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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许多大型机构投资者明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然
而，就环境标准而言，投资者目前拥有的工具太少，不足以
确保他们的投资，尤其是债务投资，能带来显著的环境效
益。市场需要独立的、以科学为导向的指导方针来确定哪
些资产和活动有助于低碳经济的快速转型。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识别了实现低碳和气候适应性经济所
需的资产和项目，符合“巴黎协议”所设定的全球变暖2℃
目标。该分类法基于最新的气候科学，包括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 (IPCC) 和国际能源署 (IEA) 的研究，集合来
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技术专家的经验。任何组织和机构都
可以用此分类法来识别与2摄氏度目标兼容的资产、活动
及相关金融工具。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法于2013年首次发布，并根据最新的气
候科学和技术进展以及气候债券标准行业标准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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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使用说明

红绿灯系统是用来指示已识别的资产和项目是否与摄氏度的脱碳轨迹兼
容。绿色代表自动兼容；橙色代表可能兼容，并取决于其是否满足更具体的
标准；红色代表不兼容；灰色代表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确定适合此特定资产
的兼容性和颜色标识。  

该分类法是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筛选债券，并确定投资的资产或项目是否符
合气候债券标准认证资格的基础。如果（子）行业已通过详细分析并制定了
具体的资格标准，则该行业的债券可以进行认证，并通过蓝色的“气候债券
认证标识”来表示；如果该行业的认证标准仍在制定中，则使用黄色标识来
表示，在这种情况下，该（子）行业的债券不能通过气候债券标准进行认证。 标准仍在制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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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电力和热力生产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太阳能 产能设施 
(电力和供热)

光伏发电设施 (陆上) 支持发电设施的非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部分不得超过15%

聚光太阳能发电设施 (陆上)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陆上太阳能开发的生产
设施，如光伏电池和组件、聚光
太阳能发电聚光器、聚光槽和
其他部件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包括变频
器、变压器、储能系统和控制
系统

风能 产能设施 
(电力和供
热)

陆上风力发电场 支持发电设施的非可再生能
源发电量部分不得超过15%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陆上风能开发的生产设
备，如风力涡轮机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

地热能 产能设施 
(电力和供
热)

发电设施 直接碳排放量低于100克二
氧化碳/千瓦时 (100gCO2/
kWh)

直接热能应用，如地热热泵
(GHP)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地热能源开发的生产设
备，如地热涡轮机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能源

能源续见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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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电力和热力生产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生物质能 生产生物燃
料、生物质、
沼气的设施，
包括燃料准
备、预处理和
生物炼制 (超
过50%的生
物质产品用
于能源使用)
设施

生产用于供热和热电联产的液
体生物燃料、固体和气体生物
质的设施

(i) 与化石燃料基准相比，温
室气体排放减少80%

并且

(ii) 生物燃料必须来源于环
境可持续的原料 （唯一被认
可的木材原料是废木材）

生产用于发电的液体生物燃料、
固体和气体生物质的设施

生产用于交通运输的生物燃料
的设施

产能设施 
(电力、供热
和制冷)

发电设施，如生物质能发电站 (i) 发电的碳排放量必须低于
100克二氧化碳/千瓦时 
(100gCO2/kWh)

并且

(ii) 生物燃料必须来源于环
境可持续的原料 （唯一被认
可的木材原料是废木材）

供暖设施 (i) 生物质或生物燃料的碳
排放必须比化石燃料基准低
80%，同时能源效率必须至
少达到80%

并且

(ii) 生物燃料必须来源于可
持续的原料 （唯一被认可的
木材原料是废木材）

制冷设施

热电联产设施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生物质能开发的生产
设施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生物燃料混合设施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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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电力和热力生产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水力发电 产能设施 径流式 功率密度> 5瓦/平方米 (5W/
m2)；或者发电排放量少于
100克二氧化碳当量/千瓦时 
(100gCO2e/kWh)

并且

必须根据公认的最佳实践
准则，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
行评估，并纳入应对风险的
措施

仅用于抽水蓄能：使用非碳
密集型能源, 或者支持具有
至少20%间歇性可再生能源
的电网

蓄水式

抽水蓄能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水电开发的制造设施，例
如水力涡轮机和组件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

海洋可再生
能源
MARINE  
RENEWA-
BLES

产能设施 
(电力、供热
和制冷)

海上风电场 备用化石燃料能源只能用于
系统断电时的重启功能和监
控、运行或恢复措施

离岸太阳能发电厂

潮汐能和波浪能发电设施

其他利用海洋热能、盐度、坡度
等海洋资源的发电设施

使用海洋热能的海洋供热或制
冷设施

与化石燃料相比，克二氧化
碳当量/千瓦时 (100gCO2e/
kWh) 必须减少80%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海上可再生能源开发的
生产设施，如风力涡轮机和平
台、垂直和水平轴涡轮机和流入
式发电机等

专用存储、配送、安装、批发和
零售

基础设施 专用传输基础设施

专用配套设施，如输电终端和
变压器、电网连接、用于配套容
器的专用设施、设备存储和陆
上组件

能源续见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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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电力和热力生产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化石燃料 发电设施 无碳捕集和封存 (CCS) 的煤或
石油能源

有碳捕集和封存 (CCS) 的煤或
石油能源 

碳捕集和封存设施必须捕集
100%的温室气体排放

煤或石油动力热电联产 (CHP)

煤炭和燃油发电的废热回收

无碳捕集和封存 (CCS) 的燃气
发电

有碳捕集和封存 (CCS) 的燃气
发电

燃气热电联产 (CHP)

天然气发电的废热回收

矿石开采和
能源提取

采煤或采油、精炼、加工或生产
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基础设施

天然气开采、精炼、加工或生产
以及相关的供应链基础设施

核能 发电设施 核电站

专用配套基础设施

采矿设施 铀矿开采

其他 产能设施  
(热能)

土壤源热泵或空气源热泵

先进可替代
燃料发电厂

可替代燃料发电厂

配套基础设施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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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传输、分配和储能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传输和分配 基础设施 地面输电和配电线路的升级
改造

对纳入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
率系统和负载均衡来说是
必须的
 

掩埋原本暴露在气候风险下的
输电线路

分站、建筑物、围墙和母线的施
工或升级

配电资产 保险丝、断路器、断接器、反应
器、电容器、变压器、电压调节
器和开关装置

为减少可再生能源在电网中
的损耗需要建设或升级传输
和分配基础设施

信息通信技
术/智能电网
应用程序

控制系统、计算机、自动化、传
感器、智能电表、信息通信技
术平台和专门用于智能系统
的技术

储能 储能资产 电池、电容器、压缩空气储存
和飞轮

与化石燃料选择相比，通过
实现可再生能源的连接、减
少可再生能源的损耗或在充
电/储存期间促进较低碳源
的发电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设施 大型储能设施

用于上述任何一种的制造设备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能源



 7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交通

交通
客运、货运以及配套基础设施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私人交通 车辆 电动客运和货运车辆

氢燃料客运和货运车辆

其他客运车辆，例如混合动力
车辆

基于国际能源机构移动交通
模型数据，车辆符合通用的克
二氧化碳/乘客每公里阈值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合格车辆和其关键部件   (
如电池) 的制造设施

基础设施 专用的充电和替代燃料基础设
施（区别于化石燃料加油站和
车库）

新建道路、公路桥梁、道路改造、
停车设施和化石燃料加油站等

公共客运交通 火车 电气化公共交通工具，如电气化
铁路、电车、无轨电车和缆车等

化石燃料或混合动力汽车或机
车车辆

客运系统符合通用的克二氧
化碳/乘客每公里的阈值

生物燃料汽车

公共汽车 无直接碳排放的巴士 (电力或氢
动力）

化石燃料或混合动力汽车 客运系统符合通用的克二氧
化碳/乘客每公里的阈值

生物燃料汽车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合格车辆、公共汽车和其
他关键部件 (如电池) 的制造设施

基础设施 电气化公共交通专用基础设施

化石燃料或混合动力汽车或机车
车辆的专用产品或配套基础设施

如果支持的交通模式符合上
述条件之一，则符合条件

专用的充电和替代燃料基础设
施（区别于化石燃料加油站和
车库）

乘用车和
商用车

生物燃料汽车

交通续见第 8 页 ………>



 8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交通

交通
客运、货运以及配套基础设施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基础设施 公共步行和自行车基础设施和自
行车计划

快速公交系统

货运公路 货车和卡车 无直接排放的车辆（电力或氢
动力）

其他类型的货车和卡车
如：生物燃料和混合动力卡车

货运铁路 火车 电气化货运铁路车辆 化石燃料货物不得超过运输
货物总量的25% (吨/公里) 

非电气化货运铁路车辆 (i) 化石燃料货物不得超过运
输货物的25% (吨/公里) 

(ii) 运输符合通用的克二氧化
碳/吨货物每公里阈值

基础设施 电气化货运铁路的所有基础设施

非电气化货运铁路的所有基础
设施

如果相关铁路符合条件，基
础设施则为合格

跨领域资产 提高资产利用率、流量和模式转
变的信息通讯技术， 交通方式
的选择不限 (公共交通信息、汽
车共享计划、智能卡和道路收费
系统等) 

必须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以乘客每公里或吨每公里
为单位) 

联运货运设施

改善行程时间的航站楼

智能货运物流

多式联运物流枢纽

交通和城市发展规划的整合

航空 飞机 客机 使用低碳燃料 (例如太阳能、
电力和高百分比的生物燃料) 
来大幅减少以克二氧化碳当
量/吨每公里或以克二氧化
碳当量/乘客每公里为单位
的碳排放

货机

基础设施 专用制造

配套基础设施

配套建筑 详见建筑 (第11页) 

交通续见第 9 页 ………>



 9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交通

交通
客运、货运以及配套基础设施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水运 船舶 货船 使用低碳燃料 (例如氢气、
氨、电力和高百分比的生物
燃料) 以大幅减少以克二氧
化碳当量/吨每公里为单位
的碳排放

客船，如游船或渡船 使用低碳燃料 (例如氢气、
氨、电力和高百分比的生物
燃料) 以大幅减少以克二氧
化碳当量/乘客每公里为单位
的碳排放

油轮或其他只运输煤或石油的
船只

基础设施 配套基础设施，例如港口或装
备制造

杂项车辆 车辆 零直接排放各类车辆，
例如废物收集车辆或建筑车辆

供应链设施 专用于合格车辆和其他关键部件
（如电池）

基础设施 专用的充电和替代燃料基础设
施 （区别于化石燃料加油站和
车库）



 10气候债券分类方案：水资源

水资源
供应管理和废水处理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水利基础设施 水资源监测 智能网络、风暴、干旱、洪水或
水坝故障预警系统、水源质量
或数量监测过程

储水 雨水收集系统、雨水管理系统、
配水系统、渗透池、蓄水层储
存、地下水补给系统、下水道系
统、水泵和沙坝

预计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净排
放量，发行方将使用相关文件
来支持披露相关决定

或者

预计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负
值，并且发行方已经估计并传
达了该项目或资产在生命周
期内的温室气体减少量

水处理 饮用水处理、水回收系统、污
水处理设施、肥料和泥浆处理
设施、生态保留系统、水流减
缓机制

配水 雨水收集系统、重力排水系统、
抽水管或配水系统、梯田系统、
滴灌、洪水和枢纽灌溉系统

水脱盐 海水淡化厂和微咸水淡化厂 在设备的剩余生命周期中，用
于为工厂供电的能源平均碳
强度必须等于或低于100克
二氧化碳/千瓦时 (100gCO2/
kWh) 

防洪 防波堤、泵站、堤坝和闸门

基于自然的
基础设施

水生生态系统蓄水、蓄水层储
存、积雪径流、地下水补给系统
和河岸湿地

预计不会产生温室气体净排
放量，发行方将使用相关文件
来支持披露相关决定

或者

预计温室气体净排放量为负
值，并且发行方已经估计并披
露了该项目或资产在生命周
期内的温室气体减少量

原生态保留、河岸湿地恢复和
资产迁移等防洪措施

蓄水层储存、补给区管理和湿
地管理等抗旱措施 

采用自然过滤系统的水处理，
林火管理

通过可渗透表面进行的雨
水管理、侵蚀控制系
统、蒸发蒸腾系统

产品 节水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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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
商业、住宅及能效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建筑 商业建筑 包括办公室、酒店、零售建筑
公共建筑、教育建筑和医疗
建筑等

碳排放表现处于本地市场排放
水平的前15％ 

或者

通过升级或改造来显著减
少每平方米的二氧化碳（克） 
(gCO2/m2)  

住宅建筑 私人住宅

多户住宅

其他建筑
类型

数据中心 详见信息通信技术 (第16页)

符合交通条件的车站以及相
关建筑  

详见交通 (第7页) 

工业建筑 详见工业 (第14页)

用于建筑能效的
产品和系统

能源效率 专用于制造节能组件的设施 详见工业 (第14页)

低碳建筑
材料

低碳和其他建筑材料，比如水
泥和混凝土的替代材料

城市发展

建筑环境 城市和半城
市地区

例如社区范围的工程，以及街
道照明等升级和翻新

建筑环境或特定的方案必须
显著降低其单位排放强度 (克
二氧化碳/平方米) (gCO2/m2) 

城市规划 基础设施 住宅及商业用途的地区供热 主要由可再生能源供应

电缆或管道的公共设施隧道的
建造、维护或者升级

资源和能源效率的显著提高

其他 针对缓解气候变化的城市政策
和法规，例如建立无车地区

城市整体排放量显著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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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和海洋资源
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海产品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农业 (包括混合
用途生产系统)

农业生产

 

农业用地，包括用于种植农作
物，农林业和林牧系统的土地，
以及用于饲养牲畜的土地

能体现显著的固碳、碳减排或
者与低碳农业目标的兼容性

畜牧

泥炭地农业生产

基础设施 用来管理和培育合格土地或者
牲畜的机器和设备

遵守以上条件的农业生产即
为合格 

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其
他技术

滴灌淹灌和枢纽灌溉系统 详见水资源 (第10页)

商业林地 森林和木材
生产

种植园和天然林 未转变土地原始用途并且森
林的健康管理得当

泥炭地木材生产

基础设施 用来管理和培育合格林地的机
器和设备    

遵守以上条件的林业和木材
生产即为合格

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其
他技术

纸浆和纸 结合高效制浆工艺、生物精炼
厂以及回收利用的生产设施

自然生态系统保
护和恢复

土地 土地整治和清理 栖息地位于合适的位置，并且
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

自然生态系统土地 (经管理与
未经管理)

基础设施 用来管理符合条件的生态系统
的机器和设备

遵守以上条件的有关土地即
为合格

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其
他技术

土地使用续见第 1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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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和海洋资源
农业、畜牧业、水产养殖业和海产品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渔业和水产养殖 渔业 野生渔业和养殖鱼类 必须持有可持续管理证书

基础设施 用于渔业、渔场管理和捕捞的
机器和设备 (如渔船)

遵守以上条件的渔业或水产
养殖业即为合格

与符合资格的渔业和渔场相连
的岸上以及离岸鱼类加工及贮
存设施

相关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其
他技术

供应链资产管理 供应链 用于种子生产、分配和获取的
输入供应系统

设施得到可持续管理并经
过认证

主要为符合条件的农产品进行
初级加工和贮存的设施

如果农产品符合相关标准，则
符合资格

主要为符合条件的林业产品进
行初级加工和贮存的设施

如果林业产品符合相关标准，
则符合资格

主要为符合条件的渔业和水产
养殖活动提供初级加工和贮
存的设施

如果渔业产品符合相关标准，
则符合资格



 14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工业

工业 
工业和能源密集型工艺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主要资源 水泥生产
设施

采用干燥工艺和降低熟料含量
的生产设备

钢、铁和铝生
产设施

结合电弧炉、熔炼还原和高效
铸造工艺的萃取设施和设备

化工生产 采用低碳氨原料、强化催化剂
的生产设施

玻璃生产
设施

采用高效工艺加热和回收利用
的生产设施

其他主要生
产设施

多种

燃料生产 生物燃料的
生产设施

详见生物能质能 (第3页) 详见生物能质能 (第3页)

氢燃料生产
设施

碳清洗 碳洗涤装置 用于碳清洗的设施和产品 (例
如处理工业工厂排放的废气)

用于化石能源清洁化或提高化
石能源效率的产品

碳捕集与
封存

用于碳捕获和封存的设施和
产品

碳捕集与封存设施有能力捕
获100%的温室气体排放

其他工业和制造业 二次加工和
制造

多种

供应链 生产设施 为合格设施制造关键部件的
设施

如果产品是专门用于符合条
件的资产类型，例如太阳能
电池板和风力涡轮机的制
造，则符合资格

专门生产节能电器和设备的设
施，例如冰箱和炊具等

能源效率的评级需要为市
场顶级

其他供应链 用于储存、分配或零售合格工
业或制成品的设施

如果产品专门用于符合条件
的资产类型（例如所有电轨
供应链），则符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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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管理和污染防治
回收、利用及其他废弃物管理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准备 收集、整理
和资源回收
的设施

可重复使用或可回收材
料的回收率高的设施和
资产

100%由回收后或可回收的材料制成. 
支持废物源头分类

收集将被填埋的废弃物 清运车辆必须满足本方案中交通标准

废弃物储存 废弃物储存
设施

储存和散装设施 专门用于处理下游的合格废弃物资
产。这些下游资产不需要经过认证，但
需要满足该资产类型的标准。所有储
存的废弃物必须转移到这些资产中

清运车辆 必须符合运输标准

再利用 材料再利用
的设施

用于翻新或修理产品，或
清洗组件和产品以便重
复使用的设施

产品进行预处理即可恢复其原始用
途。 对于WEEE，该产品受生态标签计
划的保护，只有符合三个最低能耗类
别的产品才有资格被纳入

回收  回收物料的
设施

回收金属、塑料、玻璃 
（骨料除外) 以及纸张

的设施

次级原材料（例如钢，铝，玻璃，塑料）
不再浪费并出售用作次级原材料

生物处理设施 厌氧消化
设施

利用有机废弃物生产沼
气的设施

甲烷总排放量≤ 1285g CH4 /吨废
物。 木质废弃物必须在处理之前或之
后进行分类，然后送到合格的废物质
能或堆肥厂。 根据PAS110指导，对后
续操作进行监测，采样和控制，确保固
体和液体产品没有被垃圾掩埋，并在
市场上替代了无废料原材料

堆肥设施 从有机废弃物中生产堆
肥的设施

可检测的甲烷排放量为零。 监测、采
样和控制程序根据PAS100指导进行。 
最终产品未填埋，可替代市场上的无
废料原材料

废转能 废能互换
厂  (例如焚
化、气化、热
解和等离
子体)

以生产电力和热能为副
产品的固体废物处理
设施

只有欧盟以外的设备才有资格使用。 
设备效率≥25％； 同时包括底灰回
收程序；同时从底灰中回收金属率
≥90%；同时在工厂的整个生命周期
中，平均电力和/或热量的碳强度≤废
弃物管理限额； 并且在设备生命周期
中的任何时间，设备的能效均不会超
过计算得出的剩余废弃物能效

垃圾填埋场 有填埋气
捕获的填
埋场

在现有的、封闭的填埋
设施中增加气体收集的
项目

封闭的垃圾填埋场产生的沼气。 气体
捕获率≥75％; 并且该气体用途满足
用于发电并输入天然气网或用作车辆
燃料； 并且垃圾填埋场不接受其他废
弃物（修复材料除外)

无燃气捕获
的填埋厂

放射性废弃物
管理

核废料处理 

核废料清理

污水 污水处理 详见水资源 (第10页)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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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通讯技术
网络、管理和通信工具

资产类型 资产细节 2℃兼容
性

筛选指标 是否可以
认证

宽带网络 宽带网络 光纤和电缆网络

辅助基础
设施

例如互联网交换中心

信息技术方案 连接功能
设施

电话会议、远程办公软件和
服务

数据中心 包括数据存储中心

辅助基础
设施

如硬件和硬件制造

用电管理 用于远程用
电管理的基
础设施、软件
和硬件

设备用电管理的远程解决方案
以及可再生能源的负载平衡

原位（in-situ)
供电管理

包括自动开关、能源监控和数
据系统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信息通讯技术

修订和更新气候债券分类方案

气候债券分类方案是一份工作文件。随着《气候债券标准—行业标准》和国际绿色债券政策的发展，它将被定期修
订和更新。当主要的研究机构发布和更新低碳轨迹时，我们也将对其进行修订。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在推动国际绿色债券政策发展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并通过其技术工作组及外部参与和研究
保持跟进最新的气候科学进展和低碳发展轨迹。

我们将在气候债券博客公布气候债券分类方案的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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