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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数据统计
420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311个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债券发行人 

109个与气候强相关的债券发行人

45个国家、33种货币

已发行超过1万亿美元的气候相关
债券，其中9132亿美元的气候相关
债券未偿付

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公司：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公司（2300亿美元）、法国
国家铁路公司（537亿美元）、法国电
力公司（521亿美元）

最热门的气候主题：交通运输（5023
亿美元）、能源（2193亿美元）、水资源

（912亿美元）

术语 
 •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至少75%的收
入来自于气候相关经营活动的发行
人。包括：

 •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债券发行
人：95%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气候相
关活动的发行人；

 •与气候强相关的债券发行人：75%
以上的收入来自于气候相关活动
的发行人；

 • 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为气候相关
活动提供资金，但发行人未为其贴标
的债券。

 • 贴标债券：为以环保和（或）社会为目
的的项目融资或再融资而发行的债
券，如绿色债券。此类债券不在本分
析讨论之列。

 •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发行的贴标债
券：由与气候完全相关或强相关的债
券发行人发行的绿色债券。 
此类债券不在本分析讨论之列。

 • 其他贴标债券发行人：75%以下的收
入来自与气候相关活动的发行人所
发行的贴标债券。此类债券不在本分
析讨论之列。

 • 气候相关债券总体（或气候相关债
券）：描述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整体
情况的术语，如：未偿付的完全相关
或强相关非贴标债券。3 

 • 可认证气候债券：发行人可以认证其
债务工具符合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标
准。认证是为了确保该债券符合《巴
黎协定》的要求——将全球变暖控制
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本报告中
涉及的许多债券可能有资格获得认
证，只不过还没有认证。

关于本报告

自2012年以来，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始终致力于

研究为气候相关资产融资的气候债券，
挖掘相关投资机会。本报告为《气候相关
债券市场与发行人》系列报告第八期，是
气候债券组织的旗舰出版物。

本报告通过研究，将一些非贴标气候相
关债券确认为“气候相关债券”——这些
债券在发行时并没有被明确标记为绿色
或其他主题，但其发行目的是为了给气
候相关活动或项目提供资金。

本报告先描述了全球气候相关债券概况
（第2章），接着用单独两个章节分别讲

述了发达市场（DM）（第3章）和新兴市场
（EM）（第5章）的气候债券情况。1鉴于

中国是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来源国，因
此被单独放在一个章节（第4章）中进行
分析。此外，本报告还包括低碳运输（第
21页）、绿色氢气（第22页）以及房地产
公司（第24页）等重点章节。其中，房地
产公司章节是基于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自行开发的一个专有框架，从信息披露
和透明度的角度确定了表现最佳的房地
产公司。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还发布了一个气候相
关债券数据集，其中包含了相关债券的详
细信息。鉴于有些机会并不像贴标绿色债
券那样一目了然，因此，该报告和数据集
旨在帮助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了解
和发现更多此类气候相关投资机会。

背景
随着脱碳化投资队伍的愈发壮大，报告
做得好与不好变得尤为重要。脱碳化投
资趋势已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一些实体企
业，使其加强了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
然而，仍然有些企业未在其年度报告或
财务报告中纳入明确的气候相关指标，
导致投资者难以有效识别出未贴标的气
候投资机会。

绿色债券等贴标债券的优势在于其具
有较高的透明度，这是因为发债人在提
供财务信息的同时，亦会披露关于该笔
融资的“绿色资质（green credentials）”
的相关信息。这要归功于多年来关于“
绿色”的定义以及相关市场的规定已经
得到了完善——这为投资者对所募资
金的使用情况提供了更高的透明度，从
而最大限度地降低了因企业假意“漂绿

（greenwashing）”行为而导致的风险。 
2019年11月发布在《气候债券绿色债券
欧洲投资者调查》的调查结果证实了投
资者高度重视具有较大气候影响但具有
明确绿色资质的交易，同时也强调了绿
色债券市场中企业发债（尤其是实体经
济企业）存在缺口。2 

因此，我们必须扩大气候投资工具范围，
弄清哪些是为气候相关活动提供资金、
却不像贴标债券那样明显和透明的资本
流动，并为扩大贴标绿色债券市场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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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气候 
相关发行人

未偿付气候相关 
债券

完全相关发行人 
（来自气候相关活 

动的收入≥95%）

发行人筛选：收入来源分析 气候相关债券的确认

所有的未偿付债券
（100%）

+ 

强相关发行人 
（来自气候相关活 

动的收入≥75%）

不相关发行人 
（来自气候相关活 

动的收入<75%）

不包括在内的债券

机会。2018年，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确定
的气候相关债券超过1万亿美元，另外还
有3890亿美元的贴标绿色债券。如今，
贴标绿色债券市场相比当年已扩大了一
倍不止，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

持续低迷的利率加上央行的量化宽松政
策，使得市场对所有类型的债券需求增
加。随着专项基金数量猛增，人们对绿色

债券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欧洲中央银行
（ECB）表示，其资产购买计划（APP）总

额为3.7万亿欧元，在符合其购买条件的
全部资产中，绿色债券约占20%。这加剧
了市场上贴标债券的短缺。气候债券倡
议组织预计，欧洲的政策举措将会越来
越重视可持续投资，比如欧盟的可持续
金融行动计划就是一个例子。这些需求

2. 研究方法论
本研究确认了气候相关债券。这些债券
没有被发行人贴标为绿色债券，但目的
是为了向气候相关活动/资产提供资金
而发行。气候相关债券的确定是通过两
个研究阶段来进行的：先是“筛选发行
人”，然后是“识别气候相关债券”：

发行人筛选

气候相关债券是从发行人的角度，通过
分析公有或私有企业的全球收入来源进
行确定的。4 只有拥有未偿付债务的公
司/实体（或其子公司或/和融资机构）才
有资格入选。

 • 至少有75%的收入源自与气候相关活
动的实体，属于强相关发行人。

 • 至少有95%的收入源自与气候相关活动
的实体，属于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发行人。

以上两者均被归为与气候相关发行人。

以下情况的发行人，不在分析之列：

 • 从气候相关活动中获得的收 
入不足75%者

 
按相关度比例的未
偿付债券（%）

 • 无未偿债务者

 • 无足够信息来确定其气候相关度者

备注：发行人筛选阶段基于公开的信息
来源，如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和公
司网站等。有时，发行人会直接提供信
息，以便阐明其经营活动的气候相关性。
这些信息会被保密处理，我们呈现的只
是概括性信息。

气候相关债券的确认

从事气候相关活动的发行人发行的债券
被定义为气候相关债券，这些债券的发
行目的是为已被确定为气候相关的经营
活动进行融资和（或）再融资。与气候相
关的未偿债务总额计算如下：

 • 对于完全相关发行人：所有的未偿债务
（100%）均属于气候相关。

 • 对于强相关发行人：根据发行人的气
候相关度百分比的比例得出的部分，
属于气候相关。例如，如果一个发行人
有80%的相关度，那么其80%的未偿债
务就属于与气候相关。 

 • 完全相关和强相关发行人发行的与气
候相关的未偿付量加起来被定义为“与
气候相关的未偿债务”。5后者为我们下
列图表以及市场分析提供了基本数据。6

 • 备注：所有由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发
行的贴标为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

（GSS）的债券均不在本次分析之列。
更多关于贴标债券的信息，请参考气
候债券倡议组织的《市场现状》系列。7

气候相关活动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确定的气候主题有
七个：能源、交通运输、建筑、水资源、废
弃物、土地利用和农业、信息与通信技术

（ICT）。这些主题所对应的具体气候相
关活动和资产以及相关资格标准，均已在

《气候相关活动》表（附件二）中列明。

端因素的存在，对于被我们的研究确认
为气候相关债券的债券发行人而言，是
一股巨大的动力，这股动力激发他们给
市场带来更多的贴标绿色债券。更多的
绿色债券进入市场，将有利于带来更多
的专项投资，形成良性循环，发行人也将
有更多的动力优先考虑有利于气候环境
的支出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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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债券总体

气候相关债券总体

可持续
发展目

标

疫情

土地利用

废弃物

能源

信息与通信技术

建筑

水资源

交通运输

转型

社会

可持续发展

绿色

1.7万亿美元

913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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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气候相关债券市场

数据统计
 • 420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 311个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债券发
行人 

 • 109个与气候强相关的债券发行人

 • 45个国家

 • 33种货币

 • 9132亿美元未偿尝付气候相关债券

 • 超过1万亿美元已发行气候相关债券

 • 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公司：中国国家
铁路集团中国铁路公司（2300亿
美元）、法国国家铁路公司（537亿
美元）、法国电力公司（521亿美元）

 • 最热门的气候主题：交通运输
（5023亿美元）、能源（2193亿美

元）、水资源（912亿美元）

9132亿美元未偿尝付气候相关债券

亚太地区在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方面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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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背景：扩大气候融资规模的必要性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主打“低
碳”的资产和经济活动，特别是贴标
为“GSS”的债券，市场规模大福增长。然
而，这一切与达成更为严格的气候目标
之间仍有距离：据估计，要达到《巴黎协
定》的目标8,9,10 每年仅基础设施投资就
需要6.9万亿美元，而能源转型的相应
投资额则可能在1.6万亿至3.8万亿美
元之间。

推动私人资本转向低碳投资是扩大气候
融资规模的关键：因为仅靠公共资金无
法满足投资需求。本研究为投资者找到
了除公共领域之外的其他投资机会，以
促进企业的气候转型。如今，气候转型已
迫在眉睫。

在我们2020年的研究中，确定了总计
9132亿美元的气候相关债券，这一数字
突显出了相当可观的投资机会。根据气
候债券倡议组织的数据，贴标气候债券
市场总量为1.7万亿美元12，这意味着，
经我们确定的数量几乎占总量一半11。

全球气候相关债券总体情况分析
气候相关债券规模仍在持续扩大。2020
年的气候相关债券研究确定了来自45个
国家的总计420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气候相关债券总量在发达市场（DM）和新
兴市场（EM）之间几乎平分秋色，其中还
有1%的数量来自超主权机构。

亚太地区是发行规模最大的地区，共计发
行了4366亿美元气候相关债券，共有183
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中国是亚太地区
气候债券发行主力，占亚太地区总量74，
占全球总量36%。排名第二的地区是欧
洲，发行了3213亿美元气候相关债券，共
有121个发行人。排名最前的发行人是法
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和法国电力公司

（EDF），其总部均位于法国。

北美地区有65个发行人，共计发行了
1197亿美元气候相关债券。美国联合
太平洋铁路公司（220亿美元）是该地区
最大的发行人，其次是加拿大魁北克水
电公司（170亿美元）和美国American 
Water Capital公司（84亿美元）。

欧洲铁路运输融资公司（EUROFIMA）
是唯一的超主权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拥有88亿美元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非
洲地区有且仅有一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
人：Umgeni供水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发
行了1.4亿美元气候相关债券。

中国13和法国发行的气候相关债券加起来
占全球气候相关债券的一半以上。其中，
法国占据气候相关债券总量近五分之一，
该国拥有10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大多
分布在交通运输和能源领域。值得注意的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排名前10
的国家
国家 未偿付气候相

关债券（美元）
市场份额
(%)

中国 3250亿 36

法国 1736亿 19

美国 866亿 9

韩国 598亿 7

英国 539亿 6

加拿大 331亿 4

德国 314亿 3

印度 286亿 3

奥地利 166亿 2

巴西 162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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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0%的气候相关债券为投资级债券14

在所有气候相关债券中，人民币债券占比35%。

金额在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占到了气候相关债券总量的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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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公司法国电信公司以
380亿美元的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位列第
三。美国（US）在全球排名中位列第三，有45
个发行人发行的债券被确定为气候相关。

大多数美国企业集中在交通运输、水资
源和废弃物这几个气候主题领域，如
特斯拉（56亿美元）、American Water 
Capital（84亿美元）和共和服务公司 

（57亿美元）。

52%的气候债券是以硬通货币发行，其中
欧元（21%）、美元（17%）和英镑（8%）债券
最受欢迎。尽管如此，人民币仍是气候债券
中的第一大货币，占比35%，也是以软通货
发行的债券中占比最高的。

略高于60%的气候相关债券得到了国际评
级机构的评级。几乎所有气候相关债券（总
量的90%）都是投资级债券。仅有6%是无
评级债券，剩下的4%是高收益债券。在所有
的气候相关债券中，近30%是AAA级，22%
是AA级。BBB级和A级各占20%。

中短期气候债券是发行次数最多的：32%
的气候债券为5-10年期，其次是10-20年
期，占26%。约20%的气候相关债券期限较
短，最长仅为5年；期限最长的债券在20年
或20年以上，这类气候相关债券仅占17%。
永续债发行次数最少，仅为5%。

低碳交通领域的气候相关发行人倾向于发
行期限长达20年的债券（该领域63%的气
候相关债券在20年内到期）。可再生能源领
域的发行人倾向于中等期限，该领域50%
的气候相关债券在10年内到期。能源主题
领域中约有20%的气候相关债券期限超过
20年。水务公司青睐于长期债券，其发行
的大部分气候相关债券期限在20年以上。
平均而言，土地利用、废弃物和信息与通信
技术领域的发行人更喜欢中期债券，其中

5-10年期和10-20年期的气候相关债券在
数量上占比最大。

小额债券的交易次数是最多的，按交易次
数计算，几乎70%的气候相关债券的面额
低于基准面额。其中，45%的交易金额在
5000万至2.5亿美元之间，约25%的交易
金额不超过5000万美元。金额为2.5亿-5亿
美元的交易占总交易数的14%。基准面额
和大额债券的交易频次则是最低的：7%
的债券金额超过10亿美元，而9%的债券
金额在5亿-10亿美元之间。中国国家铁路
集团是交易规模最大的发行人，交易金额
超过10亿美元（115宗），紧跟其后的是法
国电力公司（32宗）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19宗）。

相反，大额交易占据了气候相关债券未偿
付量的绝大部分。42%的未偿付气候相关
债券量金额大于10亿美元，而基准面额债
券的交易占未偿付量的22%。金额大于10
亿美元的交易大部分来自铁路公司；另外
有三笔交易来自特斯拉。最大笔气候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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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50%的气候相关债券是由交通运输公司发行的

亚太地区是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来源

100 200 300 400

拉丁美洲

北美洲

欧洲

亚太地区

超主权

非洲

0

建筑
土地利用

能源 废弃物水资源 信息与通信技术交通运输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建筑<1%

土地利用和农业 2%

废弃物 4% 

信息与通信技术 5%

交通运输 
55%能源 

24%

水资源 
10%

十亿（美元）

债券交易来自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公司（70
亿加元，约合61亿美元）

交通运输领域在气候相关债券中占主导
地位，其次是能源(24%)、水资源(10%)、信
息与通信技术(4%)、废弃物(4%)、土地利
用和农业(2%)、建筑(<1%)。15 铁路公司占
交通运输主题气候债券总量的90%，剩下
的10%则分布在公共交通、电动汽车(EV)
、混合动力汽车、航运、公交车、储能(EV电
池)、电动汽车充电站和自行车等行业。

交通运输领域的气候相关公司在全球范
围内同样广泛分布。在亚太地区，四分之
三的气候相关债券是由交通运输公司发
行的（其中大部分位于中国），而在欧洲，
这一比例为40%。

能源是第二大气候相关主题，亚太地区
（21%）和欧洲（24%）的能源公司发行的

债券占其气候相关债券总量的比例不相
上下。除中国铁路集团公司（2300亿美元）
之外，印度铁路金融公司（228亿美元）和
韩国铁路网管理局（168亿美元）是亚太地
区交通运输领域的最大发行人，而韩国电
力公司（253亿美元）、中国核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106亿美元）和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有限公司（91亿美元）是能源领域的最大
发行人。在欧洲，法国电力公司（521亿美
元）、瑞典瓦腾福能源公司（48亿美元）和
沃旭能源公司（34亿美元）是能源领域的
最大发行人，而法国国家铁路公司（537亿
美元）、德国联邦铁路公司（312亿美元）和
奥地利国家铁路基建公司（165亿美元）是
交通运输领域的最大发行人。

在亚太、欧洲和北美，还有其他更多类别
的气候债券发行人，分布在气候主题的
各个领域。在欧洲，水务公司的气候相关
债券发行量占总量的16%；在北美，这一
比例为13%。废弃物管理公司大多位于
美国，其中，共和服务公司（57亿美元）、
废物管理公司（50亿美元）和废物连接公
司（30亿美元）是前三大发行人。土地利
用和农业公司也大多位于北美洲，相对
而言美国的发行数量更多；其中，国际纸
业公司（60亿美元）是最大的气候债券
发行人。

拉丁美洲的气候债券主要由能源公司发
行（75%），其他水资源（12%）、交通运输

（8%）和土地利用（5%）等领域的气候
债券发行量则较少。巴西是该地区最大
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国，有35个发行人。
巴西电力公司（31亿美元）是能源领域
的最大气候债券发行人，其次是Cemig 
Geracao e Transmissao（20亿美元）
和Engie Brasil Energia（12亿美元）。
哥伦比亚是该地区第二大气候相关债券
发行国（5个发行人），其次是哥斯达黎加

（2个发行人）。巴西的Suzano SA（12亿
美元）是该地区唯一的土地利用公司。

非洲有且仅有一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即Umgeni供水服务有限公司（1.4亿美
元），属于水务行业。负责整个欧洲地区的
铁路项目融资的铁路公司——欧洲铁路运
输融资公司（87亿美元）是唯一的超主权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扩大贴标债券发行规模的机会
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的到期情况彰显出
了扩大贴标债券市场的巨大机会。在与
气候相关主题领域内运营的公司，可通
过贴标债券市场为其到期债务进行再融
资，从而受益于此类融资工具所带来的
额外可见度。

超过40%的气候相关债券将于2024年之
前到期，共计3720亿美元资金，这些债券
可在短期内以贴标债券的形式进行再融

资。这相当于截至2020年第三季度已发
行贴标绿色债券的近40%。到2029年，还
有2237亿美元的债务（占气候相关债券
总量的25%）可以进行再融资。这将使得
绿色债券供应量在短短九年内增加65%

（在目前市场规模的基础上）。

大多数再融资机会来自于交通运输和能
源相关行业领域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
人：2024年到期的气候相关债券中，四
分之三来自交通运输行业，四分之一来
自能源相关行业。到2029年，还有14%和
4%的债券将分别由交通运输和能源行
业发行人进行再融资。

在2024年之前到期的气候相关债券中，
约有7%来自水务公司，4%来自信息与
通信技术领域。约6%来自废弃物、土地
利用和建筑的气候相关债券，总计金额
338亿美元，将于2029年之前到期，届时
可贴标为绿色债券进行再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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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相关债券的期限概况

报告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带来了健康和
经济危机，揭示了低估气候变化的物理
性风险是很危险的。全世界的政府、企
业和投资者均已意识到，适应和应对不
可预见的破坏所带来的各种挑战是极
其重要的。在投资者致力于寻求更有用
的信息来为风险定价并根据这些信息
对资本的分配做出明智决策的背景下，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强制性和自
愿性报告计划已成倍增加。然而，对于
公司应如何确定好其环境和气候变化
信息并在时下主流的财务报告中呈现
出来，目前并没有独成一体的方法。因
此，现有的可用信息是不对称的。这导
致组织的报告负担加重，且投资者难以
评估和比较不同公司的可持续性表现，
从而无法据之做出明智的投资决策。投
资者的期望和目前报告现状之间的差
距，无论是信息披露的质量还是可见度
方面，都面临着巨大挑战。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金融稳定委员会（ 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 ）

于2015年成立了由行业主导的气候相关
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旨在制定
有效的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机制，帮助投资
者做出更加明智的决策，并且反过来使利
益相关者能够了解金融行业的碳相关资
产以及金融系统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17 
为实现这一目标，该工作组制定了一个框
架，其中包括四个主题领域，供所有企业
组织在进行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时采纳。这
些信息将在公司对外公开的年度财务文
件中以自愿补充报告的形式进行披露。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框架

为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的建议保持一致，气候披露标准

委员会（CDSB）框架在2018年进行了更
新，更新后的框架将有助于企业简化报告
周期。通过遵守该框架，企业可以获得切
实的商业利益，包括：

 • 提高企业声誉

 • 为现有主流财务报告增加价值

 • 增加透明度，使金融资产得到明智
分配

 • 揭示风险和机遇

 • 追踪和衡量进度

 • 走在即将到来的监管要求和政策变
化前面

 • 提高竞争优势

我们2020年的气候相关债券分析主要
以主流的、公开的报告作为信息来源。
在信息披露上，某些方面，特别是在资
产和活动的定义和环保属性的明确性
和具体性上，仍存在问题。企业应继续
加强信息披露力度，以便投资者在各项
低碳资产和活动中进行比较，从而促进
投资者进行低碳投资，这一点是至关重
要的。政府应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出台
更严格的报告要求，提高信息披露的质
量和一致性。

正如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所
表明的那样，即使是在资源信息获取
相对容易、报告程序相对成熟的欧洲，
其最大的公司也并没有进行充分的信
息披露。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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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发行贴标绿色债券的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人
本报告涉及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中，约
30%已向市场推出了贴标债券。其中包括
发行规模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如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法国电力公司、中国
长江三峡集团公司、欧洲铁路运输融资公
司以及沃旭能源公司。

共91个气候相关实体发行了贴标为“绿
色”的债券（565亿美元），5家企业发行了
贴标为“可持续发展”的债券（9.336亿美
元）。只有一个发行人向市场推出了贴标
为“社会责任”的债券（3.86亿美元）。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人共计发行了578亿美元的
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GSS）债务，但这
一点不在本分析范围之内。

已发行绿色债券的气候相关发行人再度
发行债券，这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这些实
体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已发现了贴标
带来的额外价值。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所开
展的2020年绿色债券库调查16中，83个发
行人在接受访问时强调了发行绿色债券
的诸多好处。这些好处包括更广泛的投资
者基础和新的参与机会、声誉和知名度的
提高以及公司内部整合的加强。一些气候
相关发行人只发行贴标债券。奥地利最大
的电力供应商Verbund AG发行了两笔绿
色债券，总额为6.88亿美元。

全球气候主题
气候主题/等级 金额（美元） 市场份额(%) 发行人编号

1. 交通运输 5023亿 55 88

2. 能源 2194亿 24 187

3. 水资源 912亿 10 74

4. 信息与通信技术 491亿 5 10

5. 废弃物 340亿 4 31

6. 土地利用和农业 170亿 2 37

7. 建筑 1.13亿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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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市场（DM）数据统计
 • 203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

 • 155个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发行人

 • 48个与气候强相关的发行人

 • 21个国家

 • 14种货币

 • 4648亿美元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

 • 5224亿美元已发行气候相关债券

 • 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公司：法国国家
铁路公司（537亿美元）、法国电力
公司（521亿美元）、法国电信公司

（381亿美元）

 • 最热门的气候主题：交通运输
（5023亿美元）、能源（2193亿美

元）、水资源（912亿美元）

4. 发达市场（DM）概览

4648亿美元的气候相关债券来自发达市场（D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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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市场（DM）背景
本节重点讨论发达市场（DM）债券及其
发行人。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重要
性已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巴
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谈判的
关键时刻，196个缔约方在巴黎第二十一
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上正式
承诺为本国经济去碳化。19 发达国家市场
将引领全球向低碳经济过渡，同时促使
新兴经济体效仿其做法并予以支持。

欧洲已成为绿色金融和经济政策方面的
先锋。除了承诺到2030年至少减少55%
的温室气体排放外，20欧盟委员会还在
2016年启动了界定绿色和可持续经济活
动的程序，并最终在2020年发布了《分
类法条例》（Taxonomy Regulation）21 。
同时发布的还有《授权法案》（Delegated 
Acts），界定了可能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
化做出重大贡献的经济活动的技术筛选
标准。22  2021年06月通过的《欧盟气候分
类法授权法案》（EU Taxonomy Climate 
Delegated Act）23 将有助于实现欧洲绿
色交易的目标，指导公司和投资者定义
绿色资产、项目和活动，从而支持他们向
碳中和和气候适应碳复原过渡。

在美国，2020年底政府换届之际，总统
乔·拜登带领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不久
后，在2021年地球日那天，乔·拜登总统
主持召开了一次虚拟的全球气候峰会，40
位世界领导人齐聚一堂，号召大家积极行
动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危机。此次峰会上，
乔·拜登宣布了一项新的承诺，即到2030
年美国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一半。24 同
日，乔·拜登政府还发布了一项以国际金
融为重点的气候融资计划。美国打算在
2024年之前，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时期预
算的基础上，将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
年度公共气候资金增加一倍，并在2024
年之前将适应资金增加两倍。

美国还希望通过与气候相关的投资支持
资本的低碳化，并支持金融和非金融机
构披露气候相关债券信息。25 美国证券
交易委员会（SEC）已在这方面采取了措
施，宣布成立特别工作组，专注于识别与
环境、社会和治理有关的不当行为，其审
查司宣布，与气候有关的风险现在是该
机构的首要任务。26,27 同样的，美联储也
已构建了两个委员会，旨在调查气候变
化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美国气候融资计
划的其他优先事项包括：通过混合融资
机制调动私人资金，并结束针对化石燃
料的国际融资。 

其他主要的发达市场（DM）经济体也同
样在提高自身的气候承诺：在气候问题
领导人峰会上宣布提升目标，如加拿大
的目标是在2030年减少40-45%的排放（
与2005年相比），而日本将其2030年的
目标提升为比2013年的水平降低46%（
之前为26%）。

最新动态表明，国际社会越来越主动地
采取了气候和融资行动，而私营部门则
成为低碳转型资金的关键推动因素。而
这对于诸多在全球范围内大量排放温室
气体、拥有诸多世界最大公司和发达资
本市场的发达市场（DM）国家而言尤为
重要。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表明，有诸多
渠道可进行负责任的投资，同时贴标债
券也可拥有更大的市场。本研究中包括
诸多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其已发行了
绿色贴标债券，这充分表明了贴标在防
止漂绿和增加透明度方面的内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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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方面，欧洲位居发达市场（DM）首位

欧元在发达市场（DM）货币中排
名第一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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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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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市场（DM）和新兴市场
（EM）拥有几乎相等的市场份额

超主权 1%

发达市场  
50%

新兴市场  
49%

来发达市场（DM）气候相关债券
总体情况分析
发达国家市场占据气候相关债券发行的
50%。2020年的研究发现，21个发达国
家发行了203个气候相关债券。欧洲铁路
运输融资公司是唯一的超主权机构，约
占全球体量的1%。

欧洲拔得头筹，有3190亿美元的气候相
关未偿付债券（占发达市场（DM）总量
的68%），由14个国家的112个发行人发
行。欧洲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占到了
发达市场（DM）发行人的一半以上。这与
欧洲在跨行业气候行动中的全球领导
地位保持一致，包括欧盟关于绿色资产
和经济活动的披露和定义的《分类法条
例》。28

法国是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来源国
（占发达市场（DM）总量的37%），其中

10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来自交通运输
（34%）、能源（30%）和信息与通信技术
（22%）方面的气候主题。法国国家铁路

公司（537亿美元）、法国电力公司（521
亿美元）和法国电信公司（380亿美元）
三个实体排名前三，前两名也在全球排
名中名列前茅。英国、德国、奥地利、西班
牙、挪威和瑞士在发达市场（DM）中排名
前十。英国排名第三，有25个气候相关
债券发行人，主要涵盖水资源和交通运
输等方面的气候主题。英国排名前三的
债券发行人是：泰晤士水务公司（109亿
美元）、Channel Link公司（58亿美元）和
United Utilities Water公司（53亿美元）。

北美地区在发达市场（DM）气候相关债
券方面拥有第二大的体量（1197亿美元，
占发达市场（DM）的26%）。北美地区的
气候相关债券数量相对较少，原因在于：
本报告中未涵盖市政当局和政府机构（
如房利美和房地美），因为这些发行人类

型并不属于2020年的研究范围。29而市政
当局和政府机构占美国累计绿色贴标债
券发行量的62%。30 

亚太地区仅占发达市场（DM）的4%，有
25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日本占该地
区发行量的77%；中央日本铁路公司（74
亿美元）、东京地铁公司（37亿美元）和王
子控股公司（9.36亿美元）排名前三。31 中
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排名第二，气候相关
债券未偿付量价值26亿美元，有9个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人。港铁（12亿美元）是香
港最大的债券发行人，其次是中国动力
控股有限公司（3.03亿美元）和中国水务
集团（3亿美元）。Mercury NZ（4.14亿美
元）和Trustpower（2.53亿美元）位于新
西兰，这两家公司都以可再生能源的气
候为主题开展业务。

发达市场（DM）的发行量几乎全部是
硬通货，主要是欧元（41%），其次是美元

（29%）和英镑（15%）--这个排名体现了

前三大气候相关债券国家的主要情况。
剩下的份额主要是澳元、瑞士法郎和日
元。仅有3%是以软通货的形式在全球范
围内发行，其中大约1%以挪威克朗计价

（66亿美元）。

以欧元计价发行的债券中，中等规模的
交易最为常见，有121笔交易（30%）属
于5000万-2.5亿美元的规模。基准规模
的交易紧随其后，占26%（102笔交易）。
以英镑计价的发行债券遵循同样的趋
势。反之，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规模往往更
大：111笔交易（40%）属于2.5亿-5亿美
元的规模，还有75笔交易（27%）的规模
近似于或高于基准规模。较小规模的交
易一般不那么频繁，约占发达市场（DM）
总量的11%。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排名前10
的发达市场（DM）国家
国家 未偿付气

候相关债券
（美元）

市场份额
(%)

法国 1737亿 37

美国 866亿 19

英国 539亿 12

加拿大 331亿 7

德国 314亿 7

奥地利 166亿 4

日本 134亿 3

西班牙 102亿 2

挪威 73亿 2

瑞士 71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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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亿美元以上的交易占据气候相关债券交易量的42%

超过50%的气候相关债券是由交通运输公司发行的

91%的气候相关债券为投资级债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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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发达市场（DM）气候相关债
券都是投资级别的（4735亿美元，约占
总量的91%），其中绝大部分（89%）以
硬通货发行。约有4%的交易债券为高收
益，5%为无评级债券。A级债券最多，占总
量的31%，其次是BBB级债券，占30%。剩
余的大量份额则属于AA级债券（29%）。几
乎整个发达市场（DM）（94%）都通过了
国际评级机构评定；仅有1%通过了本地
评级机构评定。

最普遍的是长期债券：三分之一的气候
相关债券交易量和30%的交易量为10-20
年期，另外30%的交易量期限则超过20
年。四分之一的未偿付量期限较短，25%
的交易在5-10年内到期。截至目前，短期
限债券最不受欢迎：仅有13%的交易和
7%的交易量在5年内到期。永续债占气
候相关债券的5%，占交易数量的2%。

发行长期债券的能源、水资源和土地利
用领域发行人也特别受欢迎，分别占其
42%、46%和40%未偿付体量的债券期
限为20年以上。交通运输业的气候相关
债券发行人青睐10-20年期限的债券（占
其未偿付量的44%），而20年以上的期限
则占其发行总量的四分之一。中长期债
券也相当常见：交通运输和能源行业领
域的债券发行人22%交易量的到期日均
为5-10年。而后者也是废弃物和信息与通
信技术领域的债券发行人最青睐的期限
时长（分别占其未偿付量的50%和45%）。

小规模的交易数量最多，只有不到
60%的气候相关债券交易低于基准规
模。5000万-2.5亿美元的规模最受欢迎，
占交易数量的近40%。较小规模的交易 

（不超过5000万美元）和2.5亿-5亿美元
的交易占据的份额类似，各占气候相关
债券总量的20%左右。基准规模及以上
的债券占发达市场（DM）总量的四分之
一。法国债券发行人（如法国电力公司、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和法国电信公司）已
发行了多个超过10亿美元的债券。其次
是奥地利国家铁路基建公司（9笔交易）、
联合太平洋公司（7笔交易）和德国联邦
铁路公司（6笔交易）。后者还完成了几笔
5亿-10亿美元和2.5亿-5亿美元的交易。

大规模交易占据了发达市场（DM）气候
相关债券交易量的最大份额。37%的累
计发行规模超过10亿美元，而基准交易

（5亿-10亿美元）约占交易量的30%。大
型债券大多由能源和铁路公司发行。大
约20%的发行量属于2.5亿-5亿美元的规
模，而15%的发行量不超过2.5亿美元。

在2020年的气候相关债券研究中，交通
运输主题引领了发达市场（DM）的发行
量。发达市场（DM）中42%的债券数量由



气候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与发行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21  12

欧洲的气候主题组合最为丰富

可再生能源公司主导了能源领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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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公司主导了交通运输领域

铁路 
90%

公共运输 4%

航运 1%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  
5%

交通运输气候主题公司发行。能源（1088
亿美元）排名第二，占23%，其次是水资源

（674亿美元），占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
的15%。信息与通信技术（479亿美元）公
司占总量的10%，其中主要（78%）来自法
国最大债券发行人：法国电信公司。废弃
物（318亿美元）、土地利用和农业（133亿
美元）和建筑（100万美元）占其余10% 。

铁路公司主导了与交通运输有关的活
动，占总量的90%。法国国家铁路公司

（537亿美元）、德国联邦铁路公司（312
亿美元）和联合太平洋公司（221亿美元）
在债券发行人中排名前三。铁路基础设
施是拓展低碳交通规模的关键因素，因
为高速列车可替代短途航班。然而，许多
火车仍以传统能源为燃料，这就要求全
球铁路网络的电气化。32 只有5%的债券
发行人专门生产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
其中特斯拉是最主要的债券发行人。

可再生能源公司占能源主题的60%以上
（678亿美元）。然后是利用可再生能源

发电的垂直整合公用事业，占18%（198
亿美元）。其余的份额则来自于只经营水
力、核能、太阳能、风能和能储/氢气的债
券发行人。这表明，大多数能源公司选择
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从而使其资
产组合多样化。除法国电力公司外，加拿
大魁北克水电公司（171亿美元）、瑞典瓦
腾福能源公司（48亿美元）和沃旭能源公司

（33亿美元）是最大的能源债券发行人。

欧洲有许多气候相关公司，它们跨越了
多个气候主题。与所有发达市场（DM）一
样，交通运输领域是欧洲的首要主题，有
28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发行了1307亿
美元（41%）的未偿付量。能源领域紧随
其后，有41个气候相关公司和770亿美元
的未偿付债券（占总量的24%）。水资源
领域占欧洲气候相关债券发行量的16%
，而信息与通信技术领域则占14%。信息
与通信技术气候相关债券发行的作用越
来越大，因为它体现了贴标债券的发展
前景。迄今为止，与其他更成熟的主题相
比，贴标债券发挥的作用仍较小（累计交
易量为33亿美元）。

北美地区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也跨越
了各大气候主题，其中交通运输（35%）
和能源（26%）最为普遍。气候相关债券
最大的交易量来自美国（364亿美元），大
多数公司都与铁路子主题相关，除了特
斯拉（排名第二）。交通运输领域的气候
相关债券中，六家加拿大公司发行了66
亿美元；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47亿美
元）是最大的债券发行人。大部分能源领
域的气候相关债券来自加拿大（243亿美
元，占78%），其中加拿大魁北克水电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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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市场（DM）气候相关债券的到期情况成熟度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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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是最大的债券发行人，也完成了本次
研究中的最大交易量（70亿加元，约合61
亿美元）。水资源和废弃物公司大多位于
美国（占水资源和废弃物累计气候相关
债券体量的92%）。土地利用领域所占的
份额很小（7%），其中，国际纸业公司占
70%以上。

亚太地区的发达市场（DM）几乎都属于
交通运输主题（占该地区交易量的80%
，137亿美元）。日本占据第一位，占亚太
地区发达市场（DM）份额的77%（134亿
美元）。排名第一的能源公司是香港的熊
猫绿色能源集团（1.12亿美元），其次是
日本原子能电力公司（1.2亿美元）。

扩大贴标债券发行规模的机会

正如概览部分所述，未贴标气候相关债
券表明，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可通过贴
标绿色债券为其业务运营再融资。

发达市场（DM）气候相关债券有一半以
上的到期日为8年左右，这表明在中短期
内拓展贴标绿色债券市场潜力巨大。

略低于30%（1342亿美元）的未偿付气
候相关债券将于2024年到期，其中一半
来自交通运输实体。能源领域债券发行
人约20%的交易量也将在未来三年内到
期，其中30%的交易量来自于废弃物、
信息与通信技术、水资源和土地利用主
题的公司。另有1139亿美元（占发达市场

（DM）总量的25%）将于2029年到期。

已经在发行贴标绿色债券的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人
诸多德国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已发行
了贴标债券：34个债券发行人已发行了
绿色债券，而约克郡水务公司已在市场
上投放了社会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事实
上，所有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都
发现了贴标绿色债券的价值：如法国国
家铁路公司（78亿美元）、法国电力公司

（65亿美元）、沃旭能源公司（31亿美元）
、Adif-Alta Velocidad公司（27亿美元）和
Bazalgette Finance公司（11亿美元）。气
候相关债券发行人仍可进一步发行贴标
债券。例如，法国电力公司和法国国家铁
路公司发行的债券中仅有12%和15%为
贴标债券。其他公司（如沃旭能源公司和
瑞典瓦腾福能源公司）则发行了多于普
通债券的大量贴标债券。 

排名最靠前的发达市场（DM）气候主题

气候主题/等级 金额（美元） 市场份额(%) 发行人编号

1. 交通运输 1957亿 42 51

2. 能源 1088亿 23 73

3. 水资源 673亿 15 33

4. 信息与通信技术 479亿 10 5

5. 废弃物 317亿 7 15

6. 土地利用和农业 133亿 3 25

7. 建筑 100万 <1 1



气候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与发行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21  14

中国数据汇总
 • 96个与气候相关的发行人 

 • 69个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发行人

 • 27个与气候强相关的发行人

 • 3250亿美元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务

 • 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公司：国铁集团
（2301亿美元）、中国中铁铁集团
（123亿美元）、中国核工业集团公

司（106亿美元）

 • 前三大气候主题：交通运输（2612
亿美元）、能源（485亿美元）、水资
源（106亿美元）

 • 前三大币种：人民币（3213亿美元）、
美元（27亿美元）、港币（10亿美元） 

5. 中国：气候相关债券的最大发行来源

中国占全球气候相关债券 
市场的36%

交通运输行业占到了气候相关债券市场的80%

Energy 
15%

Transport 
80%

土地利用 3%

建筑 <1%

水资源 3%

废弃物 1%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中国 
36%

世界其他
国家 
64%

中国背景
中国发行人发行了3250亿美元的未偿付
气候相关债券，占96家气候相关公司发
行总量的36%。中国大部分气候相关债
务与交通运输主题相关，主要来自铁路
公司。中国在高速铁路网络方面进行了
大量投资。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迅速增
长。35 截至2020年底，中国的高铁轨道总
长度接近38000公里，拥有全世界最大的
高速铁路网。36

尽管中国占据了气候相关债券市场的较
大份额，但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仍居全
球首位，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0%左右。37 

2020年，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碳中
和，在最近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中国 
则表示将在2026-2030逐步淘汰煤炭 
的使用。38

中国承诺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这意
味着其能源模式将发生转变，几乎所有
的燃煤电厂都将被淘汰，能源发电结构
也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这要求中国加速
部署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用于替代传统
能源。清洁能源技术已存在，也可进一步
拓展：中国已在实现太阳能光伏的规模
经济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促进了全球
范围的应用，并成功降低了发电成本。
必须采取类似的方法提升能储和氢气技
术，这有助于更灵活地将可再生能源融
入能源系统。在全球范围内提高公众和
政治意愿，向低碳和韧性经济过渡，为实
现净零目标铺平道路。

中国拥有庞强大的债券市场，可以补足
气候资金的缺口。因此，若要实现净零排
放目标，中国势必通过鼓励采用贴标绿
色债券来拓展气候融资规模，仅能源转
型的成本就可达到50亿美元。39

中国气候相关债券市场情况分析
铁路主导了中国气候相关债券市场（占
中国市场总量的77%，即2487亿美元），
这也是交通运输主题占总债务80%的主
要原因。铁路公司由国家全力支持，铁路
债券规模大、流动性好。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公司是最大的债券发行人，累计发行
了2301亿美元的未偿付债券，占全球气
候相关债券发行量的25%，占中国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量的71%。

能源则是中国市场的第二大气候主题，
仅次于交通运输主题，约占气候相关债
券未偿付量的15%（485亿美元，37个气候
相关债券发行人）。前三大债券发行人是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占中国总量的3%, 
106亿美元）、中国三峡集团（3%，91亿美
元）和中国长江电力（2%，78亿美元）。

气候相关未偿付债务中，水资源、废弃物
和土地利用及农业主题的总量超过10
亿美元。水资源占总量的3%（106亿美
元，22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其中北
控水务集团是最大的发行人（27亿美元）
。废弃物主题有13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
人，发行量为24亿美元，大约占据总量
的1%；其中云南水务投资有限公司（<10
亿美元）在该主题中名列前茅。土地利用
和农业主题也占据了总量的1%（22亿美
元，3个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其中金光
纸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是最大的债券
发行人（15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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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期的债券在发行中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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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84%的CA债券由本地评级机构负责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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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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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债券最受欢迎，38%的累计交易量
在五年以内到期，37%的期限则为5-10
年。长期债券（包括10-20年和20年以上）
占累计数量的20%。

将近四分之三的交通运输债券为中长期
债券（可长达十年）。四分之一的交通运
输债券期限为10-20年，20年以上的债券
仅占发行量的1%。交通运输主题的债券
多为长期债券。

中国发行的气候相关债务几乎均以人民
币计价。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几乎都选
择了在岸人民币方式（将近99%，3213亿
美元）。其余的中国气候相关债务份额则
以美元（1%，27亿美元）和港币（<1%，10
亿美元）计价。

中国大部分气候相关债券由本地评级机
构评定（占总量的84%）。仅有一小部分
债券由国际评级机构评定（9%），其余的
7%则无评级。根据本地和国际评级机构
的评定结果，中国气候相关债券全部为
投资级别债券。根据本地评级机构的数
据，仅有不到1%为高收益债券。

拓展中国贴标债券发行规模的
机会
中国未偿付气候相关债券一半以上

（56%）将于2024年到期。也就是说，气
候相关债券发行人有机会通过贴标绿色
债券为其债务进行再融资。其中大多数
机会来自于交通运输主题，其次是能源
和水资源主题。另有697亿美元债券将于
2029年之前到期，也就是说，从2025年
开始，交通运输和能源主题的债券发行
人将有更多机会进行再融资。

一些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已进入贴标绿
色债券市场。中国三峡集团是第二大能
源主题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也是进军
贴标绿色债券市场的领先水电运营商；
有一笔交易也被指定用于欧洲的风能
项目，并通过了气候相关债券的标准认
证。40 其他进入贴标债券市场的气候相
关债券发行人还包括北控水务集团、南
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广核电力股
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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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新兴市场（EM）概览

新兴市场（EM）数据汇总
 • 121个与气候相关的发行人

 • 87个与气候完全相关的发行人

 • 34个与气候强相关的发行人

 • 23个国家

 • 23种货币

 • 1233亿美元的未偿付气候相关
债券

 • 发行量排名前三的公司：韩国电力
公司（253亿美元），印度铁路金融
公司（228亿美元），韩国铁路网管
理局（168亿美元）

 • 前三大气候主题：能源（620亿美
元）、交通运输（455亿美元）、水资
源（133亿美元）

亚太地区是新兴市场（EM）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区域

新兴市场（EM）占全球气候相关
债券市场份额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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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重点讨论新兴市场（EM）相关债券
问题。中国债券占据市场份额较大，这可
能使总数字和基本分析出现偏差，所以
我们将中国与其他新兴市场分开分析。
有关中国债券情况的深入分析，请参考
上一章。

新兴市场（EM）背景：“重建得更
好”挑战
气候变化对新兴市场（EM）构成了重大
威胁，许多新兴市场都面临着因气候危
机的影响而遭受重创的风险。海平面上
升、干旱期频繁出现，以及资源匮乏都可
能会使这些新兴市场国家面临严重的经
济衰退，也会严重制约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的实现能力。资源匮乏也可能导
致区域冲突。此外，新冠疫情在新兴市场

（EM）造成的风险严重影响了这些国家
吸引投资的能力。41 新冠疫情确实带来
了巨大威胁，但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会，有助于新兴市场（EM）重启并加速低
碳转型。

如何设计和实施有雄心的复苏计划，如
何将气候行动纳入其中，这也许是新兴
市场（EM）面临的最大挑战。强有力的、
可持续的复苏计划不仅可以支持经济增
长，还有助于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未来数十年的首要任务就是提升可持续
和气候复原力基础设施的投资。

迄今为止，许多国家的新冠疫情经济后
经济复苏计划还在继续支持、甚至纾困
污染行业。韩国承诺到2025年投资73.4
万亿韩元（约合620亿美元）用于低碳基
础设施，其绿色新政也将支持关键的碳
密集型产业（如航空和造船业）42。印度
经济刺激计划的很大一部分都着眼于煤
炭基础设施。哥伦比亚对可再生能源项
目的承诺中也包含了采矿业的支出建
议。43 但这种方式尚未达到许多新兴市
场（EM）国家已承诺的碳中和目标。现在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推动私营部门
的资本流出和流入，为低碳基础设施提
供资金，同时由新兴市场（EM）中央政府
提供公共资金并采取政策行动。

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发
行情况分析
新兴市场（EM）占全球气候相关债券体
量的14%，未偿付债券为1230亿美元，占
债券数量的38%（1260支）。这表明，与发
达市场（DM）和中国相比，新兴市场（EM）
的未贴标气候相关债券相对较少。

亚太地区占债券发行的主导地位（发行
量为73%，交易量为80%），其次是拉丁
美洲（发行量为24%，交易量为17%）；欧
洲新兴市场（EM）发行量和交易量均为
大约2%，而非洲所占的比例不足1%。

无论是从未偿付金额还是交易数量来
看，韩国都是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
券发行的最大来源。印度排名第二，其未
偿付金额略低于韩国的一半，之后是巴
西。前十名中的其余七个国家的未偿付
气候相关债务金额合计为160亿美元，其
中包括197个债券。

气候相关债券发行排名前10的新兴 
市场（EM）

国家 未偿付气
候相关债券

（美元）

市场份
额(%)

韩国 599亿 44

印度 286亿 25

巴西 162亿 9

哥伦比亚 73亿 4

泰国 26亿 4

哥斯达黎加 19亿 1

捷克共和国 13亿 <1

印度尼西亚 11亿 4

老挝 10亿 1

墨西哥 10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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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交易规模为5000万-2.5亿美元

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的到期情况

短期债券最受新兴市场（EM）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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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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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几乎占了市场的一半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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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元占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发
行量的主导地位（46%）。按体量计算，
印度卢比是第二大热门货币（22%），其
次是美元和巴西雷亚尔，各占市场的
10%。新兴市场（EM）未偿付气候相关
债券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软通货（89%），
仅有11%是硬通货。以硬通货形式发行
的债券发行人包括韩国水电与核电公
司、Electrobras SA、Empresas Publicas 
de Medellin和Instituto Costarricense 
de Electricidad。

新兴市场（EM）的平均交易规模较小，首
选的交易规模为5000万-2.5亿美元（占
总发行额的61%，占总交易数的54%）。
最大的交易（10亿美元以上）集中在拉
丁美洲，主要涉及能源主题（79%的交
易量，75%的交易数），其次是土地利用
和农业主题（21%的交易量，25%的交
易数）。

81%的债券为投资级别，几乎90%的新
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由国际评级
机构评定。全球大约有3%的债券由本地
评级机构评定，9%则没有评级。国际和
本地评级中，大部分气候相关债券为投
资级别，81%发行的债券至少为BBB级
别。AA级别债券几乎占了市场的一半，其
次是BBB级占31%，BB级占9%。

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中，短期债
券最受欢迎。约四分之一的累积体量将
在5年内到期，与5-10年期的债券相比，
略低一半左右。中期债券占了22%，其中
22%在发行后的10-20年内到期。长期券

（20年以上）仅占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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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韩国和哥伦比亚的前三大
发行人占市场份额的61%

新兴市场（EM）气候相关债券中，
能源主题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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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标债券市场的再融资机会
整个新兴市场（EM）的债券发行人在短
期内很可能通过贴标绿色债券为其债
务实现再融资，因为几乎一半的气候相
关未偿付债务（46%或570亿美元）将于
2024年到期，另有400亿美元（33%）将于
2029年到期。

韩国电力公司（KEPCO）和韩国水电与核
电公司是新兴市场（EM）能源主题中排
名前两位的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其已
进军贴标绿色债券市场。韩国电力公司
还为国内外新的可再生能源企业筹集资
金。而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已将贴标债
券发行用于国内外可再生能源、清洁交
通和绿色建筑主题。其他气候相关债券
发行人也已进入贴标绿色债券市场，包
括印度的ReNew Power公司--其中的一
笔交易也得到了气候债券标准和认证计
划的认证。根据气候债券2019年绿色债
券欧洲投资者调查显示，投资者希望购
买更多新兴市场（EM）债券发行人发行
的贴标债券。大多数开发银行都制定了
方案，通过GSS债券发行程序协助发行
人。这也有助于识别合格的资产、准备框
架，以及设计发行后报告。

新兴市场（EM）：能源主题分析
能源是新兴市场（EM）最大的气候主题，
有620亿美元的未偿付债券，占新兴市场

（EM）发行量的50%。在该主题中，66%
的发行量来自韩国和哥伦比亚的发行
人，这两个国家都确立了有雄心的可再
生能源目标。韩国承诺，到2030年将其可
再生能源电力份额拓展为20%，到2040
年拓展为30-35%；而哥伦比亚始终致力
于在2022年中期将太阳能和风能发电量
提升为总发电量的9%，在已有水力发电
的份额（70%）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哥伦
比亚还制定了新冠疫情后的绿色复苏计
划。44,45,46

巴西是第二大能源国家，仅次于韩国，拥
有价值105亿美元气候相关债券未偿付
量，占能源领域的17%。拉丁美洲最大的
电力公司——巴西电力公司（31亿美元）
约占巴西能源市场份额的29%。巴西拥
有丰富的可再生能源，特别是水电，该
国也拥有世界上碳密集度最低的能源
系统。47

混合可再生能源占能源主题的67%，包
括涉及多种合格能源活动的发行人，如
运营风能、太阳能和核能资产的公用事
业公司。核能因其低碳特性而被纳入本
报告中。但是，核能尚未得到气候债券标
准的认证，也未被列入欧盟分类标准。围
绕核能的辩论主要涉及其非气候特征，
如废弃物和事故。本报告已注意到这些
问题，但未深入讨论。

前三大发行人几乎占据了总量的90%：
韩国电力公司（61%）、韩国水电与核电
公司（20%）和巴西电力公司（7%）。

水电是第二大子主题（16%），紧随其
后的是公用事业（15%）。水电领域的
前三大发行人是印度和拉丁美洲：印
度国家水电公司（占水电总量的27%
）、Cemig Geracao e Transmissao 
SA（20%）和Isagen SA E.S.P.（11%）。几
乎一半的公用事业债务来自Empresas 
Publicas de Medellin公司，该公司是
新兴市场（EM）最大的气候相关债券发
行人之一。Instituto Costarricense de 
Electricidad排名第二，占20%，其次是
Copel Geracao e Transmissao SA（9%）。

风能占能源主题的2%，太阳能则占
1%。前三大风能债券发行人是Suzlon 
Energy Ltd（60%）、ReNew Power（17%
）和Narmada Wind Energy Pvt（8%
）。在太阳能领域，两家泰国债券发行
人发行的气候相关未偿付债务占55%
：SPCG PCL（33%）和Thai Solar Energy 
PCL（22%）。第三大债券发行人是台湾的
Gigasolar Materials Corp，体量为13%。

新兴市场（EM）气候主题
气候主题/等级 金额（美元） 市场份额(%) 发行人编号 最大发行人

1. 能源 620亿 50 71 韩国电力公司、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EPM公司

2. 交通运输 455亿 37 16 IRFC、韩国铁路网管理局、曼谷高速公路和地铁

3. 水资源 133亿 11 18 韩国水资源公司、Cia de Saneamento Basico do Estado 
de Sao Paulo和AEGEA Saneamento e Participaco

4. 土地利用和农业 15亿 1 8 Suzano SA、Moorim Paper和Pabrik Kertas Tjiwi Kimia

5. 信息与通信技术 11亿 1 4 Indosat、Bali Towerindo Sentra和Sterlite Technologies

6. 建筑 <10亿 <1 1 丽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 废弃物 <10亿 <1 3 台湾环境科学公司、Aguas Andinas SA和Insun 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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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银行可在发行GSS主权债券的整
个过程中为新兴市场（EM）提供支持。
例如，世界银行财政部高级财务官员
Farah Hussein将潜在的参与情况描
述为：

“世界银行向新兴市场（EM）公共部
门发行人提供技术援助，以开发可持
续的资本市场，促进市场可持续解决
方案，促进可持续投资， 并参与所

有投资ESG问题的对话。世界银行财政
部为促进GSS债券发行提供的技术援助
是其促进和资助可持续发展、鼓励透明
度和支持性监管、推动资源用于国家环
境和社会优先事项、设计和实施更好的
政策、加强机构、为发展战略提供信息和
促进全球议程等更广泛工作的一部分。 
世界银行财政部作为公正的中间人，与
发行人分享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包括市
场创新交易，如绿色债券、可持续发展债

开发银行在GSS主权债券发行中的作用
券和债务及风险管理实践、可持续方
面的专业知识，以及与市场参与者的
关系和召集能力。世界银行的可持续
金融技术援助计划一般由其自身的行
政预算、捐助者等提供所需资金。”

水电 
39%

公共运输 3%

铁路客运 2%

其他 <1

铁路基础
设施 
50%

铁路货运 
5%

新兴市场（EM）：交通运输主题
分析
交通运输主题占新兴市场（EM）气候相
关债券的37%（455亿美元），是第二大气
候主题。与铁路相关的债券占该主题的
主导地位，为97%。铁路基础设施占交通
运输债务的50%。剩下的一半为铁路综
合运输（39%）、铁路货运（5%）、公共运输

（3%）、铁路客运（2%）和其他（<1%）。“
其他”类别包括铁路服务、自行车、电动
汽车充电站和电动汽车。

公共运输 3%

铁路货
运

5%

促进新兴市场（EM）中电动汽车的普及

电动汽车在新兴市场（EM）的普及遇到
了几个障碍。在供应方面，需要安装可
靠的电源和充电基础设施；需要打破新
兴市场（EM）对石油的依赖；以及得到更
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认可，承认电动汽车
成为可替代方案。电动汽车已渗透城市，
而这些地方每年都会因交通运输污染造
成大量的过早死亡。48 虽然政府和市政
干预可以缓解目前新兴市场（EM）的电
动汽车商业盈利压力，并支持市场增长，
但私人资本投资仍可发挥其重要作用，
弥补由于缺乏公共财政资源而产生的差
距。49 气候相关债务有助于满足新兴市场

（EM）电动汽车市场的融资需求。

新兴市场（EM）能源气候子主题

气候子主题/排名 金额（美元） 发行人数量 最大发行人

1. 可再生能源组合 4020亿 20 韩国电力公司、韩国水电与核电公司、巴西电力公司

2. 水电 96亿 13 印度国家水电公司、Cemig Geracao e Transmissao SA和Isagen SA E.S.P.

3. 公用事业 93亿 14 Empresas Publicas de Medellin、Instituto Costarricense de 
Electricidad和Copel Geracao e Transmissao SA

4. 风能 <10亿 8 Suzlon Energy Ltd、ReNew Power Ltd和Narmada Wind Energy Pvt Ltd

5. 太阳能 <10亿 12 SPCG PCL、Thai Solar Energy PCL和Gigasolar Materials Co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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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市场（EM）：水资源和土地利
用及农业分析
在新兴市场（EM）中，水资源和土地利用
及农业在气候相关未偿付量中所占的份
额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四。

水资源主题的未偿付债务为133亿美
元。90%以上与水处理和供应有关，
其余部分则源于其他活动。前三大发
行人占气候相关未偿付量的85%。分
别是韩国水资源公司（70%）、Cia de 
Saneamento Basico do Estado de Sao 
Paulo（10%）和AEGEA Saneamento e 
Participaco（5%）。

其余的15%由其他15个发行人发行。

土地利用和农业主题包括15亿美元的未
偿付资金和8家造纸业发行人。前三大发
行人是Suzano SA（占气候子主题的83%
）、Moorim Paper Co Ltd（4%）和Pabrik 
Kertas Tjiwi Kimia Tbk（4%）。

由于人口和中产阶级的数量快速增长，
新兴市场（EM）的食品需求预计将急剧
增加。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干预，预计这将
对土地和自然资源造成更大的压力，并
继续挑战农业运营的环境极限。

为支持新兴市场（EM）的可持续经济增
长，必须削减温室气体排放，并增加气候
相关投资。

新兴市场（EM）交通运输气候子主题
气候子主题/排名 金额（美元） 发行人数量 最大发行人

1. 铁路基础设施 228亿 1 印度铁路金融公司

2. 铁路综合运输 179亿 2 韩国铁路网管理局、Ceske Drahy AS

3. 铁路货运 24亿 5 GMexico Transportes SAB de CV、MRS Logistica SA和Rumo SA

4. 公共运输 13亿 2 曼谷高速公路和地铁有限公司、SuperVia- Concessionaria de 
Transporte Ferroviario SA

5. 铁路客运 <10亿 2 台湾高速铁路公司、BTS集团控股公司

6. 铁路服务 <10亿 1 Eastcomtrans LLP

7. 自行车 <10亿 1 爱地雅自行车公司

8. 电动汽车充电站 <10亿 1 Signet EV公司

9. 电动汽车 <10亿 1 韩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新兴市场（EM）水资源子主题
气候子主题/排名 金额 （美元） 发行人数量 最大发行人

1. 水处理和供应 12 10 韩国水资源公司、Cia de Saneamento Basico do Estado de Sao 
Paulo和AEGEA Saneamento e Participaco

2. 水供应 <1 5 WHA Utilities and Power PCL、SmVAK和TTW PCL

3. 水/废弃物 <1 1 Cia de Saneamento do Parana

4. 水处理和供应/废
物管理

<1 1 IGUA SA

5. 基础设施 <1 1 Kuo Toong International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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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聚焦交通运输专题

交通运输占全球燃料
燃烧产生的直接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24%，
其中约四分之三来自
公路运输（45%来自
客运车辆，29%来自
货运）。50 2019年，交
通运输领域的排放量持续增长，这是由
于交通运输目前仍依赖以石油和天然气
为基础的内燃技术。2020年上半年，由于
新冠疫情的爆发，全球流动性急剧下降，
交通运输领域的碳排放也随之大幅减
少。51,52 为实现净零目标，从新冠疫情造
成的经济衰退中复苏，交通运输领域必
须采用更加可持续的技术。

随着世界向低碳电力系统转型，电动汽
车成为了传统燃料动力的可替代方案。
拓展其他主要技术创新（如氢气）有助于
加速淘汰交通运输领域相关的排放量。
长期以来，铁路运输始终是人们心目中
最节能的运输方式之一，因为每乘客公
里消耗的能源强度和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相对较低。然而，为了确保铁路运输
完全脱碳，就必须在电网迅速脱碳的同
时，实现从柴油牵引转为电气化铁路系
统的重大转变。

低碳公路运输：电动汽车和氢能汽车

长期减少碳排放需要
低碳技术方面的大量
投资。新冠疫情后的
恢复计划有助于使公
共政策与气候目标保
持一致，采取可靠的
步骤实现低碳转型。
全球的监管环境良好，技术发展迅猛，所
以脱碳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电动汽车
也正在蓬勃发展。虽然只有少数汽车制
造商通过低碳汽车（本研究中的气候相
关产物）获得了大量的收入，但国家和公
司的众多发展表明未来可期。

在中国，政府通过补贴、支持技术创新和
能源性能等干预手段塑造了成功的电动
汽车市场。53 非货币激励措施，如对汽车
制造商的强制性要求，为电动汽车保留
车牌和停车位，都是行之有效的。

在欧洲，法国和德国雄心勃勃，通过制定
政策，承诺支持交通运输部门的低碳转
型，这至关重要：

 • 2019年12月，法国率先通过立法规定
在2040年前逐步停止销售新的化石燃
料汽车。2020年，法国又宣布了一项价
值数十亿美元的刺激计划，以重新推
动当地汽车业的发展。这将大大推动
电动汽车的发展，因为法国的目标是
主导欧洲电动汽车市场。54

 • 德国承诺致力于在新冠疫情后实现绿
色复苏。为刺激需求，德国在第二季度
增加了电动汽车补贴计划，为市场价
格低于4万欧元（约合4.7万美元）的电
动汽车提供总额为9千欧元（约合1.06
万美元）的补贴。

此外，在2020年，英国承诺在2030年禁
止销售新的汽油和柴油动力汽车和货
车，目的是逐步淘汰使用化石燃料的汽
车。于是，英国成为G7国家中首个实现道
路车辆脱碳的国家。其他国家仍然需要
采取实质性的行动：例如，美国已经跟不
上欧洲的节奏，由于法规的放松和油价
的下降，美国的电动汽车市场持续低迷。

沃尔沃公司在2020年推出了一系列电动
卡车，这些电动卡车也是通过贴标债券
融资的。这些电动卡车将于2021年在欧
洲上市。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40年，沃
尔沃的各卡车产品不再使用化石燃料。
交通运输和物流行业不断推动重型车辆
的绿色过渡，因此，电动卡车已成为日益
引人注目的选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
公司加入沃尔沃的行列，努力实现重型
运输业的低碳化，并希望更多的公共和
私人投资可以投入到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和能源供应。

Getlink SE经营着国际运输网络；该公
司是欧洲交通基础设施和节能运输的
引领者。Getlink欧洲隧道公司持有海
峡隧道特许权，有效期至2086年，该公
司向运营商提供铁路网络，同时管理高
速客运列车（即欧洲之星）和货运列车
的运行。它还通过隧道提供捎带运输服
务。Getlink欧洲隧道公司的商业品牌自
成立以来始终致力于优化能耗和降低碳
足迹，在欧洲低碳运输的发展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与航空旅行相比，如果搭乘
火车从伦敦到巴黎，每位乘客可以降低
90%以上的碳排放。55

美国电动汽车市场的未来发展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加入零排放汽车计划的州的
数量，到目前为止仅有12个州加入了该
计划。2021年01月，美国总统乔·拜登宣
布，政府车队将由汽油驱动转为由美国
工会劳工制造的电动汽车，此举可能会
大幅提振美国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

气候相关研究表明，尽管采取了种种措
施，但汽车公司从电动汽车业务运营中
获得的收入份额仍然太小。因此，若要在
2050年实现净零目标，汽车公司必须增
加低碳汽车的投资。此外，增加低碳汽车
相关基础设施的投资也将促进电动汽车
技术的市场渗透率。例如，更清洁和更高
效的电池、改进范围、存储和扩展的充电
网络仍需进一步发展。

氢气

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力成本的下降，绿色
氢气收获了更多的关注度，在全球政策
和项目的推动下，目前发展势头强劲。

氢能汽车是推动交通运输行业脱碳化的
关键因素。目前仍需努力拓展氢能汽车
技术的规模和商业化，以便获得更多的
收益。我们将在第22页的“能源聚焦”部
分详细介绍清洁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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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电气化是交通运输脱碳化的关键

新冠疫情的爆发推动人们重新思考公共
交通运输方式。56 尽管由于采取了封锁和
保持社交距离等措施，去年的乘客量有
所减少，但即使通勤交通持续减少，公共
交通运输仍将在减少相关排放量方面发
挥关键作用。

铁路运输系统的电气化可以为低碳转型
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也可为新冠疫情后
的可持续绿色复苏带来机会。铁路网络
电气化的需求（例如，将城市柴油服务转
换为电动服务）与排放量息息相关，因为
目前许多铁路线仍然采用传统的燃烧技
术提供动力。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
据，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的电气化铁路运
输所占的份额最大，而北美和南美则继
续依赖柴油；在几乎所有地区，客运铁路
的电气化程度比货运铁路更高。57 传统
的电气化铁路网似乎在大多数地区占主
导地位，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的高速铁
路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投资需更专注
于拓展高速铁路网络，这可以成为短途
航班的可替代方案。遗憾的是，气候相关
研究中涉及的许多公司均未能在报告中
披露电气化铁路与非电气化铁路所占的
份额。而这种披露有利于提高透明度，并
鼓励有针对性的投资。

交通运输行业中的气候相关发行人示例

特斯拉公司仍然保持电动和氢能汽车制
造领域的市场领导地位，并将自己独特
地定位为世界上首家完全一体化的可持
续能源公司。目前，特斯拉的产品包括各
种电动车型和相关零部件、电池能储、太
阳能板和太阳能屋顶。

法国国家铁路公司是欧洲低碳运输的
重要参与者，致力于持续改善碳绩效。
该公司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5
年淘汰柴油动力，并在2022年部署氢动
力列车。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已与可再生
能源供应商签署了购电协议，并始终致
力于开发太阳能方案，以保证自身的电
力需求。

尽管近年来对低碳运输的投资有所增
长，但要实现1.5℃的气候目标，仍需交
通运输部门大幅减排。迫切需要拓展低
碳技术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从化石燃料
转型。增加来自和进入气候相关实体的
投资，这有助于弥补资金缺口，达到气候
目标所需的规模和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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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聚焦绿氢、低碳氢气专题

绿色和低碳氢气
今天的氢气现状

氢是宇宙中最轻和最
丰富的元素。在地球
上，它主要存在于水
和碳氢化合物中，主
要用于生产化肥和炼
油。氢气生产是碳密
集型产业，首选工艺
通常是蒸汽甲烷重整（SMR），这将生产“
灰色”氢气。据估计，仅灰色氢气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就相当于英国和印度尼
西亚的排放量之和。58

明天的氢气前景

如果可以通过成本效益的方式脱碳生产
氢气分子，那么氢气就可以在整个能源
系统中发挥重要作用。它可以成为许多
行业脱碳化的多功能解决方案。现有的
工业流程也有其优势，但氢气可以在运
输（包括航运和航空）以及家庭和工业加
热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氢气可提供能
储解决方案，进而促进可变可再生能源

（VRE）的普及。

生产氢气的最清洁方式是通过使用可
再生能源电解水产生“绿色”氢气。虽然
目前电解的成本很高，但可再生能源领
域正在快速降低成本，所以这一方式的
可行性很高。之前的数据表明，另一个成
本障碍是电解器的成本，由于目前电解
器的装机容量和规模都很小（2019年电
解器的装机容量仅为25MW），因此成本
很高。59

另一种生产方法是将SMR与碳捕获和封
存（CCS）相结合，以产生“蓝色”氢气。

与绿色氢气的成本相比，目前天然气的
成本很低，如果能大规模实现CCS，这将
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解决方案。这种方
法可以加速过渡，也是《欧盟分类法》的
关键机制之一。

氢气投资 - 公共部门

为广泛采用绿色/低碳氢气，公共部门需
要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吸引私人
投资，推动成本下降。下表总结了当前的
公共政策，虽不详尽，但也表明了氢气推
动实现净零目标的重要作用。

氢气投资 - 私营部门

Iberdrola与Fertiberia开展合作，于2021
年在西班牙南部建造了欧洲最大的
20MW电解厂。专用太阳能将产生氢气，
然后供给合成给氨厂。该项目源于更广
泛的伙伴关系，该伙伴关系将投资17亿
欧元，在2027年之前开发800MW的绿色
氢气产能。60

同样的，沃旭能源公司合作生产的海上
风电将为50MW的电解器提供动力，生产
绿色氢气，在2024年取代BP公司在德国
林根炼油厂的灰色氢气。61

氢气和气候相关

2019年，电解器的装机容量仅为25MW，
当时，氢气并未在分析中占据突出地
位，但这将会是未来十年值得关注的技
术。我们的分析中仅涵盖了美国的Plug 
Power Inc，这家公司主要关注燃料电池
供应链中的氢气生产。然而，大多数氢气
投资被纳入气候子主题“可再生能源组
合”中，由于数量较小，不足以归入氢气
气候子主题。因此，促进各部门的氢气生
产和应用可能需要更多的投资。

追踪氢气经济

气候债券的气候相关分析（以及贴标债券
报告）是追踪氢气投资增长情况的有效方
式，其他信号和指标也可提供这种技术发
展的洞察，成为通往净零目标的桥梁。

一、 公共部门的投资：
 • 以市场为基础的工具，旨在降低项目的
融资成本，确保更便宜的低碳发电方
式。为此，英国建立了差价合约（CfD）
计划，用于支持绿色氢气技术的部署。

 • 公共资本的支持有助于降低全新绿色
氢气项目的风险。可以通过信用增强
机制、担保和其他工具，吸引用于绿色
氢气的私人投资。

二、氢气与替代品的竞争力：
 • 2050年之前，绿色氢气的生产成本必
须下降到0.7-1.6美元/公斤，才可与天
然气相抗衡。62 

 • 交通运输部门对电动汽车的关注不断
增强（成本迅速下降、快速推广、效率
提升、现有电网基础设施），氢气可能
更适合于重型货车（HGV），也将成为航
空和航运的潜在低碳燃料替代品。

三、氢气的贸易和经销：
 • 将氨作为氢气载体，在供不应求时鼓
励运输和能储，并推动资源丰富的国
家和生产潜力有限的国家之间交易氢
气产品。

 • 氢气作为北非的潜在新能源载体，将
极大地促进欧盟的氢供应。通过改造
现有天然气网实现跨洲管道连接，能
够将可再生能源输送至欧洲。

绿色低碳氢容量
国家 容量目标 资金

欧盟63 到2030年达到40GW（电解器） 260亿-440亿欧元

德国64 到2030年达到5GW（电解器） 70亿欧元+20亿欧元外国直接

投资

英国65 到2030年达到5GW（低碳） 2.4亿英镑

荷兰66 到2030年达到3-4GW（电解器） 每年3500万欧元

葡萄牙67 不严格 – 目标：减少3亿-6亿欧

元的天然气进口

70亿欧元

西班牙68 到2030年达到4GW（电解器） 90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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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聚焦房地产公司专题

在气候相关分析中，房地产公司和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已分开进
行讨论，因为这些公司往往很难分类。
一般很难确定与高能效绿色建筑相关
的收入流份额。行业认证方案和量化
能源效率和/或改进的指标在不同的
建筑类型（新的或现有的）和不同的国
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比较和
评估这些公司的气候相关情况就显
得非常困难。也鲜有公司提供相关基
础假设。

指标

我们通过不同的分析框架简化房地
产公司对其环境影响的报告情况。发
行人信息、目标和环境绩效中涵盖了
一系列的指标，用于近似衡量房地产
公司应对环境和气候问题的方式。评
估了“同类最佳”的房地产公司和他们
在报告中使用的指标后选择了相应
的标准。

我们的分析框架以各种标准组合为基
础，其中既包括关于建筑性能的技术参
数，也包括与透明度、披露、脱碳化战略
和目标有关的二元评估类型。根据框架
设计原理，“打钩最多的公司”也就是绩
效最佳的房地产公司。我们的标准包括：

 •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 总能耗

 • 能源强度

 • 总耗水量

 • 耗水强度

 • GRESB参与情况

 • 列入CDP的A级名单

 • 绿色债券/贷款的发行情况

 • 公司设定的科学气候目标

 • 确定公司层面的过渡方式

 • 在管理的投资组合中，具有前两个建
筑认证标准之一的百分比

范围

选择的公司是截至2020年06月未偿债
务排名世界100强的房地产公司。仅经
营通信房地产的公司（如通信塔）未包
含在内。

数据来源和计分

这项研究以公开资源为基础，如公司
网站、年度报告、企业可持续发展报
告、CDP、GRESB以及气候债券数据
库。通过各种指标更全面地了解公司
纳入和设定环境和气候指标的方式。

评估公司的评分系统：符合每个标准
的公司可以获得一组分数，每个标准
根据相关性进行加权计算。绩效最佳
的公司就是总体得分最高的公司。附
件一中列明了标准清单及相关加权分
表格。

房地产分析方法论

介绍
许多房地产公司、房
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REIT）、建筑公司和
基金拥有经认证的绿
色建筑、开发节能建
筑，和/或投资升级能
效。越来越多的房地
产公司也认识到向低碳建筑转型的紧迫
性。然而，企业报告中很少明确显示有关
建筑组合的绿色资质信息。

此外，房地产行业的评估也有其独特的
挑战性，因为房地产涉及各种不同的用
途、要求和外部投入，产生的环境绩效
也大不相同。无法通过单一指标定义“绿
色”房地产公司的多面性。相反，

我们考虑了各种指标，组成广泛性的观
点（参考以下方法论）。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采用适用于广义房地产行业的指标：
如果一家公司能够满足这些标准，那么
它就更倾向于开发绿色项目。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建筑物和建筑
部门的能耗占世界最终能耗总量的三分
之一以上，占直接和间接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的近40%。69 我们相信，房地产行业
的这一特点有助于人们深入了解该行业
目前采取的措施，缓解气候变化，发展绿
色和有韧性的资产。

调查结果
在100家接受评估的公司中，25家公司
发行了绿色债券或贷款，其中15家还发
行了不止一个。

这表明，通过绿色债券为低碳绿色建筑融
资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政府出台新政策
激励低碳建筑发展的时候尤其如此。

几乎一半的公司都制定了未来数年内需
要达到的环境绩效目标。这些目标各有
不同，所需的时长也不一样。通过科学方
式制定的目标是符合气候科学的减排目
标。在此次调查中，仅有10家公司设定了
这样的目标和明确的环境绩效标准，因
此，他们的排名也较高。此外，我们的调
查还包括：公司是否清楚地标明了减排
和降低环境足迹的历程。很多方式都可
以实现这一点，比如：制定中期目标和投
资计划，但很少有公司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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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已出台政策，帮助企业设定目
标。例如，德国政府在2019年气候行动方
案中，为国内房地产行业制定了雄心勃
勃的愿景，即：到2030年将年度二氧化
碳排放量从1.2亿吨二氧化碳/年（截至
2019年）减少到7200万吨二氧化碳/年。
其他政策包括《欧盟建筑能源性能指令》

（EPBD），该指令规定了立法框架，以实
现欧盟绿色交易的更广泛目标。《欧盟建
筑能源性能指令》（EPBD）旨在提升现有
建筑的能效，而自2020年12月起，所有
新建筑必须是“近零能耗建筑”（NZEB）。

《欧盟建筑能源性能指令》（EPBD）还将
致力于确保欧盟成员的建筑不受气候影
响，目标是到2050年实现完全脱碳。70,71

房地产公司越来越希望达到最高的建筑
认证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获得绿
色债券的融资资格。这些认证计划包括
BREEAM、LEED、NABERS等标准，以及
全球各地开发商采用的其他标准。但研
究也表明，无法获取公司层面的相关数
据。分析中，超过一半的公司报告称，绿
色建筑是其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虽然这
些信息很有价值，但报告往往并未包含
相关报表，内容不够详细。描述投资组合
或管理资产中经最高标准/级别认证的
百分比指标，有助于识别具备最佳环境
资质的公司。

100家公司中仅有17家符合设定标准中
三分之二的要求。这表明，改善环境绩效
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考虑因素
房地产公司利用绿色金融工具为低碳房
地产项目融资的空间相当大。绿色债券
可以证明一个实体正在开发绿色建筑组
合，以降低环境足迹。

报告中鲜少提及达到最高认证级别（如
LEED金奖和BREEAM优秀奖）的建筑
比例。绿色债券发行的配套文件中通常
会提供这类信息，如框架和第二方意见

（SPO），采用这些方式的实体可以通过
年度报告分享其认证建筑的百分比。这
些信息有助于识别环境绩效良好的投资
组合实体。最好的方式是在报告中提及
管理面积或可出租总面积的百分比。

标准化报告（如GRI协议）虽然具备一定
的优势，但并不能区分公司的最佳环境
绩效。在此次评估中，大约有一半的公司
已经报告了能耗和水耗情况，100家公司
中大约有60家报告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情
况。仍有相当数量的公司没有采用这些
报告方式。此外，采用共同的报告指标有
助于比较公司的同类情况。例如，最常用
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指标是kgCO2e/m2，
但还有其他指标，这不利于横向比较。

据MSCI估计，2019年专业管理的全球房
地产市场价值为9.6万亿美元。72 作为能
耗大户，他们对环境的影响极大，需要迅
速转型，帮助行业整体脱碳。开发商、管
理者和投资者有责任要求在该领域使用
更高的环境标准。目前行业正在向更可
持续的建筑组合转变。一些实体只是将
绿色建筑作为投资组合的一部分，而其
他实体则承诺所有新开发的项目都将符
合最高级别的建筑认证计划。配备正确
的工具和政策激励之后，房地产行业的
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有助于推动气
候友好型投资组合的进一步发展。

法国房地产公司Gecina最近有了新进
展：2021年05月，该公司将其债务组
合重新归入绿色主题。Gecina将其价
值56亿欧元的15个未偿付债券贴标为
绿色债券，并承诺未来发行的所有债
券都将贴标为绿色债券。73 该公司于
2021年04月公布了这一宏图伟愿，并由
Sustainalytics负责审查。Gecina并未位
列绩效最佳的公司之中，因为重新贴标
工作是在本研究进行了近一年之后才完
成的。然而，Gecina已承诺在2030年前确
保运营建筑组合以及公司层面实现碳中
和，因此它可能有资格成为首家气候相
关的房地产公司。

绩效最佳的前20家房地 
产公司：
1. 波士顿地产公司

2. 亚历山大房地产股份公司

3. CPI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4. ICADE

5. 数字房地产信托有限公司

6. 爱恩铁山公司

7.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8. Unibail-Rodamco-Westfield

9. Frasers Property Ltd

10. 西蒙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1. 嘉德置地有限公司

12. Regency Centers Corp

13. 希慎兴业有限公司

14. Brixmor Property Group Inc

15. Fastighets AB Balder

16. Vonovia SE

17. Samhallsbyggnadsbolaget 
i Nord

18. Norstar Holdings Inc

19. Welltower Inc

20. Klepierre 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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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结语

为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并避免灾
难性的气候影响，必须改革全球经济。《
巴黎协定》以及最近由美国牵头的领导
人气候峰会，都显示出全球绿色经济转
型的势头有所增强。确定相关细分市场
规模有助于公司和金融市场利益相关者
充分把握低碳转型带来的机会。

除了1.7万亿美元贴标GSS债券之外，本
研究还发现了气候相关债券发行人发
行了9132亿美元的未偿付非贴标债券，
关注的焦点是企业。因此，流向气候相
关资产和活动的资本比仅通过GSS债
券市场完成的融资更多。然而，选定相
关工具时面临着一些挑战。尽管在确定
适当、标准化的气候和更广泛的可持续
发展报告实践时付出了诸多努力，包括
CDP、GRI、TCFD和SASB倡议，而且七国
集团最近也开始支持强制披露气候相关
风险，但公司报告往往忽略了对投资者
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FMP）而言最重
要的信息。74 例如，对于开展多样化业务
活动的公司而言，很难评估与绿色业务
线特别相关的公司收入。此外，各国和
各实体对“绿色”资产和活动的定义仍不
尽相同，也缺乏明确和一致的衡量标准
界定相关的可持续性影响，这就加剧了
评估资产组合或实体整体绿色风险的困
难程度。

于2020年07月生效的《欧盟分类法》提
出了大致的框架，旨在克服与绿色定义
和企业报告相关的缺陷。《欧盟分类法授
权法案》列出了一份对减缓和适应气候
变化有重大贡献的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
清单，为投资者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

（FMP）提供了共同的语言参考。75 此外，
《欧盟分类法》还提出了额外的法律披

露义务，将于2022年01月生效。欧盟可持
续发展报告标准包括《欧盟非财务报告
指令》（NFRD），该指令要求“公共利益公
司”每年报告可持续发展信息，而《公司
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则建议引
入更详细的报告要求，并将NFRD的范围
拓展为所有大规模公司和一些中小规模
的企业。欧盟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与《可
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FDR）的协同效应 
强制要求资产管理公司和其他金融管理
公司披露ESG相关信息，这有助于推动
一致性和透明度，从而有利于识别气候
相关投资。

气候相关领域表明，主题债券市场之外
也存在绿色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发
行人可通过贴标债券实现商业运作再
融资。这也有助于他们启动资产和活动
的绿色标记过程，从而更加熟悉绿色定
义、影响报告的实践和更广泛的可持续
性披露最佳实践。贴标工作也有助于确
定企业制定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从
而实现净零排放目标。法国房地产公司
Gecina为此开创了先例：该公司最近将
其债务组合重新归入绿色标签，并承诺在
2030年实现建筑组合的碳中和目标。正如
气候债券2020年绿色债券司库调查所述，
贴标债券将带来额外的优势：更广泛和更
有粘性的投资者基础和新的参与机会，提
高声誉和知名度，并加强公司内部整合。

预计气候相关领域的增长主要来自欧洲，
其已准备采用有利的监管制度，有效识别
促进气候相关投资。欧洲气候相关债券发
行人也可拓展全球供应链债券市场的规
模，目前，该市场已供不应求。欧洲中央银
行表示，已通过7万亿欧元APP购买了约
20%的欧洲绿色债券，并计划在未来加大
力度，拓展到其他GSS标签领域。

最近，德国联邦银行行长Jens Weidmann
也对中央银行将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纳
入其风险管理框架的重要性发表了评论，
他建议欧元系统只应考虑购买符合气候
相关报告要求的发行人发行的债券或将
它们作为货币政策的抵押品。76

其他地区也有气候相关投资机会：中国
和北美拥有大笔未偿付量和发行人，但
由于各国和各地区的绿色定义和报告标
准并不统一，可能会导致低估这些地区
实际的气候相关投资机会。 气候债券分
类法和欧盟分类法就是一个起点，为在
全球范围内提出了普适性绿色定义提供
了一个起点，并为公司和其他实体提供
了政策激励，鼓励其适当报告其公司的
环境影响。新兴市场（EM）发行人也可通
过报告的最佳实践和贴标债务提高自身
形象，吸引更多的机构投资--特别是来自
发达市场（DM）的投资。



气候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与发行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21  27

附件一

评估公司的评分系统：符合每个标准的
公司可以获得一组分数，每个标准根据
相关性进行加权计算。绩效最佳的公司
就是总体得分最高的公司。下表显示了
每个标准及其相关的加权分数。

二元标准
标准 得分

是 否

GRESB参与情况 1 0

列入CDP的A级名单 1 0

绿色债券/贷款的发行情况 2 0

多次发行绿色债券 2 0

公司设定的科学气候目标 2 0

确定公司层面的过渡方式 1 0

技术参数
标准 得分

是 – 根据规
定的指标

是 – 其他
指标

否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范围1和2）TCO2e

2 1 0

温室气体排放强度 
(kg/CO2)

2 1 0

总能耗(MWh) 2 1 0

能源强度(MWh/sqm) 2 1 0

总耗水量(m3) 2 1 0

耗水强度(m3/m2) 2 1 0

在管理的投资组合中，拥有
前两个建筑认证标准之一
的比例（%）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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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一般代理1 

一般代理2 

假设1

假设2 

假设3

符合条件的发电量（GWh/a）占公司投资组合中总发电量的百分比
（GWh/a）分摊到发电收入中。

气候相关发电装机容量（GW）作为公司组合中总装机容量的一部分
（GW）分摊到发电收入中。

来自化石燃料（天然气/煤/石油）的收入数额并不明确，并未计入。

缺乏对某些活动的描述性信息，如“回收能源”、“热能”或“区域供 
热”，并未计入。

如果发行人的资产组合跨越多个符合条件的业务活动且数量巨大，
那么它们则归入“可再生能源组合”项下。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
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公用事业 能源生产 一、 如果是垂直整合（即：拥有发电资产以及传输和分配系
统），则包括在内

二、根据合格能源的发电量百分比计算出对等情况，并通过
一般代理方法分摊于公司的总收入

三、如果只拥有传输和分配系统，则不包括在内

传输/分配

电网 基础设施 一、 基础设施支持可再生能源或能源效率系统的整合及负
载平衡

分布式 二、如果目的是为了降低可再生能源的缩减情况

CT/智能电网应用 不适用

太阳能 能源生产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风能 能源生产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地热 发电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生物能源 生物燃料/生物
质/沼气生产

一、 源自可持续原料的生物燃料

生产 一、 源自可持续原料的生物燃料

供应链设施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水电 发电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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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
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危险废弃物管理 适当处置危险废
弃物。

不适用

废弃物管理 从开始到最终处
置的废弃物管理
过程/活动。

不适用

废弃物处理 限制废弃物对环
境影响的过程/
活动。

不适用

废弃物转化为
能源

废弃物转化为能
源工厂（如焚烧、
气化、热解和等
离子体）。

与石油和天然气无关

循环经济 消除浪费，持续
利用资源。

不适用

循环利用 新产品中重复利
用材料。

不适用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海洋可再生能源 发电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核能 能源生产 不适用

采矿设施 不适用

电池和能储 一、 通过制造电池部件（如锂材料）或其他气候相关资产（如
与太阳能光伏发电相关的电池能储应用）获得的收入。

氢气 发电 不适用

存储 不适用

制造/供应链 不适用

化石燃料 石油、天然气、
煤炭

自动排除在外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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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假设1 

假设2 

一般代理1 

一般代理2

一般代理3

一般代理4

如果铁路和地铁公司的广告、商店设施或其他铁路或火车站相关资
产的总收入流占总额的10%以下，则为气候相关收入。

巴士和长途车也包括其中，因为一般而言，它们的二氧化碳/乘客效
能比汽车更高。

如果没有更详细的信息，货运铁路的相关情况则可能需要按比例进
行分析（即与化石燃料有关的产品数量/体积占产品类别总数/体积的
比例）。

包括客运和货运设备、机车车辆等的制造。

包括巴士/长途车的制造。

用于汽车市场的塑料材料产品不符合相关条件。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
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自行车 自行车 不适用

运营（如租赁车队） 不适用

储存（电动汽车
电池、能储）

不适用

电动汽车和混合
动力汽车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如租赁车队） 不适用

充电站 不适用

氢能汽车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如租赁车队） 不适用

传统巴士/长途车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 不适用

电动汽车和混合
动力巴士/长途车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 不适用

充电站 不适用

氢能巴士/长途车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 不适用

地铁/轻轨 制造、经销 不适用

运营 不适用

客运铁路 制造(滚动存货) 不适用

运营 不适用

基础设施 不适用

服务 不适用

货运铁路 制造(滚动存货) 不适用

运营 运输煤炭、石油、石油产品、天然气和其他类似货物以外的物品

航海船舶 运营 与乘客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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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ICE客运车辆 制造、经销 不包括

运营（如租赁车队） 不包括

铅酸电池 能源生产 不包括

废弃物

假设1 
 

假设2

与水资源主题有关的大多数活动是气候相关活动，因为水资源是生
存的必要条件。联合国大会明确指出，人类应享有水资源和卫生设施
的权利，并认为清洁饮用水和卫生设施是实现人权的关键所在。

对于水务管理公司而言，其他相关资产（如水表和水管设施）的收入
应纳入考量范围，因为它们是水基础设施系统良好、可持续运营的必
备条件。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
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基础设施 确保供水系统正
常运转的基础
设施。

不适用

水/废弃物 与水管理/供应和
废水管理相关的
活动。

不适用

水管理 一般配水活动。 不适用

水供应 雨水收集系统、
重力式水渠系
统、抽水式水渠
或配水系统、梯
田系统、滴灌、漫
灌和枢纽式灌溉
系统。

不适用

水处理 饮用水处理、海
水淡化厂、水循
环系统、废水处
理设施、粪便和
泥浆处理设施生
态滞留系统、水
流力减少机制。

不适用



气候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与发行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21  32

土地利用和农业

一般代理 当产品或工艺获得FSC标准或同等国际认
可计划认证时，相关土地利用和农产品的
创收为气候相关收入。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认证产品 商业活动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假设

经2BSvs（生物质生物燃料可持续性自愿认证
计划）认证的产品

生物能源 不适用

作物

经ASC（水产养殖管理委员会）认证的产品 渔业 不适用

经Bonsucro认证的产品 作物（甘蔗） 不适用

经公平贸易认证的产品 作物 不适用

经FSC（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的产品 纸张和纸浆 不适用

经国际可持续发展与碳认证（ISCC）认证的产品 供应链 不适用

生物基原料 不适用

可再生能源 不适用

经海洋管理委员会（MSC）认证的产品 渔业 不适用

经PEFC（森林认证体系认可计划）认证的产品 林业 不适用

经雨林联盟认证的产品 林业 不适用

作物 不适用

经RedCert认证的产品 生物质 不适用

生物燃料 不适用

生物液体 不适用

生物基原料 不适用

经可持续生物材料圆桌会议（RSB）认证的产品 生物质 不适用

生物燃料 不适用

生物材料 不适用

经RSPO（棕榈油可持续发展圆桌会议） 
认证的产品

作物（棕榈油） 不适用

经RTRS（负责任大豆圆桌会议）认证的产品 作物（大豆） 不适用

经SFI（可持续林业倡议）认证的产品 林业 不适用

林产品 不适用

经FSA认证的产品 作物 不适用



气候投资机会：气候相关债券与发行人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2021  33

信息与通信技术

假设1

假设2 

假设3

与宽带网络、连通性和电源管理相关的活动为气候相关活动。

与IT解决方案（即云计算、电信、广播）相关的基础设施为气候 
相关设施。

电子设备的生产不属于气候相关生产。

资格认证

始终包括

如果符合筛选条件，则
包括在内

不包括

筛选条件 - 气候相关活动需
要满足的条件

资产/活动类型

子部门业务活动 活动类型 资格认证 筛选条件

宽带网络 光纤和电缆网络 不适用

支持性基础设
施（如互联网交
换点）

不适用

连通性 基础设施和网络
管理

不适用

IT解决方案 云计算 不适用

电信基础设施 不适用

广播基础设施 不适用

电源管理 用于远程电源管
理的基础设施、
软件和硬件

不适用

现场电源管理 不适用

电子产品 电子设备 用于移动设备和除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以外的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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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和支持：Krista Tukiainen、Caroline Harrison和
Bridget Boulle

尾注 
1. MSCI，市场分类，2021年。
2.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绿色债券欧洲投资者调查，2019年。
3. 更多详情请参见“研究方法论”部分。
4. 如果无法根据业务线/细分的收入细目确定气候相关情况，则
可通过一系列的假设和代理完成；假设和代理列于“气候相关活
动”表中。
5. 截至2020年09月31日，所有非贴标气候相关数据。
6. 所有数字均转换为美元；汇率为气候相关债券的“发行日期”。
7.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20年可持续债务全球市场状况，2021年。
8. OECD，未来气候的融资：反思基础设施，2018年。
9. 气候政策倡议，2019年全球气候融资状况，2019年。
10. 气候政策倡议，2019年全球气候融资状况，2019年。
11. 包括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展贴标债券。
12.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2020年可持续债务全球市场状况，2021年。
13. 有关中国气候相关债券市场的更多详情，请参见第13-14页
的专门章节。 
14. 气候债券通过国际和本地评级机构评级；如债券没有评级，则
使用实体层面的评级。下面的图表展示了综合评级情况。
15. 请注意，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和房地产公司未包括在建筑主
题中。请参见第24-25页第9章节
16.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绿色债券司库调查，2020年。
17. 金融稳定委员会，关于气候相关风险的披露工作组的建
议，2015年。
18.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2020年欧盟环境披露状况，2020年。
19. UNFCC，《巴黎协定》，无日期。
20. 欧盟委员会，欧盟气候行动和欧洲绿色交易，无日期。
21. 欧盟委员会，欧盟可持续活动的分类法，无日期。 
22. 欧盟委员会，问题与解答：分类法气候授权法和授权法修正案
关于信托责任、投资和保险咨询，2021年。
23. 欧盟委员会，可持续融资方案，2021年。
24. 路透社，要点：拜登地球日峰会的关键要点，2021年。
25. 白宫，执行摘要：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2021年。
26.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2021年考
试优先事项，2021年。
27.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宣布成立专注于气候和ESG问题的
执法工作组，2021年。
28. 欧盟委员会，可持续金融分类法--条例（欧盟）2020/852，2020年。
29. 有关研究范围的更多详情，请参见第3页的研究方法论。

30. 截至2021年04月30日为2420亿美元。
31. 有关日本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市场的详情，请参见“2020年日
本绿色金融市场状况”，网址：https://www.climatebonds.net/
resources/ 
32. 如欲了解更多见解，请参见第21-22页的“聚焦：低碳交通”部分。
33. 气候债券通过国际和本地评级机构评级；如债券没有评级，则
使用实体层面的评级。下图显示的是综合评级情况。
34. 如果发行人的资产组合涉及多个符合条件的业务活动且数量
巨大，则将其列于“可再生能源组合”中。
35. 国际能源署，铁路的未来，2019年。
36.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国的高铁线路在2020年底
突破37900公里，2021年。
37. Shan, Y., Huang, Q., Guan, D., Hubacek, K.，2016-2017年中
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统计,2020年。
38. 路透社，要点：拜登地球日峰会的关键要点，2021年。
39. 路透社，中国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账单可能超过5万亿美
元，2020年。
40.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无日期。
41. Bhattacharya, A., Calland, R., Averchenkova, A., Gonzalez, 
L., Martinez-Diaz, L., Van Rooij, J.，履行1万亿美元气候融资承诺
和转变气候融资，2020年。
42. 全球标准普尔，专题报道：韩国的绿色新政面临成本和政治的
障碍，2020年。
43. 碳简介，新冠病毒：追踪如何通过全球“绿色复苏”计划实现减
排目标，2020年。
44. Lee, J-H., Woo, J.，韩国绿色新政政策：可持续发展转型的政
策创新，2020年。
45. 国际水电协会，哥伦比亚国家概况，2018年。
46. 世界银行博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绿色复苏是可能和
必须实现的，2020年。
47. 国际能源署，《电力市场报告》，2020年，
https://www.iea.org/reports/electricity-market-report-
december- 2020/2020-regional-focus-americas#abstract.。
48. Meszaros, F., Shatanawi, M., Ogunkunbi, G.，新兴经济体电动
汽车市场面临的挑战，2020年。
49. 麦肯锡咨询公司，远离利基市场：电动汽车成功上市模式的七
大步骤，2020年。 
50. 我们的数据世界，汽车、飞机、火车：交通运输系统的二氧化碳
排放从何而来？，2020年。

51. 国际能源署，交通运输：提升客运和货运的可持续性，2021年。
52. Liu, Z., Ciais, P., Deng, Z.等人，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近实时监
测揭示出新冠疫情的全球影响，2020年。
53. Zhang, X., Liang, Y., Yu, E., Rao, R. & Xie, J.，中国电动汽车政
策回顾：内容摘要和效果分析，2017年。
54. 欧洲汽车新闻，法国推出全新的电动汽车激励措施（价值
13000美元）位列欧洲第一，2020年。
55. 欧洲之星，火车与飞机，无日期。
56. OECD，新冠疫情和低碳转型：影响和潜在政策反应，2020年。
57. 国际能源署，铁路的未来，2019年。
58. 国际能源署，氢气的未来，2019年。
59. 国际能源署，氢气，2020年。
60. Iberdrola，Iberdrola将建造欧洲最大的工业用绿色氢气工
厂，无日期。
61. Bp，Bp和沃旭能源公司将在德国建立可再生氢气伙伴关
系，2020年。
62. BloombergNEF，氢能经济展望，2020年。
63. 欧盟委员会，欧洲清洁氢气联盟，2020年。
64. 路透社，德国拨款100亿美元用于拓展氢能，2020年。
65. 英国政府，绿色工业革命的十大计划，2020年。
66. 荷兰政府，政府氢气战略，2020年。
67. 葡萄牙共和国，葡萄牙国家氢气战略，2020年。
68. 路透社，西班牙批准氢气战略以刺激低碳经济，2020年。
69. 国际能源机构，建筑：巨大的未开发效能来源，无日期。
70. 欧盟委员会，建筑物的能效指令，2021年。
71. 欧盟委员会，近零能耗建筑，2020年。
72. MSCI，2019年房地产市场规模，2020年。
73. Gecina，Gecina的债券发行已100%转变为绿色债券，2021年。
74. 汤森路透基金会新闻，七国集团支持强制披露气候风险，2021年。
75. 欧盟委员会，问题与解答：分类法气候授权法和授权法修正案
关于信托责任、投资和保险咨询，2021年。
76. 德国中央银行，Weidmann：我们所有人都应直面气候变化，做
出自己的贡献，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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