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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中国在推动绿色金融主流化方面发挥着全球领导作用，并在很 

短的时间内取得了重大进展。然而，由于缺乏制度化建设，中国的 

绿色金融发展未能充分释放其潜力。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前首席经 

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 

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指出，能力是绿色金融发展 

的关键，也是其最大的挑战。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虽然一些大型银行已经着手开展能力建设培训项目，但多数项 

目在质量和内容上参差不齐。绿色信贷在整个贷款组合中的占比相 

对较低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另外，目前对政府领导干部，特别是地 

方（省级以下）的政府官员开展相关的培训是少之甚少。

    在中国，有六百多万私营和公共部门的金融业从业人员可能涉 

及与绿色金融有关的工作。如此庞大的规模需要构建一个具有固有 

流程的整体架构，从而保证质量并减少冗余。  

绿色金融能力建设应当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 银行及金融机构缺乏评估环境成本和收益的能力，对于现有可利      

  用的工具缺乏了解。 

• 绿色融资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能力有待提高。 

•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需要更好地了解绿色金融的基本原则并   

  提高相关能力。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e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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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中国绿色金融发展及其潜力释放将取决于能力建设的 

执行情况，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 推动多元化资金支持 

• 制定标准化架构 

• 与利益相关方合作 

• 项目标准化以保证质量 

• 激励政府官员 

• 通过量化指标衡量项目进展 

• 提高公众意识  

• 现场实地考察 

• 国际合作伙伴关系 

    本文将简要介绍中国目前在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方面已开展的 

工作，重点讨论制度化能力建设框架的具体措施。随着绿色金融 

知识及工具的不断开发，能力建设必须适应新的情况，所以在能 

力建设方面，我们更注重实施层面和架构设计，而非具体内容。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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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在推动绿色金融主流化方面发挥着球领导作用，并在短时间 

内取得了重大进展。在保尔森基金会于2017年10月在华盛顿举办 的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上，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三年前，如 

果你问中国的银行业者是否对绿色金融有所了解，他很可能会说‘我 

从没听说过’。但今天如果你问同样的问题，将很可能得到对方肯定 

的回答，并会与你进一步讨论具体的绿色金融产品。”  

引言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国际社会把能力建设视为重中之重。在2016年中国担任G20主席 

国期间，绿色金融被列为五大财金渠道议题之一，并成立了绿色金融 

研究小组，为各国推动绿色金融发展提供切实建议。这些建议突出表 

明各国需要加强绿色金融能力建设。事实上，2016年《G20绿色金融 

综合报告》指出，需要“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将其列为七大重 

点措施之一，而且还提到了“分析能力不足”。2017年《G20绿色金 

融综合报告》再次将“金融机构的能力不足”确定为绿色金融环境风 

险分析能力提高所面临的主要障碍，并且指出，中国是唯一一个接受 

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的建议并取得进展的国家。

    绿色金融的概念已经明确，相关监管制度也已基本成形。下一步 

将是如何通过开展能力建设更大规模地促进中国绿色金融发展。

http://unepinquiry.org/wp-content/uploads/2016/09/Synthesis_Report_Full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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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前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马骏指出，能力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关键，也是其最大的挑 

战。他认为，目前需要对政府的领导层及基层干部开展适当的培 

训，同时还需开发可推广的环境风险分析方法学和工具。 

   “三年前，如果你问中国的银行业者是否对绿色金融有所了 

解，他很可能会说‘我从没听说过’。但今天如果你问同样的问 

题，将很可能得到对方肯定的回答，并会与你进一步讨论具体的 

绿色金融产品。”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具体来讲，能力建设应当针对以下三个方面开展。首先，许 

多银行及金融机构（特别是省市级分支机构）对如何评估环境项 

目的成本和收益以及相关的情景假设和敏感性分析工具缺乏基本 

了解。可以佐证这一点的是绿色信贷在整个贷款组合中的占比仍 

相对较低；其次，绿色融资产品的开发和创新需要开展能力建 

设。例如，需要开发绿色保险、绿色资产证券化和碳排放权抵押 

贷款等绿色融资产品。保险公司、银行、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 

司都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才能将这些产品引入市场；第三，应当为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官员开展培训，使其进一步理解绿色金融的 

重要性，探索政府如何推动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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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六百多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金融行业从业人员 

可能涉及与绿色金融有关的工作。 

现状  

    对于银行及金融机构来说，环境影响为其风险评估增添了一个 

新的衡量维度，现在他们正着手使员工熟悉了解新的工具。正如中 

国通常的情况一样，绿色金融从业规模大得惊人，可能涉及与绿色 

金融有关的工作的有六百多万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金融行业从业人 

员。如此大规模的培训需要设计一个总体架构的项目来推广，制定 

固定流程，以保证培训质量并减少冗余。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目前至少有两个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国内能力建设的领 

导者。其一是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它成立于2016年 

9月，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通过能力建设项目推动绿色金融的机构； 

此外，马骏从中国人民银行离职后，继续担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并担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金融与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计划启动了多个绿色金融能力建设项目。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16/indexeh.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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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几家大型银行及其总部的能力建设力度较大。他们意识到 

缺乏相关知识和技能，因此开展了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培训项目。 

普华永道调查显示，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参加了多个 

国际组织提供的外部培训项目。中国银行在内部开展正式的培训项 

目，重点是确定高风险领域。中国建设银行实施了有关“赤道原 

则”的培训。招商银行与跨国银行合作，邀请国际专家开展最佳实 

践讨论。此外，汇丰银行的举措可能最为全面，包括高级管理人员 

培训、内部风险管理计划和气候相关业务学习等。   

    在产品创新方面，兴业银行开发了一个可反映每个客户的环境 

风险的IT系统，银行内部所有部门都可以使用，并且还为总部和地 

方分支机构的可持续发展团队工作人员提供有关环境问题的培训。 

这使兴业银行的 “外展服务和培训”以及“内部环境政策”两项 

指标均在中国银行业名列前茅。  

    各种多边国际组织也参与了中国的能力建设。欧盟与中国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合作开展了一个新项目，就碳市场、研究和能力 

建设进行战略对话。ICF咨询公司和中国领先的低碳服务提供商北 

京中创碳投科技有限公司中标实施这一项目。作为“市场准备伙 

伴”计划的一部分，世界银行在内蒙古、重庆、山东、山西、辽宁 

和黑龙江六省市开展了碳市场能力建设项目。自2012年成立以来， 

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可持续银 

行网络（Sustainable Banking Network）积极协助全球新兴市场 

分享绿色金融方法、信息和定义。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https://www.pwchk.com/en/migration/pdf/green-finance-incentives-oct2013-eng.pdf
https://www.pwchk.com/en/migration/pdf/green-finance-incentives-oct2013-eng.pdf
https://www.thepm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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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这些举措，中国不仅获得了声望，也成为G20成员国中唯 

一一个在2016年《G20绿色金融综合报告》提出的七大绿色金融措 

施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的国家。尽管如此，中国在绿色金融发展特 

别是能力建设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如此大规模的培训需要设计一个总体架构的项目， 

制定固定流程以保证培训质量并减少冗余。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首先，绿色金融咨询人员短缺。中创碳投是为数不多的脱颖而 

出并建立了子公司来提供培训的咨询公司之一。该公司承担了由世 

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盟委员会和外国政府资助的若干能力建 

设项目，项目侧重于碳市场的政策综述和技术培训，包括模拟交 

易；其次，整体培训质量差别很大。大型银行处于领先地位，在这 

些银行内部，总部的培训通常很强，而在做出很多实际融资决策的 

省级分支机构，情况则远非如此。就目前而言，这种培训与决策之 

间的脱节阻碍了绿色金融的大规模发展；最后，在培训没有得到政 

府推动或激励的情况下，内容和质量仍然充满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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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能力建设举措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决策层要有政治意愿，并要求 

培训人员认真对待这些项目。中国已经明确了绿色金融的政治重要性， 

因此现阶段能力建设的落实将主要取决于执行层面。无论执行层面的具 

体内容如何，能力建设的基本原则都是适用的，具体建议如下： 

建议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资金：尽管政府在口头上支持能力建设，但对于培训的预算投入和 

重视程度通常较低，而这方面的需求往往是巨大的。现阶段的做法 

是投入较少，需要借助杠杆效应来推广高效率、低成本的培训。政 

府可以拨款给非政府组织或协会，由后者作为项目协调或执行机构 

开展培训项目；但大部分培训仍将在私营部门内部开展。因此，无 

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能力建设的预算都不需要太高，50万到100 

万美元的政府预算拨款就可以发挥实质性的重要作用。 

架构：将制度化的能力建设基本架构落实到位可以提升培训效率。如 

果没有一个总体架构，就会出现不同机构开展相同培训，但是能力建 

设的关键缺口问题却未被涉及和解决的现象。如果有可能的话，指定 

一个即使是非正式的牵头协调机构，也有助于减少冗余，确保涵盖所 

有问题和地区并提供标准内容。理想情况下，中国人民银行或其他政 

府机构可以给作为牵头机构的非政府组织或协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 

持，由其担任协调人并全面把控所提供的培训项目：研究识别能力建 

设缺口、制定标准化材料、开展研究、掌握项目进展。然后，根据特 

定的需求再给予一些资金支持，从而充分调动其他不同机构的参与， 

但牵头机构要对整个能力建设项目进行全局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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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鼓励在开展培训、能力建设和其他绿色金融的共同目标 

方面开展协作和资源统筹。每家银行都需要绿色金融专业领域 

及培训方面的支持，监管机构可以鼓励其进行行业层面的协 

作，如就最佳实践、环境法规及共同关心的议题开展行业培 

训，从而有助于降低每家银行的能力建设成本。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激励：中国政府将环境指标纳入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而做出 

的努力有目共睹。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政府官员和银行业者， 

表明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政府还可以鼓励开展能力建设，制定统 

一的绿色金融报告标准，使监管机构能够准确跟踪和评估银行的 

表现。 

量化：俗话说得好，“无法量化的东西也就无法改进”。开发 

一套评估工具和报告标准，用于评估培训效果对绿色信贷水平 

的影响，从而量化能力建设的效果。 报告可以是政府官方要 

求，也可以由非政府组织牵头鼓励自愿开展。量化能力建设效 

果有助于获得更多的资金（公共或私营）投入和支持。 

标准化：在可能的情况下，制定和传播标准化的优质内容可以 

产生很大的乘数效应。就绿色金融而言，开发标准培训模块是 

明智之举。首先在宏观层面上借鉴国际经验，然后将中国的环 

境目标、挑战和主要政策纳入监管方案和架构，也可以突出行 

业最佳实践和通用风险评估管理工具。这可以构成政府培训的 

主体内容，并可根据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当然，银 

行将需要把银行内部政策和工具要求纳入其内部培训模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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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意识：另外一个挑战是，消费群体未向银行施加压力开展绿 

色金融业务。蚂蚁金服开发了具有独创性的工具，让消费者可以 

追踪到他们个体行为对中国绿色发展的推动作用。通过跟踪消费 

者在支付宝平台购物记录，蚂蚁金服根据其单笔购物产生的潜在 

影响对用户进行积分奖励，如购买火车票而不是汽车加油。目前 

有大约2亿人使用该应用程序，这一金融技术创新直接促成了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15万吨、新增树木种植100多万棵。从提倡循环利用 

到拼车出行，都体现出加强公众宣传对整体绿色发展至关重要。 

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公众意识、帮助消费群体了解银行活动对环境 

的影响，还可通过消费群体向银行施压促进其绿色金融的发展。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走出去：让中国官员出国考察已招致很多批评，但事实上这是推 

动改进的重要驱动力。或许受到严格审核的影响，出国考察的行 

程安排变得更加紧凑高效。政府官员由此能了解各种可持续发展 

举措、碳市场运行方式以及不同系统如何可靠运作，可激发创 

新、加强联系并促成真正的变化。在芝加哥沿湖畔的一次简单骑 

行活动促使一位北京官员修改了滨水区域的规划，不是沿河修建 

公路，而是呼吁制定一个更加绿色环保的新规划，其中包括为居 

民提供绿地、自行车道和公园；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与中 

国全国人大主任委员之间的一次会晤促使其建议简化中国的预算 

程序；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街道上步行的经历促使一位浙江官员 

考虑他所在的城市如何纳入更多的步行街道。眼见为实，几乎没 

有什么可以替代亲身体验所产生的影响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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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中国一直擅长学习国际经验，并将其与“中国特 

色”相结合。除了前面提到的可持续银行网络，联合国支持的责 

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也是 

一个致力于为中国量身打造绿色金融解决方案的团体。责任投资 

原则最近任命了一位驻北京的中国业务负责人，通过与中央财经 

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等机构合作，进而提高投资者能力、壮 

大绿色金融发展。有许多美国机构都大力支持中国的绿色金融工 

作，其中包括保尔森基金会、国际金融协会、美国证券业与金融 

市场协会。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支持下，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每年在华盛顿举行会议期间，这些机构组织召开绿色 

金融圆桌会议，推动全球对话。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呼吁切实开展 

能力建设并提供培训。欧洲各国政府、银行和金融协会也已经开 

始自身的培训工作。扩大和协调这方面的努力将影响深远。  

推动中国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绿色金融政策简报

实践推广：采用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对培训项目进行快速推 

广。其中一个基本原则是采用“培养培训师”方法，这对于中国 

新生的环境咨询业来说尤为重要。另外，提供在线培训平台是快 

速、大规模传播信息的高效绿色方式。最后，召开由政策制定者 

和市场从业者共同参加的高级别的主题研讨年度会议，也是有效 

的推广方式，如果在中央和地方层面都开展，其影响会更大。 

https://www.unpr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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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之一，中国已经成为通过 

制定和支持创新解决方案以实现宏伟气候目标的领导者。中国 

政府估计，要实现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宏大目标，五年内需要 

投入8000亿美元资金，而政府只能负担约15%。绿色金融是中国 

的当务之急。在政治意愿到位的情况下，重点是开展绿色金融 

的能力建设。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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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中国只要下定决心，就可以出色地执行。人们 

不需要四处寻找能力建设的成功典范来汲取灵感，中国党校开 

展的大规模培训便能确保从中央到基层的政府官员都学习掌握 

中国的政策要点。

    一如往常，政策议程的方向和决心一经确定，下一步就是 

在中央和地方层面开展能力建设。在政府支持和金融机构配合 

下，可以充分调动足够的知识和能力，促进中国绿色金融发展 

壮大，实现中国改善整体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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