和气候灾害加剧了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全球的冲击。去年，世界各国发生的气候相关破坏性事件包括：热浪、飓风、

洪水和干旱，损失金额远远超过 1700 亿美元。随着气候变化的影响继续给已经处于压力之下的全

球系统施加环境、社会和经济压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变得越来越重要。    

 

截至 UNFCCC COP26 会议结束时，有 151 个国家修订或提交了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承

诺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国修订了其 NDC，提出了新的碳达峰和净零排放目标。然而有人担

心，作为世界最大排放国的中国修订后的目标和气候战略，可能不足以将全球升温幅度降低到比

工业化前水平高 1.5℃的范围以内。幸运的是，中国最近采取的陆地生物群落恢复和保护行动，提

高了中国减少净排放的能力。 

 

该报告对关注以下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综述：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储碳以及各主要陆地生物群落

（森林、草地、耕地、灌木丛和湿地）清除二氧化碳的能力；最后针对各生物群落，就如何提高

中国储碳能力、超越当前目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并列出了相关机会。 

 

通过文献综述，得出了以下关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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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碳对于实现中国的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非常重要。不同生物群落的储碳和固碳潜力存

在着很大的差异，例如，森林是中国最大的土壤和植被储碳来源（38%），其次是草地

（30%）、耕地（19%）、灌木丛（8%）和湿地（5%）； 

 

• 中国的森林从碳源转变为碳汇，目前约占陆地固碳总量的 56%。中国现有的造林和再造林

激励项目预计将增加森林清除和储存碳的能力，大规模推广这些举措可以大大抵消中国的

预测年排放量； 

 

• 中国采取土壤管理措施、提高产量也可以提高固碳潜力。中国的耕地储存了大约 1/5 的陆

地碳。通过可持续土壤管理、提高年产量的固碳作用，也可以大大增加碳的吸收量；  

 

• 相对于森林而言，草地和灌木丛的植被储碳量并不高，但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转

换为其他土地用途，这两种生物群落的面积大幅减少，通过适当恢复，可以实现很高的碳

固存和截留潜力；  

 

• 保护湿地对于减缓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非常重要。虽然湿地对中国陆地碳储量的贡献最小，

但它们是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重要储存地，很容易受到气候和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后者可

能会促使它们释放二氧化碳和甲烷； 

 

• 强烈建议开发一个全面的系统来追踪中国陆地碳储量和固碳量的变化趋势。中国的陆地生

物群落对于抵消中国的碳排放、促进全球气候变化减缓行动非常重要。但是，它们清除和

储存碳的能力受到各生物群落特定变量的影响。开发一个追踪这些趋势的系统，可帮助改

善分析结果，并为中国出台更好的土地部门政策提供有用信息。 

 


	概述：近年来，随着绿色金融的快速发展，现已涵盖从消费者和企业银行业务、资产管理、养老基金、保险等各个方面的全方位金融服务。2022年初启动的这项前期研究，探讨了绿色金融创新领域的相关最新动态。鉴于绿色金融领域不断扩大的动态进展，以及各个领域的技术细节程度，本报告旨在阐明国合会在第七阶段应重点研究的绿色金融问题。
	中国仍然是全球绿色金融创新的动力源泉。从国家、省、市各级以及私营部门各个领域的绿色金融发展势头依然十分强劲，特别是在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其他绿色转型方面。2021年在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变化缔约方大会（COP）第二十六次会议，预期在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以及其他多边倡议（如2022年11月由中国主办的《拉姆萨尔湿地公约》会议），都极大推动了绿色金融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的“十四五”规划也强调了绿色金融在推动朝高质量、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转型的关键作用。为此，中国在最近几个月发布了一系...
	第一部分：
	背景：融资水平、来源、缺口和方案：在过去十年中，气候和自然融资均有所增加，尽管增长的速度存在差异。据估计，在2019-2020年，全球气候融资达到了每年6320亿美元。2019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达到每年1430亿美元。这些融资并不足以实现《巴黎气候协定》气温升幅不超过1.5 C的目标，也不能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或实施昆明《生物多样性公约》进程即将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生物多样性融资：在2021年10月发布的《昆明宣言》强调了“采取紧急和综合行动以实现转型变革”，呼吁加强《生物多样性公约》（CBD）、《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以及其他国际协定之间的一致性。于2022年3月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日内瓦会议，在推进最终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大会成果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有重大的改进空间。然而，已经有许多国家承诺增加国际生物多样性融资，例如，中国在2021年宣布建立一个全新的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同时法国、欧盟和其他国家宣布了增加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海外发...
	失衡风险：尽管发出了这些高级别的多边信号，并且出现了许多私营部门倡议，但气候和自然融资目前并不平衡，且增长的差距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失衡风险将影响碳中和及生物多样性目标的实现。
	研究专家强调，气候系统与生物多样性系统之间有着科学的、密不可分的联系。涉及一个系统的风险通常会影响另一系统。例如，气候相关的极端天气事件的并发、连带和非线性影响，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构成了日益严重的风险，而这反过来又威胁着关键的粮食安全、人类安全和更广泛的宏观经济安全问题。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第二工作组报告指出，从海洋酸化和森林物种死亡率的增加，到物种范围和疾病媒介的变化，全球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普遍的负面影响和未来风险。
	正如已故的Thomas Lovejoy在2021年国合会“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会议上指出，气候变化是全球范围内更为广泛的生态系统失衡的一部分。在这些技术领域，从更好的风险披露到更广泛的自然资本核算，包括目前正在推进的数百项倡议，均有助于改正当前的不足。下文详细介绍了其中的一些倡议。而作为未来绿色金融工作的一部分，国合会应对这些倡议进行更加全面、更具侧重点的技术评估。
	第二部分：

	第一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融资机会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融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词涵盖了广泛的定义、项目应用和基本价值及假设。虽然2022年初召开的第五届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首次通过多边共识正式采纳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一词，但该术语目前仍然很敏感。
	基于政策上对于NbS关注度的提高，这吸引了各种不同的资金来源。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在《2020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了一些案例研究，其中私人保险公司与政府机构的合作，在墨西哥提供珊瑚礁保险；在厄瓜多尔利用集体融资机制，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融资以支持淡水管理；在哥斯达黎加绘制高分辨率的生态系统图，以供指导开发利用。
	私营-公共部门/混合型融资：除了通过私人和公共融资扩大自然投资以外，本研究专家还强调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s）和混合型融资对增加NbS融资的重要性。各种标准、准则和项目突出强调了PPPs和混合型融资的潜力，包括发展金融机构（见下文）在提供前期优惠融资、帮助消除私营部门投资风险方面的作用，一些公共财政来源承担第一笔风险消除损失的意愿，和采用担保、股权融资和其他方法，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和其他组织已经研究或部署了这些方法。

	第二节：倡议和工具
	企业投资路线图：2022年1月发布的报告《把握中国向自然友好经济转型的商机》指出了企业在食品和海洋利用、能源和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和建筑环境等关键系统中的关键转型投资机会，增加这些系统中的自然融资将有利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并支持可持续发展。该报告预计，至2030年，中国基于自然的经济投资可能创造出1.9万亿美元的商业价值和8800万个全新的就业机会。该报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框架和路线图，可指导国合会在该领域的未来工作。
	自然资产类别：2021年9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和Intrinsic Exchange Group (IEG集团)推出了基于自然的新资产类别。这个新资产类别强调自然对人类和经济生产力的惠益，并衡量了自然多重的内在价值。英国政府在2021年发布的《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达斯古普塔报告》检验了这个新资产类别。IEG集团宣布将制定标准，以衡量和报告这一新资产类别所需的生态系统服务。
	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该基金于2020年启动，资金规模达到了880亿元或140亿美元，致力于提供股权融资，支持相关企业脱碳。在2022年第一季度，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宣布了第一笔股权融资的交易，通过联合安排为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宝武钢铁集团提供了融资，支持其钢铁生产过程中脱碳。股权融资是一种重要的市场化绿色金融工具，可以帮助缩小绿色股权融资缺口。我们应借鉴该基金的崭新经验，包括它为弥合自然相关融资中的股权融资缺口的相似模型提供的经验证据。
	金融部门一直密切关注这些不断增加的绿色标准（主要涵盖农业及其他领域）。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仅气候融资标准就多达200多项。不同的标准机构所制定的标准剧增，这可能会造成市场的混乱。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目前已经启动了一些国际倡议，以确保实现更大的一致性、可比性、趋同性，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实现标准化，将不同的标准统一起来。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基金会新组建的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预计将加强气候相关的主要标准机构之间的趋同性。这些机构包括TCFD、SASB、CDSB、CDP、IIRC、GRI、PRI、科学气候目标组织、IMP和资本联盟（Capitals Coalition）。现在判断ISSB的工作进展有多顺利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是，IIRC和SASB负...
	如上所述，各方制定了一系列ESG标准。例如，联合国相关的负责任投资原则（PRI）专注于帮助投资人、资产管理机构等采用ESG标准和报告。2020年底，PRI发布了将ESG与负碳方案相结合的指南，特别是与林业保护、造林和避免毁林有关。该指南补充了PRI的其他指南文件，例如它的原则与林业和科学的生物多样性目标相关。此外，为了将负责任投资从流程和商业行为准则转化为促进实现SDGs的实际影响，PRI为具体的SDG成果创建了一个包含五部分的框架。出于同样的目的，UNDP还为债券发行者制定了SDG影响标准——一...
	公共和私营部门标准机构近期合作的一个重要案例是，欧洲财务报告咨询组（EFRAG）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达成了一致，共同制定新的生物多样性报告标准，其中EFRAG计划在2022年中期制定标准草案，而GRI准备在2022年底前更新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SSB）下的现行生物多样性标准。这种合作有可能使欧盟的生物多样性标准与GRI的更广泛/全球标准保持一致，并有望为中国的生物多样性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提供其蓝图范本。
	“洗绿”风险：2021年，环境、社会与社会治理（ESG）投资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资产管理公司创造了创纪录数量的新ESG产品。市场分析集团——晨星分析公司（Morningstar Analytics）报告称，2021年ESG投资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截至2021年9月，可持续基金资产额超过了3300亿美元。（与之相比，2020年第三季度的ESG资产额为183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的投资与可再生能源有关。
	这种增长是值得欢欣鼓舞的，只要绿色声明能够带来实际的、可衡量的绿色履约成果。但是，绿色ESG声明其言过其实、缺乏或毫无根据的风险也是真实存在的情况，并且在不断的增加。在2021年底，中国提醒各方警惕防范“洗绿”的风险，这是有其充分依据的。《自然》杂志在2022年2月的一篇文章指出，企业碳减排计划存在着重大不足，往往完全忽略了“范围三温室气体排放”，或依赖于碳抵消来兑现净零排放的承诺。这些不足部分归咎于私营部门公司董事会气候治理不力：例如，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在2021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显示，董事会...
	绿色分类标准：2021年11月，中欧共同分类倡议（CGT）在欧盟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下，发布了第一份《气候变化减缓分类标准评估报告》。IPSF中欧工作组的目的是，改善不同国家分类标准的可比性和相互操作性，以支持绿色债券发行人和核查机构的共同或趋同做法；企业低碳路线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根据低碳路线图调整其投资组合；发展融资机构和相关报告实体遵循《减缓气候变化融资追踪共同原则》（见下文）；以及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到2022年，所有列出绿色声明的欧盟金融产品必须交叉参照欧盟绿色分类标准，以便与...
	发展融资机构（DFIs）：研究专家强调了DFIs在整合公共和私营部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投资方面的作用。在占全球年投资额10%的约450家DFIs中，大多数的DFIs都有着以下双重任务：通过创造就业、公共卫生和教育、性别平等或农村电气化支持经济发展，并获得与主流市场相当的投资回报。
	风险披露：自2017年发布《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TCFD）报告》以来，各方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特别是通过了涵盖气候相关风险和机会的管理规则。值得指出的是，在2021年6月，七国集团同意根据TCFD建议强制要求报告气候风险 。2021年7月，二十国集团同意采用“全球基线报告标准”。
	自愿碳市场：NbS投资趋势发出的一个最强烈的市场信号是，投资人对自愿碳市场的兴趣日益浓厚，他们纷纷通过该市场来购买碳抵消信用额。但是，市场的预测差异却很大。PRI估计，到2050年，再造林和造林投资将创造8000亿美元的年收入，代表着价值超过1.2万亿美元的资产。然而，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TSVCM）在2021年1月的最终报告的预测值要低的多，其估计到2030年，碳抵消市场规模将达到50至500亿美元。2021年自愿碳市场交易额达到10亿美元，其中林业和土地利用占所有投资的60%以上。中国有20...
	企业NbS基金：在过去的一年里，与供应链和NbS有关的企业基金层出不穷。相关的示例包括：
	零毁林供应链：国合会2021年《全球绿色价值链专题政策研究报告》探讨了各种软性商品（如大豆和棕榈油）的采购与森林砍伐，特别是热带雨林砍伐之间的强烈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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