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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趨勢 –全球

• 近年來，國際上興起了“綠色金融”概念，
期望通過對金融體系的重塑來推動綠色和
包容性經濟的發展

• 綠色金融已成功列入 G20 議題，這將有
助於動員更多資金進行綠色投資，提升全
球經濟增長潛力

• 根據氣候債券倡議組織的估計，2021年可
持續及綠色債券將突破3,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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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 全球經濟放緩促進企業債券發
行需求，截至2020年8月全球
可持續及綠色債券總發行額仍
保持高速增長趨勢。其中2020
年7月當月的發行量創歷史新
高

778

1138
1354

2575 2228

3500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E

可持續及綠色債券發行額持續上升

➢ 疫情下，市場對可持續發展的
意識不斷提高，越來越多傳統
基金在投資過程中納入ESG方
面的考慮

➢ 可持續及綠色投資基金AUM規
模於過去5年急速增長，2020
年8月份總規模更突破1萬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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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晨星公司

➢ 全球可持續及綠色信貸規模穩步
增長

➢ 相信在疫後重振的過程中，可持
續及綠色信貸受惠於全球可持續
經濟帶來的新動能及機遇，將加
速發展

可持續及綠色信貸規模持續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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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Loan Connection

綠色金融趨勢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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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3 月
全國人大
《十三五規劃綱要》
建立綠色金融體系，
發展綠色信貸、綠色
債券，建立綠色發展
基金”

2016年 8 月
人行等七部委
《關于構建綠色金融
體系的指導意見》爲
綠色金融的發展給出
了頂層設計，使綠色
金融進一步上升至國
家戰略

2017年6月
國務院
五省八市綠色金融改
革創新試驗區落地

2018年7月
人行
《關于開展銀行業存
款類金融機構綠色信
貸業績評價的通知》

2020年1月
銀保監會
《關於推動銀行業和
保險業高質量發展的
指導意見》，第（十
三）條提出要大力發
展綠色金融

2020年9月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聯合國氣候峰會提
出中國努力爭取在
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
和的目標

綠色金融趨勢 –中國

中國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多部委出臺了一系列的政策指引，已逐步構建起中國內地的綠色金融體系。今年
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氣候峰會提出中國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排放達峰，並努力爭取在2060年之
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是迄今為止各國做出的最大減少全球變暖預期的氣候承諾，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帶
來新風潮。預計未來將會有大量行業政策以及金融政策出台，大力支持低碳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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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國債券市場共發行各類債券45.3萬億元，其中綠色債券發行總量達3862億元人民幣，佔債
券市場的0.85%。而2019年中國21間主要銀行上半年綠色信貸餘額10.6萬億元，較2018年下半季增
長28%。由此可見，中國在綠色債券市場發展蓬勃，產品亦越來越普及。

綠色金融趨勢 –中國

2016-2019中國綠色債券發行情況 中國21間主要銀行綠色信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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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首次發行綠
色債券

2018年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成立

香港品質保證局綠色金
融認證計劃

2019年
香港金融管理局：發展
綠色和可持續銀行，目
標成為綠色金融中心

2020年5月
香港交易所宣布成立
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

2020年5月
香港金管局及證監會
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
成立綠色及可持續金
融督導小組

2020年11月
香港金管局與國際金
融公司（IFC）成立
「綠色商業銀行聯盟」

2020年11月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
報告宣布爭取於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綠色金融趨勢 –香港

今年5月，金管局和證監會與其他政府部門共同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成員包括環境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香港交易所、保險業監管局及強積金計劃管理局。督導小組旨在協調金融業針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措施應對，加快香港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

今年11月，國際金融公司（IFC）與香港金管局簽訂一項新的合作夥伴協議，標誌著金管局成為首個與IFC合力推動「綠色商業
銀行聯盟」的夥伴機構，將會在未來五年匯聚亞洲區域內金融機構、銀行業界協會、研究機構及創新技術提供者等，共同發展、
建立及提升綠色金融能力，並推動氣候相關投資，支持金融機構建立其特色化綠色轉型路徑，提升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及專業服
務能力，為將綠色金融納入金融機構核心業務提供實際支持。

剛於12月17日，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發佈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策略計畫，以及五個主要行動綱領，短期內落實行
動綱領範疇包括加強氣候相關資料披露、制定共通綠色分類目錄、統一的可持續彙報準則、鼓勵以氣候為重點的情境分析、建
立統籌及跨界別的平台及資源庫。

2020年12月
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跨
機構督導小組推出策
略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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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可持續發展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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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續發展是中銀香港的長期戰略，
中銀香港一直將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三大要素與集團整體發展戰略
高度融合，於2019年建立了中銀香
港自上而下的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
並全力配合金管局、港交所的監管步
伐應對氣候及環境風險，積極推動綠
色金融業務發展

• 推出綠色債券、綠色貸款及綠色投資
等產品，並將通過探索與創新、持續
提供更多樣化的可持續金融產品，滿
足客戶需求，為社會產生正面影響



• 積極協助客戶發行綠色債券，擔當綠色顧問

• 綠色及可持續發展貸款餘額大幅增長

• 率先推出「五項金融服務支援措施」

• 全力支持「百分百擔保特惠貸款」，市場份額
約1/3

• 積極落實「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計劃

• 制定綠色及可持續發展方案

• 成立董事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nvironmental

overnance

E

ocialS

G

中銀香港可持續發展戰略
ESG管治架構，推動綠色可持續發展

上述從2019年(全年)及2020年(半年)業績公布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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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綠色金融落實措施

積極落實國家「一帶一路」倡議

跟隨中資企業的「走出去」步伐，
與企業在綠色環保方面共同攜手，
推動綠色能源、綠色建築、綠色
運輸、等優勢產業及工程技術服
務發展。去年，我行為一家中資
企業的緬甸項目貸款獲得香港品
質保證局的綠色認證，支持實踐
東南亞區域的可持續發展。

大力發展大灣區業務

把握粵港澳大灣區與內地互通
的機遇，將利用集團的跨境優
勢，加上以往深度參與“深
港通”、“債券通”等金融市
場互聯互通機制的經驗，以及
作為離岸人民幣清算行的背景，
目標發展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
的先導者，為大灣區的低碳轉
型提供跨境金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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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中介人的角色

配合客戶可持續發展核心戰
略，協助為客戶實現綠色轉
型，亦會主動重點評估客戶
在不同行業的轉型風險，作
出適當的分析及建議並擔當
綠色顧問，成功為內地領先
環保綜合型企業、電力行業
企業龍頭等安排綠色貸款。



綠色債
劵承銷

綠色
貸款

綠色
存款

• 為客戶擔任聯席全球協調人及
聯席綠色顧問，並於2019年5
月參與國家開發投資集團首筆
綠色債券項目

• 對綠色債券市場具有積極影響
與示範效應，也引起了國際投
資人的廣泛關注。

• 市場首個經認證綠色存款產品
• 首輪存款以「綠色建築」、
「可再生能源」、「污染防治」
三個主題分期推出

• 提供港幣、美元、人民幣存款

• 推出各項綠色貸款產品，
其中綠色貸款及可持續關
聯貸款最受歡迎

• 產品涵蓋多個行業，包括
地產商、電訊商、環保工
業等

• 積極幫助中小企發展綠色金
融，並參與香港品質保證局
的中小企線上認證計劃

• 剛於12月推出線上「評定
易」綠色認證計劃，成功為
首家合作銀行並已實現了首
筆認證

中銀香港綠色金融產品

中小企
線上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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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一 : 餐飲業

借款企業經營連鎖扒房餐廳，分店分
佈於港九各區。餐廳營業時間一般較
長，耗電量大。企業擬開設新分店

綠色貸款用途：用作餐廳分店的裝
修，安裝節能電燈及冷氣系統，既
可提高能源效益及減少用電量，又
可減低營運成本，為環保出一分力。
綠色貸款年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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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清潔及環保回收業

借款企業提供專業服務包括環境清潔、
綜合滅蟲管理、園藝工程以及廢物回
收和循環再造等等

綠色貸款項用途：用於玻璃樽回收加
工項目，提高環保回收效能，並加強
全民回收的推動力。玻璃是一種惰性
物料，它不會自然分解，隨意丟棄玻
璃樽會耗用日益減少的堆填區空間，
亦會浪費珍貴的資源。借款企業為香
港區及新界區指定的玻璃管理承辦商，
積極推動及鼓勵玻璃樽乾淨回收，負
責為市民及工商機構提供玻璃樽回收
及處理服務。綠色貸款年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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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製造業

綠色貸款項用途：用於建設環保無溶劑皮
革生產線，提供環境友善材料，減少對環
境的污染。相關產品具無污染排放，可生
物降解、阻污阻燃及對環境人類均無害的
新型材料，廣泛應用於汽車動車內皮革、
家俬、室內裝修等。綠色貸款年期5年

借款企業主要製造新型高分子聚合材料(人
造皮革)，透過高新科技進行研發、推廣、
生產、應用、銷售相關產品，包括特種纖
維、無溶劑、水性人造革、合成革及其製
品，人造革合成革所需的原材料，紡織品
後整理加工面料及其製品，工程用特種紡
織品生產及高檔織物面料後整理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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