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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政策的国际对比与启示 

王耀华 

台州学院商学院  浙江台州 

【摘要】我国绿色金融市场已经呈现欣欣向荣之势，但是我国相关政策仍然存在不足。本文通过梳理

我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脉络，总结我国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现状，对比国外绿色金融政策实践及经验，

从健全监管协调制度，建立认证机制，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和加快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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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ina's green financial market has shown a thriving trend,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the relevant policies. This paper combs the development context of China's green financial policy system,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analysis the experience of typical foreign countries. Then,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erfecting the supervision and coordination system, establishing the certification 
mechanism, perfecting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and accelerating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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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已经刻不容缓，作为世

界碳排放量第一大国，中国政府积极承担自身责任，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碳达峰、碳中和”目

标再次被提及。“双碳”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绿色金

融的支持。一直以来中国监管部门不断颁布或者完

善相关政策和规章，为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引导，

有效帮助企业解决发展面临的难题。 
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状况 
1.1 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脉络 
我国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开始尝试以“经济杠

杆”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并颁布了相关生态环境财

税政策，由此形成了绿色金融政策发展的雏形。近

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政府对生态环境的

不断重视，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在逐步建立，中

国绿色金融市场也在不断走向成熟。如表 1 所示，

其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1.2 绿色金融政策的实践状况 
十九大以来中国逐步确立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在经过较长一段快速发展阶段后，已初步形成

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体系和市场环境。本文将

从市场规模、制度创新、国际合作三方面进行分析。 
（1）市场规模较大。我国绿色信贷规模位居世

界第一，截止 2021 年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本外币

绿色贷款余额高达 15.9 万亿元。且资产质量较高，

多年保持低于 0.73%的不良率[1]。我国绿色债券发行

量也一直居于世界前列，自 2016 年以来，我国每年

发行绿色债券规模均在 2000 亿元以上。2020 年发

行规模超过 2200 亿元，在全球发行规模中的比重接

近 13%。去年，绿色债券市场共发行 652 只绿色债

券，发行量同比增幅达到 123.29%[2]。 
（2）制度创新加快。比如，2018 年 11 月，中

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正式发布《绿色投资指引（试

行）》，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绿色投资行为。绿色

金融信息披露也得到了推进，同年 9 月，中国证监

会发布修订后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此准则对

上市公司在环保、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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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并搭建了上市公司进行环境、社会责任和公

司治理（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 
（3）国际合作加深。中国银保监会担任可持续

银行网络（SBN）的常任主席，SBN 是一个有 37
个新兴市场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和银行业协会参与的

国际平台[3]，其成员国现拥有 42.6 万亿美元银行资

产，在整个新兴市场银行资产中占比超过 85%。2018
年 11 月，中国环保部和联合国环境部署共同启动组

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80 多家机构确

定成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合作伙伴。

同年，中国倡导成立的首个亚洲版绿色金融合作平

台—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成立，

其宗旨是“推动区域绿色金融的持续、健康发展”。 
2 国内外绿色金融政策比较 
西方发达国家由于工业化开始较早，面临化石

能源消耗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较早，所以也比中国先

一步探索与发展了绿色金融。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

里，以美国、欧盟、德国和日本等为代表的西方国

家在绿色金融政策和实践等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的经

验，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表 1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发展的四个阶段 

阶段 主要政策（部分） 特点 

（1）1981 年

-1984 年 

《关于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1981 年） 政府主导、经济调节、恢复环境的较

为单一的政策体系 《关于环境保护资金渠道的规定的通知》（1984 年） 

（2）1995 年

-2011 年 

《关于运用信贷政策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通知》（1995 年） 
多种绿色金融产品得到一定发展，整

体而言，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已由单一

模式走向多元治理模式 

《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2007 年） 

《中国绿色信贷发展报告》（2010 年） 

《关于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工作的通知》（2011 年） 

（3）2012 年

-2015 年 

《绿色信贷指引》（2012 年） 绿色金融的积极作用得到了中央层

面的更多关注，我国 
开始了全面探索绿色金融监管的经

验之路 

《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2013 年） 

《绿色债券发行指引》（2015 年） 

（4）2016 年-至
今 

G20 绿色金融综合报告》（2016 年） 
注重统筹国内绿色金融发展与国际

绿色金融合作两大层面，深化绿色金

融政策在绿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注

重绿色金融政策与国际标准的衔接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方案（发电行业）》（2017 年）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2021 年）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2022 年） 

表 2 美国、欧盟、英国和日本绿色金融政策列举 

 美国 欧盟 英国 日本 

特点 
注重污染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

依靠大银行实施绿色金融政策 

发展历史较为悠久，绿

色金融顶层设计比较完

善和成熟 

低碳发展先驱者，金融

机构发挥重要力量 
政策支持较全面，灵活引导

金融机构参与绿色金融发展 

部分政策 

1.《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 
2.指导方针 
3.赤道原则 

4.IFC 环境和社会风险标准 

1.赤道原则 
2.《可持续发展融资行

动计划》 
3.《欧洲绿色协议》 

1.《气候变化法案》 
2.《贷款担保计划》 

3. 赤道原则 
4.绿色融资框架 

1.《环境报告书指导方针》 
2.《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 

3.《绿色增长战略》 
4.赤道原则 

 
2.1 美国 
美国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走的是先污染后

治理的发展路子。面对环境污染问题，美国国会在

1980 年通过了《综合环境响应补偿及责任法》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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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建立了数额庞大的环保超级基金，明确了绿色

经济发展的实施准则。此后，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

政府陆续开始建立其各自的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并

建立了专门的绿色金融组织——全国性的环境金融

中心、环境顾问委员会以及环境金融中心网络，以

推进绿色金融法律和政策的执行，助力绿色金融的

发展。美国实施绿色金融政策主要是其大型银行。

比如美国进出口银行在国际上是较早树立融资环境

保护意识的银行，1995 年 2 月 1 日颁布的《环境程

序和指导方针》就是由其专门制定[4]。 
2.2 欧盟 
欧盟作为绿色金融发展历程中不可忽视的参与

者与先行者，政策体系比较完善成熟。2018 年发布

的《可持续发展融资行动计划》是欧盟可持续发展

的指导性文件，对将采取的可持续金融活动、实施

计划和时间表都进行详细规定。2019 年公布的《欧

洲绿色协议》则为纲领性文件，提出在 2050 年实现

欧洲成为首个实现“碳中和”的地区，并对欧盟国

家可持续转型的政策方向给出了相应的建议。欧盟

内部的国家也有各自的政策与措施，比如丹麦、瑞

典、荷兰以及挪威等国家在 2000 年之前就强制要

求企业披露环境成本信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建立了针对中小企业节能环保的专项基

金，比如“KFW 环保贷款项目”。 
2.3 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工业化最早的国家，也是最早推

行低碳发展的国家之一。2008 年出台的《气候变化

法案》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规定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的法案。次年颁布的《贷款担保计划》则明确了针

对英国中小企业融资补贴和担保机制，一定程度上

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投向绿色产业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两者都进一步强化了英国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

2012 年，英国绿色投资银行获批运行，以市场化手

段吸引社会资本投入，促进英国的绿色经济转型。

2021 年 6 月，英国财政部和英国债务管理办公室 
（DMO） 发布了英国政府绿色融资框架，该框架

中规定了如何识别、甄选、验证和报告绿色项目，

并通过发行绿色国债为再生能源、碳捕捉或存储、

污染防治等项目融资。 
2.4 日本 
日本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注重环境公害问题，

陆续发布了《公害对策基本法》等多项法案。在此

后的几十年里，日本绿色经济体系得到不断发展。

日本利用行政等手段，将能源、环境相关的投资和

贷款总量提高，引导资金流向环保事业。除此之外，

开展环境评级融资和社会责任投资，为低碳企业提

供融资便利。日本环境省于 2003 年发布《环境报

告书指导方针》，为日本上市公司发布环境成本会

计指标和环境信息提供指导。2009 年，日本公布了

《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政策草案，通过实行温室

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和增收环境税等措施，进一步发

展“绿色经济”。日本经济产业省于去年发布了《绿

色增长战略》，提出了 2050 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并对海上风电等 14 个产业提出了详细的发展目标

和重点任务。 
3 对中国的启示与政策建议 
总结以上绿色金融发展较为成熟国家的经验可

以发现，他们普遍在采取国际标准如“赤道银行”

的基础上再进行调整，制订一系列顺应本国国情的

绿色金融实施方针和政策，同时注重借助金融机构

实施相关政策，让市场发挥作用。中国仍在探索发

展绿色金融的路途中，相关政策体系有待完善。参

考国际经验，我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3.1 健全绿色金融监管协调制度 
由于绿色金融所涉领域较为广泛，所以绿色金

融监管主体也较为多元化。然而有研究提出，虽然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了绿色金融监管协调制度，但

是监管各方在博弈过程中容易存在“搭便车”现象，

绿色金融监管协调制度的运行效率较为低下[5]。以

英国为例，英国现行的是“双峰”监管模式，英格

兰银行负责统筹监管，下设的审慎监管局（PRA）

和单独设立的金融行为局（FCA）则负责微观审慎

监管。我国可参照国际经验，以央行为中心，在央

行的统筹管理下，明确相关部门各自的监管职责与

地位，分工协作，共同提高监管效率。 
3.2 建立绿色金融认证机制 
当前我国仍未建立起健全的绿色金融认证机

制，绿色金融认证率也较低。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

织（CBI）研究数据，中国 2017 年，发行的绿色债

券中，未经第三方认证的绿色企业债高达 55.26%[5]。

我国可以在保持与国际标准一致的基础上，比如国

际资本协会推出的《绿色债券原则》（GBP）和《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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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债券倡议》，参考国际经验，同时结合本国实际，

建立起一个严谨、包容、公正、公开的绿色认证体

系。 
3.3 完善信息披露机制 
环境信息披露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发展而言十分

重要。世界范围内大部分交易所都明确要求上市公

司披露环境信息，而中国对于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

强制性仍有待提高。人行、原环保部以及证监会的

多个相关规章文件都提及信息披露（如《绿色信贷

指引》），但普遍不具有强制约束力，只有一定的

指导意义[5]。今后应确立以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为

主以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为辅的制度，分别来规范

对环境有较大影响和较小影响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行为。同时，应建立合适的惩戒机制，运用传统直

接监管工具，比如许可证、警告、罚款等方式进行

管理。 
3.4 加快绿色金融产品创新 
在现阶段，我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绿色信贷、绿

色债券、绿色保险、碳金融产品等金融工具。但是

还较为缺少针对某个行业或者产业的创新产品，以

满足企业在低碳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多元化资金需

求。英国、日本等国家在金融产品创新方面已经取

得一定成果，比如英国巴克莱银行推出碳中和借记

卡和日本政策银行推出的环境评级贴息贷款业务。

我国相关部门及金融机构应结合本国国情开发出合

适的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在推广的同时及时收集反

馈，并进行持续的改进与完善。通过增加绿色金融

产品种类与增强其实用性的方式吸引资本投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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