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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金融，是以市场化手段促进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的一种综合化解决方案。绿色金融
体系，应该是政府、金融机构、社会
资本各尽其长，通过信贷、证券、基
金、债券、保险等金融新业态为绿色
产业发展持续注入资金，并引导其创
新发展的模式。政府可以通过贷款、
民间投资、发行债券等金融服务，撬
动社会资金流向环保、节能、清洁能
源、清洁交通等产业。

“尽管监管部门已要求限制对高污
染、高耗能产业的信贷支持，推出针对
节能环保产业的投融资支持措施。但想
要金融机构‘看得上’生态产业这样的

‘薄利’产业，还需要加把火。”中国社
科院教授李连仲认为，目前，我国节
能减排工作主要靠行政手段实现，社
会成本高，无法很好地调动企业及社
会各界力量参与的主动性。要让“绿
色金融”成为富矿，有几个环节很重
要：一是通过税收、补贴等渠道提高
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压低污染型
项 目 的 回 报 率 ， 提 高 企 业 的 投 资 预
期。二是强化企业的责任意识。通过
信息披露和法律等手段强化企业的社会
责任。三是强化消费者的绿色意识。消
费者愿意付高价买绿色产品，相当于绿
色产品获得了补贴。

引导企业“绿色”成长

“发展绿色金融的初衷在于，通过
金融资金流量和投向的调节，在经济行
为和环境行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河
北经贸大学绿色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小江
表示，从实践来看，绿色金融可以实现
资源配置、环境风险控制、对企业经济
行为引导三大功能。

在具体实践中，银行业金融机构
可以通过几个途径发力：一是直接融
资，如为减排项目公司上市提供承销
服务；二是绿色信贷，如果借款方不
愿意或不能够遵守“赤道原则”（由世
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

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
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
与社会风险的金融行业基准） 中所提
出的社会和环境政策，银行将拒绝为
其项目提供贷款；三是推出金融投资
产品，如环境指数基金。

越来越多的银行觉察到“绿色金
融”中蕴含的机遇。《经济日报》独家获
悉，截至 2014 年上半年，21 家主要银
行机构绿色信贷余额已达5.7万亿元。以
工行为例，截至2014年末，工行投向生
态保护、清洁能源、节能环保、资源循
环利用等绿色经济领域的贷款余额已达
6553亿元，较年初增长9.5%。

监管部门表示，我国绿色信贷项目
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循环
经济三大领域。截至2014年上半年，21
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所贷款项目预
计实现年节约标准煤 1.9 亿吨，节水 4.3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4.6亿吨、二氧化硫
537.8 万吨、氮氧化物 131.4 万吨、氨氮
31.1万吨，减少化学需氧量295.8万吨。

开拓“能效信贷”蓝海

1 月 19 日，中国银监会、国家发展
改革委在京联合发布 《能效信贷指引》，
从政策制度层面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开展
能效信贷业务，支持产业结构调整和企
业技术改造升级。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叶燕斐介绍，能效信贷，是指银行业金
融机构为支持用能单位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降低能源消耗而提供的信贷融资。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能效信贷主要
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能单位能效项
目信贷，即节能项目由用能单位直接投
资、运作，银行业金融机构向用能单位
提供信贷支持。第二种是合同能源管理
信贷，即由节能服务公司为用能单位设
计、投资和运作节能项目，用能单位以
节能效益支付的方式与节能服务公司分
享合理利润，银行业金融机构向节能服
务公司提供信贷支持。

“比如某节能公司要为当地一家化
工企业建造余热锅炉，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显著，但项目资金需要该节能公司
自筹，出现了资金缺口。”兴业银行有
关负责人介绍，这时银行通常会为节能
公司提供 3—5 年的中长期项目贷款，
并结合不同能效项目的具体情况采用相
应的担保模式。

根据 《能效信贷指引》，今后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重点服务领域将集中在工
业节能、建筑节能、交通运输节能三大
部分。其中，工业节能主要涉及电力、
煤炭、钢铁、纺织、食品加工等重点行
业；建筑节能主要涉及建筑集中供热、
供冷系统节能设备等；交通运输节能主
要涉及铁路、公路、水路、航空运输和
城市交通等行业。

此外，在绿色信贷能力建设方面，
监管层鼓励各家银行适当降低绿色信贷

的风险权重、采用灵活的经济资本调节
系数。

“举例来说，能效信贷风险权重就
可 以 适 当 差 别 化 ， 如 从 100% 调 整 为
80%。”叶燕斐说，此外，银行还可做
贷款专项规模，在年初将其列入全年的
信贷计划。在经济资本调节系数方面，
工行表示，该行已制定了涵盖 61 个行
业的绿色信贷政策，并按行业分类设置
了不同的经济资本调节系数，鼓励、引
导把信贷资源优先投向生态保护、清洁
能源、节能环保、循环经济等绿色经济
和能效节约领域。针对每一个具体行
业，工行还把企业的工艺、能耗、技
术、环保等关键指标设置为核心要素，
引导信贷资源流向更优秀的企业和优质
的项目，确保资金滴灌精准。

越来越多的银行觉察到“绿色金融”中蕴含的机遇——

融 金 助 绿 点 绿 成 金
本报记者 王 璐 郭子源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不

仅需要环境保护工作者运用法律、行政

等手段，还需要努力引入金融工具，通

过金融杠杆作用撬动更多资金进入环境

保护、生态修复领域。金融系统应加快

转型，让金融系统对环境更加友好，让

环境友好型的产业有利可图，“融金助

绿，点绿成金”。

生态金融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手

段。生态金融指金融活动中充分考虑对

生态环境的潜在影响，把与生态环境相

关的潜在成本、收益、风险、回报纳入

投融资决策中，通过对经济资源的引

导，促进经济、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

目前生态金融还是新生事物，很多

方面的工作尚未到位，但作为一种政府

与民意合力的大方向，生态金融是市场

可以预期的一种必然。生态金融可以发

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通过绿色信

贷、绿色担保、生态信托、环境保险、

排污权交易和生态补偿等多种金融工

具，发挥金融杠杆作用，提供与生态经

济发展相匹配的金融供给，积极发展生

态经济，提高生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另外，生态金融还是加快生态修

复、环境保护的必然选择。由于政府很

难满足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方面的人、

财、物投入需求，但生态环境保护关系

子孙万代，必须尽早、尽快、尽可能好

地实施，就必然要求发挥生态金融的资

源配置功能，创新投融资体制机制，实

施 PPP （Public-Private-Partnership， 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等模式，为资源环

境、生态建设等领域引入更多资本，将

最新、最先进的环境管理理念和生态治

理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中，不断提

升生态环境修复和治理的效率和水平。

就以 PPP 模式为例，中央和各级政

府在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中鼓励推行

PPP 模式后，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数量

由 2002 年的 537 座增加到 2012 年的 3340

座，污水处理率由 2002 年的 40.0%提高

到 2012 年的 87.3%；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由 2002 年 的 54.2% 提 高 到 2012 年 的

84.8%，大中型城市基本做到了污水垃圾

处理全覆盖。

从宏观层面来看，生态金融是推动

经济转型的重要方式。当前我国经济正

处于三期叠加的新常态，生态金融成为

经济的新亮点。大力发展生态金融产

业，将生态环保理念充分应用到金融领

域，引导企业从单纯寻求经济效益向环

境社会效益转变，从源头上治理资源浪

费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有助于推进产业

结构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建

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据银

监会统计，截至 2013 年年末中国主要银

行机构绿色信贷项目贷款余额 5.2 万亿

元，绿色信贷支持的项目预计每年可节

约标准煤 18671 万吨、节水 43807 万吨、

减排二氧化碳 47902万吨。

从金融机构自身来说，生态金融也

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最近

几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在服务领域、业

务结构等方面寻求转型，生态金融成为

金融机构的业务蓝海，不仅优化其资产

结构，而且还能防范化解可能出现的金

融风险，成为金融机构新的利润增长

点，也为其可持续发展创造了良好机会。

一些银行在开展生态金融业务方面

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如招商

银行积极开展排污权抵押贷款、节能收

益质押贷款、绿色设备卖方信贷等创新

产品。

当然，推动生态环境的治理和改

善，光靠金融是不够的，还需要综合利

用法律、行政、技术、标准等手段综合

实施。在这种预期之下，市场资金也会

相应地流入治污行业。

可以期待，在建设生态文明的东风

到来之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法规、政

策、标准出台，限制污染，鼓励可持续

发展。生态金融必须、必定大有可为，

发挥其对生产、生活和生态“三生共

赢”的核心资源配置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
中心研究员）

生态金融为何重要
曹明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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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的探索使兴业银行成为我国
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兴业银行 2005 年
成立能效融资专业团队，2009 年成立
可 持 续 金 融 中 心 ， 并 组 建 了 项 目 融
资、碳金融、市场研究、技术服务、
赤道原则审查五个专业团队，形成集
中产品创设、技术支持、资产管理、
营销组织、交易服务、业务合作六项
职能于一体的资产运营平台，并构建
了技术支持体系。

在绿色金融领域，兴业银行创新推
出了三类金融服务：第一类是节能减排
融资服务，第二类是排放权交易服务，
第三类是个人低碳金融服务。节能减排
融资服务方面，2012 年兴业银行创新
推出合同能源管理专项融资产品，将非
典型意义上的项目未来收益权确权成为
标准化的担保品，同时辅以现金流管控
措施，缓解了轻资产型的节能服务公司

融资担保难题。
排放权金融服务方面，兴业银行在

排放权交易领域创设了质押融资、平台
建设、交易服务和信息咨询类产品，以
及服务于排放权交易各环节的产品和模
式，分别针对国际碳交易、国内碳交易
试点、排污权交易试点等开发了专项产
品和服务。

个人低碳金融服务方面，兴业银行
首发中国低碳信用卡，将绿色金融从企
业项目领域延伸到个人消费领域，为个
人 客 户 实 现 “ 碳 中 和 ” 提 供 了 新 途
径。低碳信用卡吸引了越来越多热爱
环保的普通人参与到低碳行动中来，
为低碳事业引来了“活水源”。低碳
信用卡累计发卡超过 16.9 万张，累计
购买自愿碳减排量 40593 吨，相当于
中和了 29.2 万人乘坐飞机飞行 1000 公
里所产生的碳排放。 （王 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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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是白洪鲍的
“丰收年”：全国社会组织
行业领军人才、浙江省绿
色先锋⋯⋯荣誉一个接一
个落到他的头上。

1 月 22 日上午，《经济日报》记者走进浙江省温州
市鹿城区民政局大厅，正面墙上“温州市鹿城区社会组
织发展服务中心”和“温州市惠民社会组织发展服务中
心”字样十分醒目。“新年开始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刚调研回来的白洪鲍说。

今年 29 岁的白洪鲍是温州市绿色水网环保公益
中心的创始人。在一次鳌江流域系统调研中，水源地
小村庄里村民的一句“我们只希望能有一口可以喝的
水”，强烈震撼了他，从此确立了现在的“职业”。

白洪鲍认为，保护水环境，只开展监督还不够，要
从专业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2014 年，绿色水网的工
作重点在环境监督、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环境类行业
发展 3 个层面。他说，绿色水网已建立了一套从信息
收集到后期推进的行动机制，还成立了民间治水专家
团队。先后推进永嘉永乐河、乐清张家湾村的电镀企
业偷排等环境问题的解决。“我们先后开展了‘小鱼课
堂’、‘小鱼放流’等行动，共吸引 7 个城市 1 万多公众
参与，累计投放鱼苗 561 万条”。白洪鲍说起工作滔滔
不绝，“我们还通过‘江湖大会’联络浙江全省民间水环
境保护机构，建立了行业协作机制。”

白洪鲍环保事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温州的深化
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2013 年，温州市成为民政综
合改革试验区，政府出台“1+7”文件，解决社会组织登
记难、培育难、资金难等问题。2014 年温州市登记备
案社会组织达 2.84 万家，建成各级社会组织孵化服务
平台 986 家，承接政府职能 167 个，全市在 10 多个领
域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累计投入资金超 1 亿元。白洪鲍
的绿色水网“诞生”正赶上温州民政综合改革。“第一家
登记注册，没花一分钱。成长时期又赶上全省‘五水共
治’，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空间。”白洪鲍说，“我们就是
为了探索建立‘温州的水环境保护第三方行动体系’，
整合社会资源，对接政府政策，搭建桥梁，形成互补。”

2014 年，绿色水网开始从单一的环境机构向行业
发展转型，他们成立了温州市惠民社会组织发展服务
中心，并与鹿城区民政局合作建立鹿城区社会组织发
展服务中心并承接运营工作，开始了官办民营的探索。

“一个环保机构运营开展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
工作，空间很大，但我们没有经验，只能‘摸着石头过
河’。”白洪鲍说。如今，这个全国首家由政府委托第三
方社会组织承接运营的社会组织服务平台，已经实现
项目资源分享。比如举办的各种培训、沙龙都向全市
以及各个县（市、区）社会组织开放。2014 年 4 月 19
日，他们启动了首届公益节并举办大型公益展，吸引
19 个机构的 22 个项目加盟。还通过公益创投给 10 个
机构的 12 个公益项目提供了 40 多万项目资金支持。

“去年底，我们又建立了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并
投入到了实际运营中。”白洪鲍说。

白洪鲍坦言，民间治水依然困难重重，但温州志愿
者们没有退缩。今年，他尝试以温州为核心建立和全
国层面合作的供应链条，进行跨界和跨地域合作。同
时他也努力做体系的调研、政策解读等工作，以引领更
多社会组织行业整体发展。“人才是社会组织眼下最大
的需求。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社会组织能成为一个
对理想青年有很强吸引力的地方。”白洪鲍说。

白洪鲍：

探路“民间治水”
本报记者 张 玫

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

金融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通过“有扶有控”的资金导

向支持生态文明发展，建立

可持续的投入产出机制，是

确保绿色金融活水长流的

关键。

生态保护的行为主体趋

于公益，而金融的主体则趋

于逐利。要让这两种相悖的

价值理念紧密融合，生态金

融的前景才能越来越宽阔。

白洪鲍在课堂上为孩子们讲解与水有关的环保

知识。 本报记者 张 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