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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要实现全球净零碳排放转型，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新的商业和工业

革命。包括发电、制造、运输、住房和农业等在内，整体经济的

每个行业都必须做出巨大改变。转型将涉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从

国家政府、大型企业到居民个人。 

要避免严重的气候变化，我们最迟需要在 2050 年之前完成低碳转

型。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报告所述，除非我们将全球平均气温升幅

控制在远低于 2°C，最好低于 1.5°C，否则全球可能面临对自然栖

息地、经济增长和社会联结的不可预测的严重破坏。我们也不能

承受将转型留到最后一刻的后果。挑战如此之大，因而我们现在

就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将全球经济向低碳能源转型，同时还要采

取更多措施保护和恢复世界各地的碳沉降资源。 

这一转型需要大量投资——未来几十年需要数万亿美元的新增可

持续发展资金投入。银行可以在这一领域发挥重要作用。除了负

责与其自身运营足迹相关的碳排放，银行还可以作为个人、企业

和政府的气候合作伙伴，提供和引导融资用于投资可持续发展的

商业模式。 

近年来，许多银行做出了净零承诺，并认同在气候转型中可以发

挥应有作用。现在所需要的是，让银行清楚地知道如何建立其净

零战略，以证明银行有强有力的方法，使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跟

踪其进展情况。如果不能就净零承诺在实践中对银行的意义以及

如何具体落实找到共同基础，净零承诺很难令人信服。 

以上就是这份从业者指南的初衷。我们金融服务工作组 （FSTF） 

是可持续市场倡议 （SMI） 的下属工作组之一。我们基于初步积

累的经验发布这份前瞻性的指南，以帮助银行从净零承诺前进到

实施。该指南为广泛受众而设计，从高层管理者到构建银行净零

战略具体部件的从业者都包括在内。在大量其他倡议的工作基础

上，通过这一指南，我们希望能加快全球银行业净零雄心的实现。

我们将持续更新本指南以涵盖最新的业内发展指引。 

气候变化对我们旨在服务的客户和社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我们有机会可以助力保护重要的生态系统，并建立更加绿色、更

加可持续和更加强劲的全球经济。我们认为我们具备能带来积极

变化的潜力，并期待在全球净零之旅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Noel Quinn 

Chair of the FSTF, 
Co-Chair of the 
FSTF Net Zero 
working group 
Group Chief Executive, 
HSBC 

 

Jes Staley 

Co-Chair of the 
FSTF Net Zero 
working group 
Group Chief Executive, 
Barclays 

6 



 

PUBLIC 

银行在将其资产组合向净零路径靠拢时将面临机遇和挑战。由于业务的多样性，不同地区的不同团队可能

会有机会解决不同的问题，并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每家银行的净零路径将取决于其所融资的行业构成。

不同的行业因为技术限制在减排上会呈现出不同的速度和程度。对银行建立净零战略方面的指引快速发展，

越发需要注重方法论上的特异性和趋同性。本指南汇集了 FSTF 成员的经验，在方法论、数据和气候科学

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为银行提供可以采用的方法。本指南建立在 FSTF 协同发起的“净零银行联盟（Net-Zero 

Banking Alliance，NZBA）承诺声明”倡议的基础上，也是 FSTF 成员银行间充分讨论的成果。 

本指南： 

 关注与银行投融资活动相关的客户排放，而非银行自身的运营排放，以反映这些融资排放的规模以及

银行在支持客户转型方面可以发挥的强大作用 

 概述银行在制定和实施净零战略时所涉及的潜在权衡，并突出具有共同基础的领域 

 提供有关一些最大的全球性银行决策制定过程的坦诚洞见，并充分体现银行业内的可趋同领域 

 根据 FSTF 成员银行的丰富经验和知识，为银行在制定具有积极气候影响的强有力的且方法合理的战

略时将面临的关键选择提供前瞻性的，非约束性的建议 

 重点标明银行业需要政策制定者、行业团体或其他利益相关者支持的领域 

本指南并非： 

 一个标准。气候科学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FSTF 中的许多银行仍在制定和修订其净零战略。本指南

提供了一个了解当前银行想法的窗口，随着银行业共同走向净零，银行的想法也将不断演化。我们将在

未来更新本指南以反映这种演变 

 最佳实践的定义。许多银行正在这个新兴领域探索新的、创造性的和有影响力的方法 

 专注于更广泛的气候风险问题，例如加速转型造成的实体风险或信用影响方面的表现。本指南专注于

净零目标一致性 

 专注于银行从事的保险或资产管理活动；有关资产管理行业的指导，请参阅净零资管联盟（Net-Zero 

Asset Owner Alliance） 

 涵括银行正在采取的所有可持续性方法。银行也正在使用本指南中未涵盖的其他工具，例如对特定行

业的限制或和客户进行环境和社会审查，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其活动对环境的有害影响 

 有助于银行净零战略的所有促成因素的全面清单。例如，更广泛的治理和监督对于成功实施净零战略

很重要，但本指南此次不会深入探讨这些内容。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气候变化机构投资

者组织发布的《银行业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Aligning the Banking Sector with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Group on Climate Change，IIGCC） 

 
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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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的第一部分描述了银行运营的环境，将科学与客户互动及融资联系起来。 

接下来，本指南分为两部分：“方法论和目标设定”以及“外部互动”。第一部分由六个章节组成，阐述

了银行在衡量、跟踪和设定排放目标时将面临的关键选择。第二部分包括三个章节，探讨银行如何与客户

和政策制定者互动，通过融资以帮助加快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向利益相关者透明地披露进展。指南的结构

列于下图 1。 

图 1. 本指南的结构 

方法论和目标设定 外部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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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stomer engagement 

9 

7 披露 
Disclosure 

为转型提供资金
Financing the transition 

8 

8 



 

PUBLIC 

 

基本原则 

本指南中列出的行动和选择均建立在 FSTF 银行的以下关键原则基础之上： 

我们致力于支持我们的客户实现其净零转型 

我们承诺在我们的银行营运和融资活动中帮助实现为达到《巴黎协定》目
标要求而进行的温室气体减排 

我们将着眼于将我们的行动建立在科学路径和关于实体经济如何实现净零
转型的现有的最佳经济和技术知识的基础上 

在存在多种可信的科学路径或多个标准的情况下，我们将能够提升可比性
的趋同作为目标并运用自身判断，并在指南里充分披露这些判断的理据 

我们将寻求进行充分披露，让利益相关者了解和比较我们活动带来的影响 

我们认识到这是一个快速发展的领域，需要我们不断地重新审视我们的选
择；然而，这不会阻止我们即刻行动起来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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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针对气候变化有一个明确的科学共识：全世界必须尽快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以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

1.5°C 以下，并将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降至最低。1 要实现净零，实体经济的所有行业都需要遵循以科学为

基础的转型路径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将需要大量投资。作为融资的提供者和促进者，银行在支持转型

方面有机会发挥关键作用，这一作用的发挥需要支持性的政策条件。 

为让银行制订一种强有力的方法来衡量其资产组合中的排放并为之设定目标，银行需要掌握实现实体经济

向净零转型所需的最佳经济和技术知识。然后，这些净零战略必须转化为填补转型融资缺口的实质进展，

以及为实现净零实体经济与客户和政策制定者的积极合作。为确保银行的排放与净零路径相一致的战略的

可信度，银行将需要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披露进展情况。 

本指南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两页，重点介绍了每个章节的背景、关键信息和建议。 

1. IPCC：《关于全球升温 1.5°C 的特别报告》指出“将升温限制在 1.5°C 意味着在 2050 年左右全球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2018年）。IPCC 第六次

评估报告（2021 年）维持这一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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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排放范围的定义 

构建净零战略的第一步是定义融资活动带来的客户产生排放的范围 

 为了向净零经济提供融资，许多银行正在评估与表内融资相关的

排放，因为这为他们监控其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起点 

 对于是否将资本市场融资纳入范围，业界尚未达成共识。一些观

点认为包括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

（这一观点得到 NZBA 的支持，但取决于方法论的发展），而另

一些观点则认为这会导致排放的重复计算，因此应从直接融资排

放中剔除 

FSTF 建议 

 银行披露与重要的资本市场融资相关的排放
指标，同时表明银行可能会开发自己的方法
论或等待行业方法论的出现 

 银行制定行业标准，以实现对融资排放（资
产负债表内）和协助排放（资产负债表外）
的一致报告 

2. 衡量基线 

排放基线提供范围内排放的时点数，从而为目标设定建立参照点 

 碳会计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正在成为衡量排放基线的领先标准 

 在排放测量的关键技术细节方面仍存争议，例如在基线计算中是

使用承诺融资额还是未偿还的贷款余额 

 此外，缺乏来自实体经济的一致、精细的排放数据，令排放测量

具有挑战性 

FSTF 建议 

 银行遵循 PCAF 或类似的方法论 

 如果使用类似方法论，银行需公开披露所采
用的方法论和采用的假设 

 银行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来支持对整体
经济的排放数据的披露 

3. 选择未来排放情景 

净零结果排放情景是对未来不同可能性的预测，可用于设定资产组合
目标并提供监测进展的基准 

 在理想状态下，可靠的净零战略使用达到行业认可的最低标准的

情景，例如由 NZBA 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SBTi）发布的标准。这些情景包括可靠的来源、没有

或仅有有限过冲以及对负排放技术的保守依赖 

 当前的限制包括在更积极情景下（1.5°C 或到 2050 年实现净零）

分解的净零情景的可得性，这些净零情景可以转化为对行业和地

区决策有用的工具包 

FSTF 建议 

 银行选择对标科学的净零情景，选择的情景
将升温限制在 1.5°C，没有或仅有有限过
冲，且适合其行业和地区组合。如果未选择
1.5°C 情景，银行应披露理据 

 银行支持进一步开发公开可用的、可信的、
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的 1.5°C 情景，且包含
所需的行业和地区分解。当这些情景可用
时，银行应该复核他们的目标 

4. 衡量资产组合的一致性 

资产组合一致性评估融资排放与净零排放情景路径的对比状况 

 用于确定银行融资排放组合与净零行业排放路径相比表现如何的

工具包多种多样，且迭代很快 

 最常见的是，银行将当前和预测的资产组合排放指标体系与情景

的预期轨迹进行比较。一些银行计算隐含的升温指标 

FSTF 建议 

 银行使用或开发适合其特定情况的方法和工
具，以提供有意义的结果 

 银行为他们选择的方法和工具提供理据，并
对其中使用的指标体系，方法论、假设和数
据来源提供透明信息 

5. 设定目标以减少融资排放 

目标体现了银行的雄心，并提供了一种评估进展的衡量标准 

 行业形成的共识是银行应该：优先考虑碳密集型行业，设定符合

可信情景的长期和中期目标，使用绝对排放量或排放强度指标体

系，并发布行动计划 

 化石燃料的绝对排放量和/或排放强度目标的选择仍在争论中 

FSTF 建议 

 随着数据、方法论、科学和客户商业模式转
型的演变，银行密切评估化石燃料行业绝对
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目标的使用情况 

 无论是设定绝对排放量还是排放强度目标，
银行都应设定与基于科学路径所隐含的绝对
减排量一致的目标 

方法论和目标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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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用以及在何处使用碳抵消 

碳抵消是指为机构自身基线之外的减排提供融资或从大气中消除碳，
以补偿或中和该机构尚待减少的碳排放的行为。碳信用是指从已验证
的碳项目中产生的碳减排或碳消除的份额，碳信用是可转让的 

 银行业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已达成一致（例如，机构应该首先着重

自身的减排，碳信用应该是高质量的） 

 碳补偿和碳中和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净零转型；关于银行如何识别

客户碳抵消和碳信用以及银行是否能够使用碳信用来抵消其融资

的碳排放，仍有一些争论 

FSTF 建议 

 银行帮助促进和加速碳市场发展，以使资金流
向有效的碳减排和碳消除机会 

 支持 SBTi、自愿碳市场诚信倡议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Integrity Initiative ，VCMI） 和扩
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 （the Taskforce on Scaling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TSVCM） 等机构的
努力，以评估碳抵消的潜在作用或制定这些组
织使用和认可的原则 

 将碳抵消的会计核算与融资支持的碳排放分开
以提高透明度 

 在衡量融资排放时，银行不应将其购买的碳信
用计算在内。银行可以选择购买碳信用来加速
全球净零转型，但这些活动应单独披露 

 
 

 

外部互动 

7. 披露进展 

公开披露银行净零战略和进展信息是银行业内一个新的和不断演进的

过程。银行认识到，披露可以提高其净零战略的可信度和落实的责任

心，但目前还没有标准化的方法 

 银行必须决定在相关的监管和保证要求之下，是以独立报告形式

还是在年度报告中披露 

 鉴于客户排放的数据不一致，银行还必须确定如何使披露尽可能

可信 

FSTF 建议 

 银行遵循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

TCFD）的建议，越来越多地在年度报告中包含

净零报告 

 银行与标准制定机构合作，确定哪些披露将体现

在年度报告中，哪些以补充文件的形式披露或在

网站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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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转型提供资金 

作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提供方和安排方，银行在为净零转型融资方面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预计转型每年需要高达约 7 万亿美元的投资，而目前的水平约为 

6000 亿美元 2 

 银行必须在需要为新兴技术提供融资以支持转型与这些潜在风险较

高的投资所需的资本增加之间进行平衡 

 一些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产品（例如转型债券）的发展将取决于对

这些产品的明确定义 

9. 与客户互动 

贴近客户，了解其战略并支持他们向低碳或零碳转型，对于推动实体经

济的变革来说至关重要 

 银行可以协助客户提高认识、支持客户制定脱碳战略、共享最佳实

践经验和制定融资解决方案 

 在与客户互动方面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万全之策（例如，由于

内部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源，小企业可能对其中的机会缺乏认

知） 

 转型必须在减排和社会及生态目标之间求得平衡 

初步考量 

 拓展可持续发展融资产品，来加速气候融资增长 

 与公共和私人资本提供者合作开发创新型融资结

构，例如混合融资 

 鼓励政府通过政策、补贴和激励措施支持转型 

 支持对“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化定

义，以促进进一步投资 

初步考量 

 根据客户规模、行业、地理位置和转型成熟度制

定战略，以便让客户更好地参与互动 

 设计流程，以在加速转型与支持当地经济和生态

系统之间取得平衡，协助客户实现“公正转型” 

2. 经合组织：《为气候的未来融资：重新对基础设施进行思考》（2018 年）；气候政策倡议（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CPI）：《全球气候金融格局

的最新观点》（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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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科学、客户和金融 
 

临界点 

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一个明确的科学共识已经
形成：未来几十年需要大幅减少二氧化碳和其他
温室气体排放，以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
期的升幅控制在远低于 2°C，最好低于 1.5°C。3如
果突破这一上限，世界将面临进一步不可逆转的
环境破坏，从而对自然栖息地、全球经济增长和
社会联接造成威胁。更糟糕的是，突破升温上限
可能触发“气候临界点”，进一步释放温室气体，
开启不可阻挡并持续上升的排放循环。4这是 2015

年签署《巴黎协定》的196个国家达成的结论。自
那时起，越来越多的 

私营部门实体也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展望未
来，政府、公共和私营组织有责任确保其承诺转
化为贯穿实体经济的切实变化。 

将地球大气温度保持在《巴黎协定》的目标温度
以下意味着每十年全球碳排放要减少 50%。在首
先根据科学减少排放之后，我们必须确保人类活
动造成的任何剩余温室气体排放在 2050 年或更早
之前 5通过碳消除来平衡，也就是净零。要实现这
一目标，需要社会各界在短期内做出历史性努力。 

图 2. 根据预测，气候临界点（对环境造成不可逆转性破坏的阶段）将在较前
工业化时期上升 1.5°C 以上时开始出现 

 

3. IPCC ：《关于全球升温 1.5°C 的特别报告》（2018 年）。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 年 ） 

4. 自然杂志：《气候临界点—风险太大，不能押注于此》 

5.  IPCC 第六次评估报告（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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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净零排放 6  

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当量 十亿吨（Gt.）/每年 

来源： 联合国环境署 墨卡托全球公域与气候变化研究所（MCC）, IPCC 

转型融资路径 

尽管减排最终必须在实体经济层面实现，但转型过
程需要包括金融服务业、政策制定者、政府和监管
机构在内的广泛团体之间的合作。 

气候科学已经为许多行业勾勒出了转型路径。例如，
汽车行业的转型通过转向电动汽车来实现，发电行业
的转型则通过从煤炭和天然气转向风能、太阳能和其
他可再生能源。海运业或钢铁业等排放高且难以减排
行业的转型路径正逐步明确。7 这些行业的转型需要
清洁氢能、碳捕集和封存以及可持续生物能源等新技
术的支持，而其中许多技术尚不具备竞争力或规模化
条件。 

银行积极支持客户实现全球净零排放尤为重要。对于
银行来说，简单地将资本从今天的高排放者手中重新
配置到其他地方是远远不够的。一方面，存在这些高
排放项目从其他渠道获得融资的风险；另一方面，可 

专题 1：什么是融资排放？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GHG Protocol）规定了本报
告中提到的三种排放范围： 

 范围 1：直接排放（例如公司设施和车辆排放） 

 范围 2：使用购买的能源或电力造成的间接排放 

 范围 3：企业价值链中发生的间接排放（例如，

出差、使用已售产品、分销、投资） 

在其范围 3 的排放内，银行服务于个人和公司持
续的资本需求，并为具体项目提供新的资本。在
这两种情况下，银行都被认为为个人、公司或项
目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的一部分提供了资金。这
些排放通常被称为融资排放。它们大部分被列入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第 15类。 

6. CO2=二氧化碳；其他温室气体：CH4=甲烷；N2O=一氧化二氮，F气体=氟化气体 

7. 能源转型委员会（Engergy Transitions Commission，ETC）：《可能完成的任务：到本世纪中叶实现难以减排行业的净零碳排放》 

 
正向温室气体排放 （化石燃料，工

业，土地用途改变排放的二氧化碳, 

甲烷, 一氧化二氮和含氟气体） 

80 

60 

业务惯性运营 抵减/避免的温室

气体排放 

40 

20 

1.5ºC 

0 

净负温室气体排放 

负向温室气体 
2050 

-20 

1 4  

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净零温室气体排放 

其他温室气体 

https://ghgprotoco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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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造成无序转型和不公平转型。银行将越来越需要
把资金配置给低碳经济活动。减少银行自身运营的
排放固然重要，但将重点放在融资排放（通常规模
要大得多）上，则可能对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更大贡
献。8 这将需要既能为正在转型过程中的现有客户，
也能为拥有低碳商业模式的新客户提供资金。当然，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仅靠银行和金融市场无法实现
净零排放。需要政策制定者、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
致力于推动相关必要技术的快速开发，才能实现向
净零的加速转型。 

对标净零 

对银行来说，对标净零并非一项简单明了的任务。
银行需要在科学家和政府用于宏观层面评估气候变
化危机的方法与银行向客户提供服务和管理风险的
典型日常流程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例如，气候科学计算出全球碳预算，然后将其转化
为国别政策，并按地理位置和排放类型进行划分。
相比之下，银行管理着复杂的客户组合，这些客户
的业务跨越不同地理位置和行业，产生不同类型的
排放。在现阶段，还缺乏来自实体经济的一致的、
精细且准确的排放数据来作为决策的基础。 

鉴于所有参与者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银行需要
尽其所能，利用现有的数据和方法论，制定尽可能
强有力的办法。这样银行才能测算其资产组合的排
放，为之设定目标，并对标科学路径。这将构成银
行持续参与和支持客户转型行动的基础。随着数据 

可用性和工具的改善，以及所有参与者对需求和存
在的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银行和其他更广泛生
态系统中的参与者将能够进一步发展和改进他们的
方法。 

鉴于净零这一主题所具备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特性，
保持透明度至关重要。对银行来说，通过信息披露
来告知外部利益相关者其净零承诺的进展、计划和
可实现性十分重要。这将巩固银行机构的气候雄心，
并有助于确保其战略的可信度。 

与客户合作实现净零 

银行的净零战略应转化为与客户的积极互动，以及
对客户转型计划的深入理解，从而使银行能够将其
资产组合与科学路径有效对标。在短期内如果弄错
了这一点，可能会导致相反方向的极端，比如在未
来几十年为锁定在危险排放水平上的项目提供资金，
或者将资金分配给在财务上尚不可行的新兴技术。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融资将需要通过金融创新以使
所需投资的项目情况与投资者偏好相匹配。 

然而，为转型提供融资仅是这一进程的开端。银行
刚刚开始探索支持客户的其他方式，从帮助他们了
解各自对气候的影响，到分享行业内新兴解决方案
的最佳实践。例如，银行可以利用其与净零经验较
少的中小企业的关系，提供关于降低后者运营排放
方法的建议。虽然这一领域还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
但其持续演进对总体净零目标实现将至关重要。 

8. CDP 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前身为碳信息披露项目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银行融资排放大约是其自身运营排放的 7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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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定义排放范围 

钢铁行业 

化石燃料行业 

汽车行业 

2. 衡量基线 

温
室
气
体
排
放
 4. 衡量资产组合一致性 

5. 设定目标 

3. 选择未来排放情景 

6. 如何以及在何处使用碳抵消 

时间 

 

 

方法论和目标设定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各章节 

 
对排放范围的定义 

 银行业务领域和由此产生的包括在净零努力中的客
户排放 

 

衡量基线 
 用于计算一家银行的资产组合在一段时间内的范围

内总排放量的方法 

 

选择未来排放情景 
 随着时间推移，基准排放路径与范围内排放相对应 

 

4 衡量资产组合的对标情况 
 衡量范围内排放如何与基准排放相比较的过程 

 

设定目标 

 设定中期目标及最终目标，以便定义银行的雄
心和路线 

 

6 如何使用碳抵消以及何处使用碳抵消 
 使一方能够使用另一方的减排的可交易单位，

其作用需要在衡量和目标设定中予以定义 

 

 

1 

3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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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排放范围的
定义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构建净零战略的第一步是定义融资活动导致的客户产生排放的范围 

共同基础 

为了向净零经济提供融资，许多银行正在评估与表内融资相关的排
放，因为这为他们监控其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起点 

讨论要点 

对于是否将资本市场融资纳入范围，业界尚未达成共识 

一些观点认为包括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因为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
金（这一观点得到 NZBA 的支持，但取决于方法论的发展），而另一
些观点则认为这会导致排放的重复计算，因此从直接融资排放中剔除 

FSTF 建议 

银行披露与重要的资本市场融资相关的排放指标，同时标注银行可能会
开发自己的方法论或等待行业方法论的出现 

银行制定行业标准，以实现对融资排放（资产负债表内）和协助排放
（资产负债表外）的一致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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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构建净零战略的第一步是定义融资活动带来的客户
产生排放的范围 

范围是任何净零战略建立的基础。对范围的合理定
义使银行可以关注那些对现实生活中的排放有最大
影响的活动，并为之设定目标。 

关于范围的交流也很关键。在银行业内以一致的方
式来定义范围，可以帮助外部利益相关方，例如投
资者、监管和公众等，来更好地理解银行将资产组
合对标净零的努力以及进行银行之间的比较。 

共同基础 

为了向净零经济提供融资，许多银行正在评估与表
内融资相关的排放，因为这为他们监控其活动提供
了良好的起点。 

最终，净零战略会涉及银行的所有资产组合。银行
已经开始行动，将融资排放绝对量、融资排放强度
或已提供大量融资的活动和行业包括在内。这也和
NZBA 及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银行气候目标设
置指南》（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inance Initiative’s Guidelines for Climate Target 

Setting for Banks, UNEP FI Guidelines）相一致。9  

范围内的行业 

UNEP FI Guidelines10 鼓励银行在设定目标时将更多
的行业纳入范围，最终在数据和方法论允许的情况
下，在签署指南的 36 个月内，包括全部或绝大部分
碳密集行业。11  

范围内的活动

FSTF 银行披露了纳入其定义的范围内的客户服务的
范围，目前为止，银行一般关注与融资相关的活动，
包括直接表内融资 12 和融资便利，例如通过资本市场
的融资。13 由于表内融资对银行利润非常重要，且和
实际碳排放显著相关，因此应将其包括在范围内。
UNEP FI Guidelines 和 NZBA 承诺声明（NZBA 

Commitment Statement）都支持包括表内融资。 

其他活动如接受存款、交易银行业务、交易（包括
从标的股票或债务获得价值的产品，如期权）、咨
询和主权风险敞口，通常不包括在范围内。因为很
难将现实中的排放归因于这些业务，也缺乏标准的
方法论。但随着行业思考和方法论的不断演化，未
来这些活动中的一部分也可能被纳入范围内。 

对于是否及如何纳入与资本市场业务和其他融资便利
活动相关的排放，各方意见不一。随后的章节将探讨
相关考量。 

图 4. 目前包括在范围内的活动的现状 

9. 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银行气候目标设置指南》（UNEP FI Guidelines） 

10. 同上 

11. 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银行气候目标设置指南》建议了如下碳密集行业清单：农业、铝、水泥、煤炭、商业和住宅房地产、钢铁、石油和天然

气、发电、运输 

12. 银行向客户提供贷款并将贷款体现在自身资产负债表中 

13. 银行通过股权资本市场、债务资本市场和银团贷款等方式为客户安排融资，但并不将融资体现在自身的资产负债表中 

1 8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Guidelines-for-Climate-Change-Target-Setting.pdf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Guidelines-for-Climate-Change-Target-Setting.pdf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NZBA-Commitment-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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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巴克莱将资本市场活动包括在其融资减排中 

 

讨论要点 

对于是否将资本市场融资纳入范围，业界尚未达成
共识。一些观点认为包括资本市场非常重要，因为
资本市场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这一观点得到 NZBA

的支持，但取决于方法论的发展），而另一些观点
则认为这会导致排放的重复计算，因此应从直接融
资排放中剔除。 

尽管许多银行都在探索是否以及如何将与资本市场
融资相关的排放纳入范围，但银行最初的方法各不
相同。一些银行没有将其计入，因为目前没有衡量
或归因这些排放的标准方法，如果计入可能会导致
重复计算。（见专题 2）。在这种情况下，当为交易
提供融资便利的银行和资本市场工具的最终投资者
都计算同一排放量时，就会发生重复计算。然而，
一些银行已经将资本市场融资纳入了范围，因为这
些银行认为，这反映了其向客户提供的支持的广度，
特别是如果相关活动对银行的整体活动有显著影响
的话。这使得这些银行能够对实体经济的排放产生
更大的影响，从而帮助应对气候变化。这些银行还
认为，重复计算排放不会减损对标净零的总体目标。
NZBA支持纳入，但取决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行业方法
论的发展。 

巴克莱（Barclays）就是一家纳入资本市场的银行。
本节包括一个案例研究，概述了巴克莱这样做的理
据和考量。 

创建一种将资本市场活动产生的排放纳入范围内的方
法论是具有挑战性的。复杂性之一在于，资本市场交
易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但会导致较长期限的融资（如，
许多债务产品有固定的期限，股权产品则无限期），
会对相关排放量的计算产生潜在的影响。复杂性之二
在于，银行可能希望对资本市场活动和贷款活动赋予
不同的权重，以便考虑到银行在每种活动中扮演的不
同角色，并最大限度地减少发起行和投资者之间的重
复计算。PCAF 已经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寻求标准的
资本市场方法论的一致性。 

FSTF 建议... 
 作为强有力以及透明的披露方式的一部分，银

行披露与重大的资本市场融资相关的排放指标，
同时表明银行可能会开发自己的方法论或等待
行业方法论的出现。 

 银行塑造行业标准发展，以实现对融资排放
（资产负债表内）和便利排放（资产负债表外）
的一致报告。

作为到 2050年实现净零雄心的一部分，巴克莱正在将其所有融资对标《巴黎协定》的目标。不仅在贷款

领域，在资本市场活动方面也是如此。作为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巴克莱拥有强大的资本市场实力，做

出这一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反映其通过投行业务为客户提供支持的广度。巴克莱是第一家采取这种做法的

银行。 

为了支持巴克莱的资产组合调整工作，该行建立了一套名为 BlueTrackTM 的方法，用于衡量融资排放，

并根据《巴黎协定》的目标在资产组合层面对融资排放进行跟踪。BlueTrackTM 还有助于将气候影响融

入巴克莱所有的融资决策中。 

为了涵盖资本市场活动和贷款，BlueTrackTM 方法需要在现有行业方法之上进行扩展。在其发展过程

中，巴克莱不得不做出许多额外的决定，以使其能够开始衡量和跟踪与资本市场融资相关的排放，并为

之设定目标。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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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2：碳排放的重复计算 

当多个实体在其排放计算中计入同一排放，或针对
其目标计入同一减排时，就会发生重复计算。虽然
重复计算应该尽可能避免，但在某些情况下也许是
不可避免的，重复计算不应成为机构评估或解决其
范围内的排放问题的阻碍。 

多个公司之间：同一价值链中的公司可能各自在其
温室气体存量中计算同一排放。例如，发动机制造
商的范围 3 内排放将包括航空公司使用装载该发动
机的飞机运送乘客时的范围 1 内排放。如果一家银
行同时为这两个客户提供融资，那么它可能会不止
一次计算同一排放。 

同一实体或活动的多个融资提供者之间：同一实体
或活动的多个融资提供者将各自在其温室气体存量
中计入该实体或活动的一部分排放。如果没有一种
一致的方法将排放在融资提供者之间分配，一些相
同的排放可能会被多个提供者计入。 

提供服务的银行和资本市场交易的投资者之间：为
同一实体或项目提供融资的多个参与方可能会计算
同一排放。例如，为一家公司的资本市场发行提供
服务的银行和最终持有这些资本市场工具的投资
者，可能都会选择计入该公司这笔特定交易的排
放。 

 

服务银行间的分配 

服务银行与最终投资者之间的分配 

包括在内的资本市场交易时间段 

关键决策 方法                                                              基本原理 

将企业贷款和资本市场活动的排放
量合并为统一指标 

巴克莱预计将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完善 BlueTrackTM。该行正在积极与业内其他资本市场融资者合作以便
尽可能地协调减排方法。巴克莱已经公开了 BlueTrackTM，在其网站上能够查到。 

 

过去 12 个月内为客户安排的资本市场

交易 

基于积分表排名  

巴克莱计入 33%的排放量 

 

需要与交易费用产生的时间期限相吻

合 

得以在各种活动中设定明确的统一目标 

2 0  

基于既定的行业排名方法；减少提供

服务银行之间的重复计算 

说明相对于投资者来说，银行所起的

作用有限 

单独或合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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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衡量基线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排放基线提供范围内排放的时点数，从而为目标设定建立参照点 

共同基础 

碳会计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
PCAF）正在成为衡量排放基线的领先标准 

讨论要点 

在排放测量的关键技术细节方面仍存争议，例如在基线计算中是使用承
诺融资额还是未偿还的贷款余额 

此外，缺乏来自实体经济的一致、精细的排放数据，令排放测量具
有挑战性 

FSTF 建议 

银行遵循 PCAF 或类似的方法论 

如果使用类似方法论，银行需公开披露所采用的方法论和采用的假设 

银行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来支持对整体经济的排放数据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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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排放基线提供范围内排放的时点数，从而为目标设
定建立参照点 

基线的设定使得银行可以为自身和客户设定目标，
并衡量和披露进展情况。排放基线可以使用绝对排
放或其他指标来计算，例如排放强度 14 （有关指标
的解释和比较，请参阅第 5 节 – 设定目标以减少融资
排放）。银行应该使用一致且连贯的方法计算基线，
以便保持对投资者、监管机构和其他外部各方的信
息透明度。基线，加上选定的情景和目标，能使银
行有效地将其资产组合的排放导向净零。有关银行
如何计算其资产组合排放基线的一般性示例，请参
见图 5。 

共同基础 

PCAF 正在成为衡量排放基线的领先标准 

PCAF 提供了一种设立绝对排放基线的方法论，被整
个行业广泛采用。PCAF 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在
客户层面收集详细的排放数据，并将这些排放归因
至银行提供的融资。当无法获得客户数据时，PCAF

允许使用估算和替代值，并提供相应的指导。作为
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PCAF 为银行与客户互动提供
了基础，并确保客户了解自身排放的影响。 

PCAF已收到 100多家银行和约 50家其他金融机构的
承诺，并得到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的认可。15 作为一项
行业主导的倡议，PCAF 将继续发展和调整其方法论，
以适应金融业的需要。 

银行在设立碳排放基线时有着诸多考量，PCAF 的指
导方针解决了其中不少问题，包括： 

 

 基线指标。PCAF 的基线方法论使用绝对排放指
标，但也认可替代指标（例如强度指标）能够指
导银行关于目标、情景和方向的决策。这些替代
指标在比较不同资产组合的排放表现时也很有效。 

 确定排放行业和范围的优先顺序。PCAF 要求报
告涵盖所有行业范围 1 和范围 2 的排放。四年内
覆盖到范围 3 的排放，2021 年先从石油天然气和
采矿业开始，然后是其他高排放行业。该要求与
欧 盟 执 委 会 可 持 续 发 展 金 融 技 术 专 家 组
（European Commission Technical Expert Group on 

Sustainable Finance，EU TEG）提供的指导意见
一致。 

 融资提供者的排放量归属。PCAF 方法根据银行
未到期融资在企业或其活动中所占的比例（相对
于该企业或活动的总股本加债务而言）对排放进
行归属。针对上市公司，使用包括现金在内的企
业估值，或 EVIC。16 统一采用该种方法可以避免
多个融资提供者对相同排放的重复计算。 

 数据质量。PCAF提供了一种数据评分方法，17 有
助于解决数据质量和可用性方面的挑战。例如：
客户并不总是报送一致且精细的排放数据，且在
不同司法辖区和行业间对披露的核实存在巨大差
异。有关数据问题的其他详细信息，请参见专题
3。 

除了以上考量，银行还需要选择排放和财务数据都
可取得的一年来衡量其基线。 

14. 另一个变量的单位排放量，如物理产出（例如能源生产或车辆行驶里程）或货币单位（例如贷款和投资额）—IPCC：《关于全球升温 1.5°C 的特

别报告》词汇表  

15. PCAF：《金融机构正在采取行动》 

16. 包含现金在内的企业估值（Enterprise value including cash, EVIC）=股权市值+债务账面价值+现金  

17. PCAF 根据质量将数据从 1 到 5 进行评级，并就如何使用这些数据估算融资排放提供指导。PCAF 评级的数据类型涵盖从已经核实的客户报告数据到基

于经济活动的排放估算（例如资产周转率）。PCAF 允许银行短时间内根据现有的最精细数据进行估算，但鼓励银行尽早替换为客户层面数据。如有需

要，银行也可选择使用第三方数据库。 

2 2  

https://www.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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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绝对融资排放的计算说明 



绝对排放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归因因子 

百分比 

银行的融资排放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银行在行业层面的融资

排放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银行在资产组合层面的融资
排放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客户 行业 
A 

 
B 

 
A*B 

 
Sum （ A*B ） 

 
Sum （A*B） 

 

公司 1 石油和天然气 25 10% 2.5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 
  

 3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公司 2 石油和天然气 10 5% 0.5   当前足迹 

公司 3 电力 20 5% 1.0 
 电力行业 600 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 

 石油和天然气、电力、

汽车、航空行业 1100万

吨二氧化碳当量 
    

公司 4 电力 20 10% 2.0   

公司 5 电力 15 20% 3.0 
    

公司 6            汽车 4 10% 0.4 
 
汽车行业 50万吨二

氧化碳当量 

  

公司 7            汽车 2 5% 0.1 
    

公司 8 航空 4 15% 0.6 
 航空行业 150 万吨

二氧化碳当量 

  

    
公司 9 航空 2 20% 0.4    

公司 10          航空 10 5% 0.5 
   

 

注意：关于设定目标，银行在绝对排放和/或排放强度的基础上设定目标。这些目标通常在行业水平上设定。关于目标设定的讨论，

请参见第 5 节-目标。 

讨论要点 

在排放测量的关键技术细节方面仍存争议，例如在
基线计算中是使用承诺融资额还是未偿还的贷款余
额。此外，缺乏来自实体经济的一致、精细的排放
数据，令排放测量具有挑战性。 

虽然 PCAF 为推动一致性准则提供了实用的指导，但
仍然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此，一些银行，包括
FSTF 的成员，鉴于图 6 中所述的原因选择了差异化
方式应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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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突出的挑战 

银行的选择 PCAF 方法 选择的考量 
 

包括未提取额度或者包括未偿
还额度与未提取的额度/违约风
险敞口 

在计算银行融资额时只包括
未偿还贷款 

未提取的额度通常占银行的客户融资中
的一大部分；将其纳入其中，银行可以
核算在融资未使用部分的支持下才可能
发生的排放。然而，这种方法与财务报
告不同，财务报告基于未偿还的贷款金
额，而未提取额度很难在多个贷款人之
间分配。 

 

使用股权账面价值还是市值 基于 EVIC 份额比例进行融资
提供者间的排放分配 

即使在排放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股价的
变化也可能会导致排放分配的变化；使
用股权账面价值可以减少指标波动性。
然而，使用股权账面价值会降低与财务
报告的一致性，特别是对于长期持有的
资产来说。 

 

使用绝对排放或客户排放强度
的加权平均值计算基线 

用 PCAF归因方法计算绝对
排放基线 

避免复杂的排放归因过程及相关假设和
估算；强度指标在指导银行进行资产组
合调整时非常有用。然而，在总资产组
合计算中，强度指标可能会导致资本密
集度较低的高排放行业权重偏低，反之
亦然，进而与使用绝对排放基线的报告
出现偏差 

FSTF建议... 

 银行遵循 PCAF 或类似的方法论。 

 如果使用类似方法论，银行需公开披露所采用的方法论和采用的假设。 

 银行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来支持对整体经济的排放数据的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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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银行是致力于实施 PCAF 碳会计标准的若干 FSTF 成员之一，该标准全称为全球金融行业温室气体

会计和报告标准（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在加入

PCAF 时，美国银行正在评估一套融资排放方法，并考虑三种方案：1）制定自己的方法；2）倡导或与

其他美国同行共同制定一种方法；3）加入 PCAF。 

此前美国银行曾参与了业内其他关于测量融资排放的努力，包括“资产组合碳倡议：探索衡量银行业气

候进展的指标”（Portfolio Carbon Initiative Exploring Metrics to Measure the Climate Progress of Banks）。

虽然这项倡议明确了某些资产类别，这些资产在衡量气候进展时可被视为处在合理排放范围内，但对

于融资排放的计算还存留不少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如何分配排放并在被投资方层面将分配的排放计

入，以及如何解决被投资方和出资方对范围 1、2和 3 的排放的计入的不一致。 

2019 年，当 PCAF 在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WRI）、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

（UNEP FI）和 2°投资倡议（2° Investing Initiative，2DII）的支持下启动为金融机构制定温室气体会计

和报告标准的全球倡议时，美国银行与 PCAF 进行接触，希望更多了解 PCAF 及其方法论。 

美国银行最终决定加入 PCAF 出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PCAF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允许金融机构在客户层面分析排放，而不是从上至下在行业/资产

组合层面进行评估 

 PCAF 标准是唯一获温室气体核算体系支持的融资排放标准 

 整个行业的标准化有利于实现外部利益相关方所需的可比性并增加透明度 

 支持标准化方法可最大程度避免某种特定方法被未来的行业融合或被监管要求取代的风险 

 PCAF 是由行业主导和开发的，加入其中可以参与标准的制定，并确保标准对于大银行来说是行之

有效且富有意义的。   

关于方法本身，PCAF 标准保持与财务会计系统一致，以支持与现有的外部财务报告、金融行业实践和

监管对接。然而，这种方法并非没有障碍。通过将碳会计对标资产负债表会计，该方法在一家机构持

有的相对名义价值基础上分配排放量，而不对资本提供者进行区分。但是资本提供者（债权与股权投

资者）会有不同的控制、风险和回报。因此，将排放归因于某一家金融机构可能会夸大其对客户或被

投资人决策的影响。例如，与通过投票权和其他更能影响公司战略方向的股权持有人相比，债权人仅

凭借较大的名义余额即需承担更大的排放归属份额。此外，虽然 PCAF通过采用数据质量分数来持续推

动数据透明度，并希望借此来解决数据不一致的难题，但由于缺乏可用的客户排放数据，银行仍然需

要根据内部流程进行估算，所得数据可能并不一致。PCAF 提供了一个数据库，其中包含各行业的排放

因子，银行可以在估算时使用；然而，银行也可以自由地进行本机构的定制估算，或者使用非 PCAF的

其他外部资源的排放因子。 

这类问题也存在于任何标准中，重要的是业界要齐心协力共同解决。为了努力实现承诺成为行业的标

准，美国银行继续与 PCAF的其他成员合作，以应对上述及其他挑战，改进并完善方法，进而推动在实

施过程中践行最佳方案。 

自美国银行于 2020 年 7 月加入 PCAF 以来，一些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陆续加入这一倡议，目前已有来

自全球各地的 149 家机构加入倡议。PCAF 能够汇聚这些机构，并将它们在制定或改进迭代标准方面的

专业知识、经验以及兴趣结合起来，其影响力使美国银行深受鼓舞。PCAF 正在将全球各地的银行和其

他金融机构联系起来，共同推动协调一致的碳核算方法。 

案例研究：美国银行参与 PCAF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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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3：数据质量、局限和挑战 

客户报告的数据，即实体经济参与者按行业和地理
报告实际排放的数据，被认定为最高质量的数据。 

然而尽管一些司法管辖区近期提出强制披露要求，
但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客户报告并不是强制性的。
因此仍然缺乏整体经济领域经过核实的排放数据，
特别是关于范围 3 的排放。对于某些客户、行业、
或者地区，碳排放报告并非当务之急，也并不常见。
例如，小型私营企业通常不会有经过第三方核实的
高质量披露。 

即使客户真的报告了，银行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客
户的历史及当前排放数据或者子行业数据的质量和
可用性差，就是目前一个严重的问题。通常需要参
考替代指标和评估（例如，使用能源绩效证书评级
作为英国住宅抵押贷款相关排放的替代指标）。由
于在子行业层面缺乏广泛可用的准确气候相关信息，
因此很难确定融资排放基线的指标，以及进行目标
设定。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银行和政策制定者需要促进提
升实体经济报告的数据质量： 

来自国家层面和特定行业的数据 

如果客户排放数据在颗粒度上等同于国家和行业层
面的基准，那么客户排放数据对银行最有效。理想
情况下，跨多个行业或地区运营的企业会将数据分
解。 

范围 3数据随时可用 

如果没有准确的范围 3 数据，投资者无法判断其资
产组合的排放影响，特别是那些涉及碳密集型行业
的资产组合。范围 3的排放数据应始终与范围 1和 2

分开披露。 

围绕减排目标提高数据质量 

鼓励更多企业使用标准化方法设定明确的目标，能
够帮助银行创建更好的前瞻性测量标准。 

数据需覆盖所有资产，从而在资产组合层面进行
更好的整合 

如果比较包含不同资产的资产组合，必须具备所有
资产类别的数据。来自公共事业和类似相关方的消
费者水平数据（例如，家庭能源使用量与能源性能
资质的估算值）都应纳入其中。 

数据必须具有可比性，并与特定情境及定性信息联
系起来 

如果数据共享是选择性的，或不考虑特定情境，就
会造成误导。例如，平均值可能会掩盖异常值或表
现不佳的部分，从而损害信息的客观性。通过将信
息与特定情景和定性信息联系起来，银行的披露将
更清晰公正。 

单独披露的碳信用额度 

客户应披露与其排放清单分开使用的任何碳信用额
度，以确保透明度和准确性。 

政策制定者将在提高数据质量和可用性方面发挥关
键作用。此外，政策制定者将需要处理披露的数据，
这对于提高评估的可靠性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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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未来排放
情景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净零结果排放情景是对不同的可能未来的预测，可用于设定资产组合目
标并提供监测进展的基准 

共同基础 

在理想状态下，可靠的净零战略使用达到行业认可的最低标准的情景，
例如由 NZBA 和科学碳目标倡议（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发布的标准。这些情景包括可靠的来源、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以
及对负排放技术的保守依赖 

讨论要点 

当前的限制包括在更积极情景下（1.5°C或到 2050年实现净零）分解的
净零情景的可得性，这些净零情景可以转化为对行业和地区决策有用的
工具包 

FSTF 建议 

银行选择对标科学的净零情景，选择的情景将升温限制在 1.5°C，没有
或仅有有限过冲，且适合其行业和地区组合。如果未选择 1.5°C 情景，
银行应披露理据 

银行支持进一步开发公开可用的、可信的、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的
1.5°C 情景，且包含所需的行业和地区分解。当这些情景可用时，银行
应该复核他们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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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净零结果排放情景是对不同的可能未来的预测，可用
于设定资产组合目标并提供监测进展的基准 

排放情景中所述的路径是分析社会、经济、政治和技
术趋势并显示人类活动如何影响地球气候模型的结果。
这些路径指导政策制定者以及公共和私人机构在未来
几十年可以采取的行动，以实现全球气温目标并实现
净零排放。这些情景有助于银行为资产组合、行业甚
至特定客户企业设定脱碳目标，如专题 4所示。 

银行致力于为其行业资产组合或个人客户设定脱碳
目标，并从多家供应方中选择情景作为基准 – 通常选
择国际能源署（IEA）的可持续发展情景（SDS）和
超越 2°C 情景（B2DS），或者在某些情况下，选择
特定地区性情景，如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UK 

Climate Change Committee ） 的 平 衡 净 零 路 径
（Balanced Net Zero Pathway）。 

专题 4：情景和评估的类型 

银行根据不同的目的使用情景，因此将它们区分开
来很重要。 

随着过去十年中通过 TCFD 等倡议对气候风险的
关注度有所提升，银行进行了“情景分析”从一
系列可能的未来气候结果中探索风险。此外，现
行以及未来的审慎压力测试也加强了这一趋势，
这其中包括英国、欧洲、澳大利亚、巴西、加拿
大、香港和新加坡。绿色金融系统网络（NGFS）
创建了一个反映不同气候结果和目标路径情景的
参考框架。 

最近，随着银行将“资产组合调整”与净零或温
度结果相结合，他们使用可用情景的子集作为基
准。这些基准反映了银行所选择的结果的理想途
径。 

共同基础 

在理想情况下，可靠的净零战略使用达到行业认可的
最低标准的情景，例如 NZBA 和 SBTI 所发布的标准。 

银行业已经开始着手界定资产组合调整的适用情景
应具备的特征。根据 NZBA 在承诺中的声明，所选
定情景应为： 

 基于全面的科学、经济和技术模型，以确保其代
表实现净零的现实路径。 

 “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意味着在实践中，所选
定情景不应超过设定温度目标，或者只在很短的
时间间隔内超过。这样可以鼓励尽早采取行动，
降低不可逆转的环境破坏风险 18

  

 不依赖或保守依赖负排放技术和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从大气中消除二氧化碳。目前，一些基于自
然的解决方案虽然适合大规模使用，但不是永久
性的，可能会受土地供应量的限制。19 比较新的、
未经验证的技术还无法大规模推广使用。 

 不会产生负面的社会政治影响，也不会破坏全
球可持续发展成果（例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 

此外，将所有温室气体包括在内的减排情景也适用于
更广泛的气候影响，特别是在非二氧化碳排放显著的
行业，如农业或石油和天然气的甲烷排放。及时更新
的情景能够更好地反映最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进
展。（请参阅瑞士信贷案例研究，介绍最新情景的实
践应用。） 

18. 有关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的说明，请参阅 IPCC《关于全球升温 1.5°C 的特别报告》中的路径模型 P1 和 P2 

19. 例如，见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组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UN PRI）：《关于负排放技术和土地利用重要性的投资者指南》（2020

年） 

2 8  



 

PUBLIC 

 

讨论要点 

当前的限制包括在更积极目标的情况下（1.5°C 或到
2050 年实现净零）分解的净零情景的可得性，这些
净零情景可以转化为对行业和地区决策有用的工具
包。 

银行需要在满足最低标准的一系列场景中进行选择。
银行面临的常见权衡因素包括： 

 温控雄心。选择对标温控目标的场景 – 不论是远低
于 2°C 还是 1.5°C – 有助于确保银行的行动和资本
配置符合其承诺的目标。20 

 按地区或行业分解。按地区和行业分解的场景为
为银行提供了有关客户可能采取的净零路径方面
的更多详细信息。这使得银行可以构建适当的基
准来支持客户转型。如果没有这种分解，银行会
面临基于对客户转型速度的不合理或不充分的预
期来设定目标的风险。 

银行可参考的对标 1.5°C 控温目标的情景有限，这些
情景可能缺乏行业和地区分解，或基于仍不确定的
政策和技术假设等。各方正为应对这一挑战不断进
行努力，包括国际能源署最近发布的《到 2050 年实
现净零排放情景》（IEA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 

Scenario，NZE2050）（详见专题 5），央行与监管
机 构 绿 色 金 融 网 络 （ Network for Greening the 

Financial System，NGFS）的《2050 净零情景》。尽
管如此，一些银行仍然需要在整体减排雄心和分解
情景之间做出权衡，例如，银行在特定地区有风险
敞口，但目前还没有针对该地区的、控温目标在
1.5°C 以内的减排路径。 

此外，关于使用单一情景作为基准，还是使用多个情
景的组合，也是一个问题。支持单一情景的观点主要
基于实用性、易于诠释以及前提假设具有透明度。然
而部分行业参与者认为多情景组合因对单一情景下的
某些特定假设相对不敏感，反而提供了更加强大和稳
定的基准 21 

FSTF建议... 
 银行选择对标科学的净零情景，选择的情景将升

温限制在 1.5°C，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且适合
其行业和地区组合。如果未选择 1.5°C 情景，银
行应披露理据。 

 银行支持进一步开发公开可用的、可信的、 没
有或仅有有限过冲的 1.5°C 情景，且包含所需的
行业和地区分解。当这些情景可用时，银行应该
复核他们的目标。 

专题 5：国际能源署的 2050 净零排
放情景 

国际能源署的 NZE2050情景于 2021年 5月发布。
其发布标志着众多可用的 1.5°C 情景中又增加了来
自这一受普遍认可的情景提供方的情景。这一情
景很有影响力，因其列出了可实现 1.5°C 升温结果
的多个行业的详细假设。这一到 2050 年实现净零
的路线图并不包括地区分解。 

该情景包含如下一些关键性改变： 

 除已批准开发的油田和天然气田外，不再新
增油气田开发。 

 到 2050年，煤炭需求下降 90%，天然
气需求下降 50%以上 

 到 2030 年，太阳能和风能占发电量的比例
从目前的 10%上升到主体能源，到 2050 年
占比达到 70% 

 到 2045 年，50%的供暖需求由热泵满足 

 塑料收集回收率从 2020年的 15%提高到
2050 年的 55% 

 2050年捕获并存储 76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7.6 Gt CO2e） 

20. 没有或仅有有限过冲的情况下将全球升温控制在 1.5°C 以内的路径以及更大幅度的超冲情况下的路径，到 2050 年左右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降至净

零。（IPCC《关于全球升温 1.5°C 的特别报告》） 

21. 有关这些论点的更全面描述，请参阅资产组合校准团队（TCFD Portfolio Alignment Team, PAT）的《衡量资产组合调整：技术补充》和 SBTI 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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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电行业组合的情景选择为例，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优先考虑： 

 可信度和接受度 

 温度目标 

 细节程度 

 情景更新频率 

 地区分解 

法国巴黎银行考虑了国际能源署的两种可能情景：可持续发展情景（SDS）和超越 2°C （B2DS）情

景。此外，还评估了国际能源署的 2050 净零情景，但由于银行在选择情景时，该情景的完整版本尚未

公布，因此无法进行全面分析。 

两种情景分析比较如下： 

IEA 可持续发展情景 

温度 1.65°C 或更低，有 50%可能性 

于 2070 年实现净零 

细节程度 详细介绍 2025 年、2030 年 

和 2040 年所需电力产能和发电技
术 

IEA 超越 2°C 的情景 

1.75°C 或更低，有 50%的可能性于 2060

年实现净零 

在 2020-2060 年的 10 年间详细说明所
需要的发电技术和电力产能 

方案更新频率                           每年度 上一次在 2017年 

地理粒度 21个世界地区并区分不同发展阶 12个地区：世界，经合组织，非经合组织 

 段，包括经合组织 东盟、巴西、中国、欧盟、印度、墨西哥、 

 俄罗斯、南非、美国 

法国巴黎银行选择了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但也面临一些权衡。 

法国巴黎银行选择可持续发展情景出于几个原因。与超越 2°C 情景一样，该情景将全球变暖幅度限制在

2°C 及以下，与《巴黎协定》保持了一致。该情景还为经合组织国家提供了电力技术路线图，使其在地

域上适合法国巴黎银行的资产组合。此外，该情景每年都会更新。 

但是在选择可持续发展情景时，法国巴黎银行也认识到面临的权衡。可持续发展情景设定到 2070 年达

到净零，而不是 2050 年，且仅将全球升温限制在 1.65°C（50%的可能性），而非 IPCC 2018 年全球变暖

特别报告中的 1.5°C。 

2050 净零情景在不超冲的情况下，有 50%的可能性将升温控制在 1.5°C 以下，如果在银行选择情景时

2050 净零情景发布，那么对法国巴黎银行是个值得加以详细研究的好选择。而在现阶段，该情景仅提供

了全球(而不是地区)电力技术的汇总数据。 

最终，法国巴黎银行认定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展情景的经合组织子情景（IEA SDS OECD sub-set）为最

佳选择。选择这一基准缓解了与温控雄心之间的权衡，主要是因为法国巴黎银行将它应用于该银行的全

部发电行业资产组合，包括在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敞口，由于发展中国家向清洁能源的转型预计将晚于经

合组织国家，因此在整个行业资产组合中使用经合组织的基准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大力度地脱碳

（以及更低的温度结果）。此外，以 2030 年来说，2050 净零场景下的全球电力行业目标没有可持续发

展场景经合组织子场景的目标那么进取（2030 年前者的煤炭产能份额是 8%，而后者是 5%）。 

 

案例研究：法国巴黎银行选择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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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巴黎银行的电力行业资产组合已经与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保持一致，但在 2020 年的排放

强度低于情景基准。根据其电力行业资产组合的轨迹，将在 2030 年与情景趋同。随着未来几年新的情

景出现，法国巴黎银行将继续更新情景选择。 

值得注意的的是国际能源署的情景仅涵盖了能源部门及其终端用户（后者的详细程度要低得多），而

其他与气候相关的行业，例如农业，并没有被涵盖在内。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2026 2027 2028 2029 2030 

 

 

排
放
强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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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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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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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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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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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0 0  

4 0 0  

3 0 0  

2 0 0  

1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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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瑞士信贷的气候雄心，从低于2°C的情景调整为1.5°C的情景 

2020 年 12 月，为将其融资业务与将全球变暖控制在 1.5°C 以内的《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瑞士信

贷（Credit Suisse）宣布了到 2050 年融资业务实现净零排放的雄心壮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行还宣

布打算在接下来的 24个月内制定符合 SBTi的基于科学的目标（Science Based Targets）。随后，瑞士信

贷在 2021 年一季度对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行业进行了概念验证分析。然而，没有足够详细的情景来具

体说明 1.5°C 轨迹，来符合该行的声明目标。因此，瑞士信贷决定采用 NGFS 有序情景，该情景设计的

是低于 2°C 的轨迹。根据包括范围 3 在内的绝对排放量，瑞士信贷计算出，该路径要求到 2030 年这些

行业的排放量减少 25%，到 2050 年减少 67%。 

2021 年二季度，两个详细的控温 1.5°C 方案出台：NGFS 净零方案和 NGFS 有偏差净零方案。因此，在

2021 年第三季度，瑞士信贷参照这两个情景细节，对其排放轨迹进行了重新校准。重新校准导致了重

大变化，新路径要求到 2030年将这些行业的排放量减少 49%，到 2050年减少 97%。（请参见下图。）

这个案例说明了 0.5°C 的差异和对可实现的碳捕获和封存以及碳清除水平的不同假设对行业组合调整产

生的影响有多大。此外，这一案例还强调了详细的 1.5°C 情景的重要性。 

石油和天然气、煤炭行业的排放轨迹 

假设初始基数为 1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0 MtCO2e），示例图 

0 

NGFS 有偏差的净零 NGFS 有序情景 （概念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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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衡量资产组合
的一致性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资产组合一致性评估融资排放与净零排放情景路径的对比状况 

共同基础 

用于确定银行融资排放组合与净零行业排放路径相比表现如何的工
具包多种多样，且迭代很快 

讨论要点 

最常见的是，银行将当前和预测的客户排放指标与情景的预期轨迹进行
比较。一些银行计算隐含的升温指标 

FSTF 建议 

银行使用或开发适合其特定情况的方法和工具，以提供有意义的结果 

银行为他们选择的方法和工具提供理据，并对其中使用指标，方法论、
假设和数据来源提供透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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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资产组合一致性评估融资排放与净零排放情景路径的
对比状况 

资产组合一致性指标可能有几个应用。本节重点介
绍银行如何使用资产组合一致性来衡量范围内排放
相对于其净零排放目标的进展情况及设定目标。银
行了解资产组合的一致（或偏离）程度，才能采取
行动来实现净零目标。这使得银行能够为最需要融
资的转型投入资金，并避免做出降低目标实现可能
性的决定。 

共同基础 

用于确定银行融资排放组合与净零行业排放路径相
比表现如何的工具包多种多样，且迭代很快 

工具和方法可以分为三组：（i）资产组合中有净零
目标的占比，（ii）资产组合与基准或减排情景的偏
离情况，以及（iii）气温目标一致性。无论使用哪种
方法，银行对衡量和进展情况都应该保持透明，以便
外部利益相关方能够更有效地评估进展情况。接下来，
我们将对这三组工具和方法做更细致的分解。也可以
参考资产组合一致性团队的《衡量资产组合一致性》
（Measuring Portfolio Alignment）的技术报告获得更
多细节。 

资产组合中有净零目标的占比 — 在最简单的层面上，
银行可以评估有净零目标承诺的客户占比。SBTi 资
产组合覆盖法（Portfolio Coverage Approach）就是一
个例子。客户目标和减排计划必须可信并经独立核实。
这种方法简单明了，只需要很少的数据，但其本身对
实际客户排放、减排轨迹和进展能给出信息量很小。 

资产组合较基准或减排情景的偏离情况 — 大多数银
行选择更复杂的方法来衡量资产组合与给定基准或
净零目标情景的偏离情况。SBTi 的行业脱碳法
（Sectoral Decarbonisation Approach，SDA）和巴黎
协 定 资 本 转 型 评 估 （ Paris Agreement Capital 

Transition Assessment，PACTA）就是两个例子。这
些方法计算出一条必须遵循的减排轨迹，以使组合
排放量、排放强度或其他气候表现指标随着时间的
推移与净零目标情景保持一致。这条路径的设定是
以银行客户或资产组合为起点，以银行计划将其资
产组合与所选情景相匹配的时间点为终点（许多银
行设定为 2050 年）。 

要进行这些评估，银行需要一个基线和对未来可能
的气候表现的预测，以便与减排情景进行比较。
（请参阅第 2 节 – 衡量基线。）各类方法通常将一致
性表示为排放目标的百分比（例如，强度指标可表
示为每单位产出比排放目标高 15%，绝对排放指标可
表示为比排放目标低 2%）。这些方法可以使用客户
报告的数据或估计的数据，但不同的指标需要不同
的数据集。有关衡量一致性的例子，请参见图 7。 

图 7. 一致性程度衡量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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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cfdhub.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PAT-Report-20201109-Final.pdf
https://www.tcfdhub.org/wp-content/uploads/2020/10/PAT-Report-20201109-Final.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ectors/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ectors/financial-institutions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ectoral-Decarbonization-Approach-Report.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Sectoral-Decarbonization-Approach-Report.pdf
https://2degrees-investing.org/resource/pacta/
https://2degrees-investing.org/resource/pac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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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目标一致性 — 这一方法使用对不同气候情景的
偏差预测来计算一个企业或资产组合的温度计分。
温度计分的好处是易于沟通，因为计分可以直接与
气温上升的计划目标相关联。 

与其他方法相比，温度计分构建起来很复杂，而且
更依赖假设条件，这使得该方法对数据质量非常敏
感。因此，尽管许多银行认为气温目标一致性等工
具可能很有用，但这类工具需要进一步开发才能发
挥其潜力。 

讨论要点 

最常见的是，银行将当前和预测的资产组合排放指
标与情景的预期轨迹进行比较。一些银行计算隐含
的升温指标 

大多数银行选择使用偏离法。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
须在现有的行业工具或定制版本之间做出选择。方法
的选择有时决定了情景选择，反之亦然。例如，SBTi

会推荐与其 SDA 配合使用的情景。因此，应该同时
围绕方法、减排情景和其他工具进行选择，以确保兼
容性。 

 

现有行业工具 — 通常，使用行业工具需要较少的内
部资源。选择现有行业工具还能促进伙伴关系和与
更广泛的净零群体共同发展的努力，从而帮助银行
根据特定的商业目标调整工具。最终，随着方法和
工具的发展，方法上的趋同可以提高银行间的可比
性。在选择工具时，银行应该根据多种标准比较各
种选择，包括灵活性、对潜在假设的依赖、覆盖范
围以及行业或地区分解。图 8 中列出了两种最常用的
方法，包括 PACTA 和 SDA，后者是 SBTi 最常用的
方法，使用的是物理强度指标。 

定制工具 — 定制工具通常在行业工具元素之上做些
添加和变化。定制工具可能包括针对某些行业的独
特方法，在这些行业中，银行拥有强大的业务，或
者反映银行用来更深入地了解客户行为的特定指标。
巴克莱（Barclays）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
已经创建了自己的工具以更好地衡量和评估自身特
定的业务情况。摩根大通在下面案例研究中概述的
Carbon CompassSM 就是一个例子。 

FSTF建议... 

 银行使用或开发适合其特定情况的方法和工具，

以提供有意义的结果。 

  银行为他们选择的方法和工具提供理据，并对

其中使用指标，方法论、假设和数据来源提供透

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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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SDA 和 PACTA 方法和工具比较 22
  

 SBTi 行业脱碳法（SDA） 《巴黎协定》资本转型评估（PACTA） 

说明 

由全球环境信息研究中心（CDP）、联合国
全球契约组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UNGC）、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和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制定目
标设定方法和框架 

由 2DII 开发的开源工具包，可根据银行具体
要求定制 

范围 

行业 

铝、建筑、水泥、钢铁、发电（企业贷款）、
纸浆和纸张、以及运输（客运、货运、汽车制
造） 

电力（发电）、化石燃料（开采/石油、天然
气、煤炭生产）、汽车（制造）、钢铁（制
造）、水泥（制造）、航空（所有者） 

融资工具 
企业贷款；项目融资（仅限电力行业） 

 

（仅限电力部门） 

企业贷款；可扩展至其他金融工具（近期有望
涵盖项目融资） 

情景 

主要基准 
IEA B2DS，国际能源署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情
景（IEA Net Zero Emissions by 2050，IEA's 
NZE2050）23  

情景不可知，出于设定目标的目的，情景应对
标《巴黎协定》24 

目标时间跨度 
5-15 年 

取决于预测数据的可用性；Asset Resolution

提供 5 年预测 

指标 物理排放强度 

技术/燃料混合（电力、化石燃料、汽车） 

产量轨迹（电力、化石燃料、汽车） 

物理排放强度*（钢铁、水泥、航运、航空） 

资产组合
模型与数
据 

对标等级 资产类别和具体行业 行业和具体企业层面 

分配 
排放强度的归因因子 资产组合权重 

当前数据 
最好是客户报告的数据（PCAF 鼓励
如此） 

数据不可知；根据 Asset Resolution 的资产数据提
供外部估计 

未来数据 排放目标 
自主报告的投资计划、商业信息、许可申请
（5 年） 

主要利弊 

利：规范性标准推动透明度和兼容性；特别适
用于化石燃料；有形且与技术挂钩 

利：支持资产组合方向调整；可适应不同银行
的需要；为综合能源公司区分高碳和低碳资
产；可兼容新开发情景；数据不可知；有形且
与技术挂钩 

弊：除非加以调整，否则未定义融资排放的途
径；包括硬性要求与集中验证；数据密集度高，
高度依赖客户报告的数据 

弊：除非加以调整，否则未定义绝对融资排放的
途径；目前所涵盖工具中不包括项目融资 

 

22. 分享行动——《将对标<巴黎协定>方法论用于银行业：现实还是假象？》；资产组合一致性团队——《衡量资产组合一致性》；BCG 分析 

23. SBTi 已宣布，其将仅在 2022 年 7 月后验证与 1.5°C 升温目标一致的范围 1 和范围 2 目标，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将 IEA NZE2050 情景（和选定的其

他情景）中的 1.5°C 行业路径纳入 SDA 

24. 虽然 PACTA不确定情景，但包含了几种气候变化情景，银行可以根据这些情景调整基准测试。其中包括：《2019 年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9, CPS，STEPS, SDS）《2020 年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IEA WEO 2020,STEPS、SDS）、《2017 年国际能源署能源技

术视角》（IEA Energy Technology Perspectives 2017,RTS、2DS、B2DS）、IEA 《NZE2050》（净零）、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Future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 （ISF UTS）（净零） 

* 卡托维茨银行对 PACTA 进行了调整，使其也能将排放强度指标应用于电力、化石燃料和汽车行业。他们还提出了化石燃料行业的其他指标（融资趋势和

能源组合） 

3 6  



 

PUBLIC 

 

 

作为卡托维兹银行（Katowice Banks）之一，法国巴黎银行与 2DII 合作开发了贷款组合的 PACTA 方
法。他们选择了一种标准的调整方法，以确保转型努力转化为相同的行动从而将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最
大化。采用协作方式来调整现有方法还可以促进银行之间的交流，提高方法的强大性，并增强机构之
间的可比性。 

法国巴黎银行寻求一种方法可以激励客户参与及激发对各行业内资产组合进行重新配置的决定，而非
简单地从排放最高的行业撤出。更进一步，该行优先考虑易于监控和调整，且不会大幅波动的指标。
PACTA 满足了这些标准。 

法国巴黎银行和其他卡托维兹银行对 PACTA 进行了实地测试，与业界分享操作反馈，并帮助其他银行
实施该方法。在 PACTA应用文件中，卡托维兹银行建议对 PACTA方法进行一些修改，以确保制定的指
标最有利于转型。例如，对于化石燃料行业，卡托维兹银行提出了在 PACTA标准以外的的额外指标。 

法国巴黎银行在 2020 年年报中报告了其使用 PACTA 方法对电力行业资产组合的调整情况。该行计划
使用一个聚合的方式每年衡量资产组合的对标程度，以确保资产组合符合其目标轨迹。最终，法国巴
黎银行计划使用 PACTA 企业层面的分析来促进与客户的互动，并指导关于客户转型战略的讨论。 

在对标法中存在几个共性问题，包括气候数据的可获得性，这是法国巴黎银行在衡量一致性时面临的
最大挑战： 

 目前为止，只有上市公司和那些在受特定监管的行业（例如汽车）运营的企业才报告与其排放相
关的信息。 

 缺乏标准化的信息报告迫使许多银行使用建模数据来确保其资产组合层面的气候表现一致性，但模
型数据准确性低于报告数据。 

 一体化和多元化企业应该包括在一致性分析范畴内；但是，企业通常没有按活动分类的收入数
据，而且当此类数据披露时，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之间也不容易进行比较。 

未来，法国巴黎银行将把 PACTA 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其电力行业以外的其他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行业。尽
管如此，PACTA 方法仍需要进一步的开发，来涵盖更多与气候相关的行业，如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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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年 10月发布了遵守《巴黎协定》的融资承诺后，摩根大通开始确定自己的方法，用以衡量客户

排放、评估进展、并将碳排放表现纳入商业决策。摩根大通评估了几种方法和一致性工具，并确定最

好的途径是向现有工具学习，并在其基础上创建自己的定制方法。这种名为 Carbon Compass
SM
的方法旨

在把握摩根大通预期其客户将在实现净零的道路上进行的必要商业模式转变。摩根大通 2021 年 5 月在

发布其与《巴黎协定》相一致的初始目标同时，发布了这一方法。其目标和 Carbon Compass
SM
方法目前

涵盖三大行业：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和汽车制造。 

摩根大通所选择的指导资产组合调整和目标设定的主要指标是物理排放强度，表示为相对于既定输出单

位的排放量（例如，每兆瓦时发电量排放多少千克的二氧化碳）。不管客户的初始排放量是多少，这一

指标能使摩根大通得以评估其客户的持续表现，而且比绝对排放量的波动性更小。在此基础上，再根据

客户在摩根大通资产组合中所占的比例对强度进行加权，从而创建一个行业层面的衡量标准（包括资产

负债表内贷款和融资服务的承诺金额）。选择这种排放强度指标不用计算归因于摩根大通的排放量和归

因于其他金融机构的排放量，从而简化了计算。 

通过建立自己的方法，摩根大通还能基于对其初始行业整体脱碳具有重要意义的某些关键因素进行调

整。例如，摩根大通决定，在汽车行业，由于美国轻型卡车的使用和其他乘用车类似，因此应该将美

国轻型卡车以相同的基础包括在内，并调整了方法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在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摩

根大通分别计算了范围 1和 2的排放强度与范围 3的强度指标，以反映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可能遵循的不

同脱碳战略，并提高各自目标的精确性。 

摩根大通的基线是 2019 年行业排放强度指标，这些指标以国际能源署（IEA）的 SDS 为基准（经过一些

小的调整），以确定行业资产组合在 2030年之前必须达到的水平，从而符合《巴黎协定》。这构成了该

银行初始目标设定的基础。 

摩根大通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 ERM合作，在六个月的时间里开发了 Carbon CompassSM。摩根大通

已将这一方法公之于众，以帮助其他银行在未来开启同样的旅程。 

 

案例研究：摩根大通使用 CARBON COMPASSSM 
来设定减排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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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设定目标以减
少融资排放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目标体现了银行的雄心，并提供了一种评估进展的衡量标准 

共同基础 

行业形成的共识是银行应该：优先考虑碳密集型行业，设定符合可信情
景的长期和中期目标，使用绝对排放或排放强度指标，并发布行动计划 

讨论要点 

化石燃料的绝对排放量和/或排放强度目标的选择仍在争论中 

FSTF 建议 

随着数据、方法论、科学和客户商业模式转型的演变，银行密切评估化
石燃料行业绝对排放量和排放强度目标的使用情况 

无论是设定绝对排放量还是排放强度目标，银行都应设定与基于科学
路径所隐含的绝对减排量一致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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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目标体现了银行的雄心，并提供了一种评估进展的
衡量标准。 

目标设置对于推动行动至关重要。目标意味着责任，
并提供了可用于制定转型计划并评估进展的里程碑。 

共同基础 

在目标设定方面，行业就某些原则正在形成共识。 

这些原则包括： 

1. 时间跨度 — 银行正在结合其净零承诺为 2050 年
（或更早）制定长期目标。长期目标应有中期
目标的支持，以便有更近期的里程碑。中期目
标应设定为不晚于 2030 年，并每五年更新一次。
这符合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指南。 

2. 目标基础 — 银行正在根据绝对碳排放（可能是
按行业划分的）或特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设立目
标。（有关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设定强度目标的
范例，请参阅国民西敏寺银行的案例研究。） 在
使用特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目标时，银行应尽
可能使用该活动的物理单位，而非经济单位 

（比如计量单位尽可能使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兆焦耳，而不是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百万美元）。
25 这两个指标都与气候情景兼容，并且在银行之
间具有可比性。（有关这两个指标体系的优缺点，
请参见图 10；有关银行为支持其净零战略而设置
的进一步的目标示例，请参见专题 6。） 使用碳
排放绝对值和/或特定行业的碳排放强度作为目
标都符合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指南。 

3. 重要性 — 银行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温室气体
强度或融资敞口，优先为其资产组合中最重要的
行业设定目标。这使得银行首先将注意力和资源
集中在潜在影响最大的机会上。NZBA 建议银行
在数据和方法论允许的情况下，根据联合国环境
署金融倡议指南，为所有或绝大多数碳密集型行
业设定目标。（参见图 9。） 

4. 核实 — 鼓励银行获得关于目标的第三方核实。
第三方核实有利于提升目标设定的透明度，增
强可信度。例如，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要求
银行在签署其“责任银行原则” （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后的四年内获得对其目标
的第三方核实。SBTi 就是提供目标审核机构的
突出例子，该机构于 2021 年 4 月发布了“金融业
基于科学的目标指南”（ Financial Sector Science-

based Targets Guidance）。 

5. 行动计划 — 鼓励银行通过与更广泛战略计划配
套的高水平转型计划来支持所有目标。转型计划
应针对具体行业，并阐述银行如何实现目标。这
些转型计划可包括客户互动战略、政策、资产组
合管控治理的细节，以及支持客户脱碳的拟定行
动。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建议银行在目标设定
后的 12 个月内公布这些行动计划，并建议董事
会对目标和转型战略进行审议。 

6. 情景选择 — 目标的构建需要与银行采用的情景
保持一致。例如，一些情景提供了涵盖范围 1 碳
排放的发电行业路径。为了具有可比性，相关
目标设定也需要包括与客户发电相关的范围 1 的
碳排放。 

25. 物理排放强度比经济排放强度更能反映一项活动的效率，后者可能会受到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也使得经济排放强度指标更加

不稳定（多数选择设定碳排放强度目标的银行到目前为止都使用物理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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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epfi.org/banking/banking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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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Financial-Sector-Science-Based-Targets-Guidance-Pilot-Version.pdf


 

PUBLIC 

 

图 9. 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关于扩大行业目标的指南 

签署指南 18 个月 36 个月 

 

碳密集行业优先 所有或绝大多数 
 碳密集行业 

 

图 10.绝对碳排放指标体系与碳排放强度指标体系对比图 

26. 例如，一家公司可以通过增加低排放强度的业务来改善其排放强度，而无需减少高排放活动。 

 

绝对排放 排放强度 

绝对排放目标确定了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减少
（以吨二氧化碳当量计） 

 明确突出根据《巴黎协定》要求而减少的二
氧化碳排放当量 

 易于与利益相关者沟通 

 无法在不同规模的客户或银行之间进行比较 

 不考虑基础业务市场份额的变化 

物理排放强度目标确定了相对一个活动单
位（例如能源行业的每兆焦二氧化碳当
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认可与市场份额变化或收购无关的业
务运营碳效率的提高 

 假设行业内的基本活动相似，使不同
规模的客户和资产组合之间具有可比
性 

 与净零绝对排放量没有直接关系 26 

 在具有共同单位的活动之间才有可比
性。拥有多种业务类型的公司需要为
其运营的每个业务设定目标，而不能
为整体业务定义统一的强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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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要点 

化石燃料的绝对排放量和/或排放强度目标的选择仍
在争论中。 

我们观察到银行为化石燃料设定目标的方法多种多样。
一些银行选择使用绝对排放，因为它更准确地反映了
净零路径下所需的绝对减排量，而且这些银行认为，
石油和天然气整个排放周期中的碳排放强度减少量是
有限的。27（请见巴克莱银行的案例研究）。而其他
银行选择使用碳排放强度指标，因为对于同一行业中
的各家公司或者不同规模的公司利用碳排放强度更容
易进行比较，而且相比于绝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受
每年碳排放量波动（如公司生产的变化）的影响更小，
避免将市场波动（如公司价值的变化）归因于对公司
排放变化的衡量，如此导致对客户实际碳排放表现的
错误判断。（请见摩根大通的案例研究）。 

但是，这两类目标也都存在一些挑战，如图 10 所示。 

FSTF 建议... 

 随着数据、方法论、科学和客户商业模式转型的
演变，银行密切评估化石燃料行业绝对排放量和
排放强度目标的使用情况。 

 无论是设定绝对排放还是排放强度目标，银行都
应设定与基于科学路径所隐含的绝对减排量一致
的目标。 

专题 6：银行使用的其他目标体系 

一些银行设定了其他类型的目标，以支持其净零
战略。最常用的是： 

技术组合 — 由 PACTA 开发的技术组合目标确定
了一个行业内低碳技术使用的目标百分比。28 技
术组合目标有助于评估具有明确绿色技术路线图
的行业转型速度。然而，该目标并未体现效率的
提高（例如，内燃机效率的提高）。 

资产组合覆盖范围 — 由SBTi开发的资产组合覆盖
范围目标定义了应有自己基于科学目标的客户占
比（以货币或温室气体排放计算）。SBTi 规定，
到 2040年，应达到 100%的覆盖率。资产组合覆盖
目标可鼓励客户设定目标。但衡量有多少客户设
定了目标未必等同于这些客户实现了减排， 尽管
可以通过监测、报告和核实客户实现目标的进度
来减轻影响。 

融资目标 — 这项目标明确了银行可以向碳密集型
行业提供多少融资额度。融资目标具有简明的优
势，并与银行可以采取的行动直接挂钩。然而，
融资和排放结果之间的联系未必是线性的。碳排
放或碳排放强度方面的目标通常更受青睐。 

27. 考虑到可获得的碳排放数据有限，卡托维兹银行建议使用化石燃料开采融资额来衡量各行业的一致性。法国巴黎银行已根据这一指标设定了减

排目标。这一目标是绝对融资减排目标的替代。 

28. 例如，汽车行业从内燃机向混合动力和电动发动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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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国民西敏寺银行为个人住宅房地产制
定减排路径 

2020 年，国民西敏寺银行（NatWest）为住宅抵押贷款行业设定了一条碳排放路径，住宅抵押贷款占国

民西敏寺银行整体贷款敞口的 40%以上。国民西敏寺银行使用 SBTi 的 SDA 和气候变化委员会（CCC）

的第六次碳预算平衡净零途径作为情景，为住宅抵押贷款估计了行业特定的物理排放强度（每平米二氧

化碳排放当量千克数）路径。 

国民西敏寺银行计算了达到 2030 年和 2050 年情景需要的住宅抵押贷款行业碳排放强度水平的。该选

定情景为英国住房存量提供了与升温 1.5°C 的结果相一致的碳减排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路径将

为完善估算和制定碳排放强度目标奠定基础。 

国民西敏寺银行选择物理排放强度路径而非绝对排放路径，是因为： 

 随着时间推移，无论抵押贷款组合的规模如何变化，碳排放强度指标体系都具有可比性。 

 SBTi 建议银行在设定住房抵押贷款行业目标时使用 SDA。 

 随着未来几十年英国住宅建筑面积的增加，减排必将赖于家庭能效的提升，而非家庭数量的减
少。排放强度指标体系可以激励必要的能效改进（而绝对目标可以通过减少市场份额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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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对于电力行业，巴克莱包括了范围 1 的排放（燃烧化石燃料发电产生的排放）。对于能源行业，巴克莱包括了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相关的范围
1、2和 3内的排放。巴克莱将中游产业排除在范围 1和 2排放之外，以强调减少开采，而非提高生产效率 

 

 

2040 2020 2025 2030 2035 

2040 2020 2025 2030 2035 

案例研究：巴克莱银行为电力和能源行业选择目标 

巴克莱衡量融资排放的 BlueTrackTM 方法同时使用了绝对排放指标和排放强度指标。巴克莱在 2020 年

11 月宣布了电力和能源资产组合行业层面的减排目标。由于电力与能源行业影响重大，巴克莱优先为

这些行业设立目标。电力和能源行业的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 75%。29 

巴克莱认为应主要使用排放强度来衡量大多数行业，至少在脱碳的早期阶段应该如此。这可以鼓励社

会向低排放的燃料能源转型。排放强度指标受波动性的影响也较小，波动性可能会改变对绝对排放的

计算。随着巴克莱的电力组合持续脱碳，巴克莱计划开始跟踪绝对排放，这将使剩余的融资排放减少

至零。对于电力行业，巴克莱设定了排放强度目标。巴克莱承诺到 2025 年将排放强度降低 30%，以便

在 2035年之前与国际能源署的可持续发展情景（SDS）达成一致。 

巴克莱认为，为能源行业设定的目标是一个例外，该资产组合中的客户从事地球上化石燃料的开采–主

要是煤炭、天然气和石油。在能源行业，排放强度无法降至某一标准以下（燃烧一桶石油产生的排放

量基本相同）。因此，巴克莱选择了绝对排放目标来衡量在生产中的必要的碳减排，从而与国际能源

署 SDS保持一致。巴克莱将在 2025年之前将其在能源领域的绝对融资排放减少 15%，并继续不断跟踪

国际能源署的 SDS基准。请参阅下面的目标路径和国际能源署 SDS基准。 

15% 到 2025年 

* 

* *  

30% 到 2025年 

*2020年 12月: 7500万吨二氧化碳     **2020年 12月: 321 公斤二氧化碳/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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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资排放–能源 

绝对排放 百万吨二氧化碳（指数化的 2020=100） 

国际能源署 可持续发展情景 

基准：经合组织 

资产组合目标路径 
 
 

国际能源署 可持续发展情景 

基准：经合组织 
资产组合目标路径 
 
 

融资排放–电力 

排放强度 公斤二氧化碳/兆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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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何使用以及
在何处使用碳抵
消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碳抵消是指为机构自身基线之外的减排提供融资或从大气中消除
碳，以补偿或中和该机构尚待减少的碳排放的行为。 

碳信用是指从已验证的碳项目中产生的碳减排或碳消除的份额，碳
信用是可转让的 

共同基础 

银行业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已达成一致（例如，机构应该首先着重自身
的减排，碳信用应该是高质量的） 

讨论要点 

碳补偿和碳中和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净零转型；关于银行如何识别客
户碳抵消和碳信用以及银行是否能够使用碳信用来抵消其融资的碳
排放，仍有一些争论 

FSTF 建议 

银行帮助促进和加速碳市场发展，以使资金流向有效的碳减排和碳
消除机会 

支持 SBTi、自愿碳市场诚信倡议（Voluntary Carbon Markets Integrity 

Initiative，VCMI）和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the Taskforce on Scaling 

Voluntary Carbon Markets，TSVCM）等机构的努力，以评估碳抵消的
潜在作用或制定这些组织使用和认可的原则 

将碳抵消的会计核算与融资支持的碳排放分开以提高透明度 

在衡量融资排放时，银行不应将其购买的碳信用计算在内。银行可
以选择购买碳信用来加速全球净零转型，但这些活动应单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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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碳抵消是指为机构自身基线之外的减排提供融资或
从大气中消除碳，以补偿或中和该机构尚待减少的
碳排放的行为。碳信用是指从已验证的碳项目中产
生的碳减排或碳消除的份额，碳信用是可转让的。 

实体组织可以为一系列项目提供资金，这些项目可
以抵消该组织无法减少的范围 1，2 和 3 排放的影响。
碳抵消可以分为两类，如图 11所示。 

为了向补偿和中和活动提供资金，实体组织可以直
接投资于缓解气候变化项目或购买碳信用。碳信用
是一种可交易的工具。使用后，允许购买者通过另
一方的项目实现不受碳交易上限、条例或其他控制
的排放量的减少、避免或清除。碳信用由认证机构
发放，由企业直接购入或通过经纪人获得。 

30. 《对标净零的碳抵消牛津原则》（2020年） 

现阶段，可用于减少和避免排放的碳信用比清除碳
排放的碳信用更多见。30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这一
情况将会改变，因为随着技术发展、不同类型碳信
用之间的差别会去除。投资于碳减缓项目是各实体
组织在自身价值链之外为减排提供资金的重要机会。 

碳信用是在两种类型的碳市场内交易的工具之一： 

 强制碳市场通常由监管机构基于“总量管制与交
易”建立，以限制某一地区内（如欧盟排放量交
易系统）或某一行业的某些参与者的温室气体排
放量，并将排放量随着时间推移，减少到零。在
这些市场中，企业必须获得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
或者使用代表排放补偿或中和项目的碳信用额度
来匹配其排放量。 

 自愿碳市场允许各实体组织从第三方开发和核实
的碳项目中购买、出售和使用碳信用，以履行其
自愿气候承诺。自愿碳市场采用的是基线和信用
的概念，即设定一个“正常运营”的基线，发放
碳信用是为了将排放量减少到基线之下，但超出
基线的情况仍会发生。自愿碳市场相比强制碳市
场目前规模较小，但是增长很快。（见专题 7） 

专题 7：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 

联合国在第 26 届气候变化大会（COP26）会前成立
了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TSVCM）。该工作组由
渣打银行集团（Standard Chartered）首席执行官 Bill 

Winters 担任主席，由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赞助，是一项由私营部门主导
的举措，旨在推动有效和高效的自愿碳市场规模扩
大，以助力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该工作组于
2021 年 1 月和 7 月发布了报告，阐述了为碳信用交
易创建一个规模化、高诚信度的自愿市场的下一步
步骤。这包括制定供应标准（包括核心碳原则），
建立可信的市场中介机构，通过全行业的承诺来创
建需求信号，同时建立一个高诚信的治理机构。 

4 6  

 
图 11. 减少/避免类抵消与清除类抵
消 

减少和避免类抵消 

代表某一组织范围 1、2 和 3 基线之外
的、本来会产生但由于该组织采取的
措施而没有产生的排放量 

例如：避免砍伐森林，可再生能源的产
生，甲烷的捕获  

被用来“补偿”一个组织尚未减少的目
标排放量 

清除类抵消 

代表由于该组织采取的措施而从大气中清除的
排放量 

例如：重新造林、直接空气捕获和地质封存 

被用于“中和”一个组织尚未减少的目标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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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碳市场的目的都旨在使排放者将温室气体排
放转化为内部成本—“污染者付费”的原则。以价
格为基础的机制有助于将资本导向成本最低的机会，
包括保护自然存在的碳沉降资源和资助新的清除和
减少碳排放的技术。与此同时，如果碳价格居高不
下，市场在促进内部脱碳努力方面是最有效，使政
策制定者能够通过限制供给侧来进行积极影响。 

本节重点讨论碳信用在银行范围 3 排放方面的使用，
特别是银行的客户组合产生的排放。本节不讨论银行
本身的范围 1与范围 2的排放。 

共同基础 

银行业在一些基本原则上已达成一致。 

对银行资产组合的范围 3排放使用碳抵消和碳信用通
常是银行净零战略中最不成熟的部分。因此目前还
没有明确的行业标准，但已有一些涉及企业使用碳
抵消的原则。银行在评估客户使用情况时可以考虑
这些因素。可参考以下刊物了解这些原则：SBTi 的
《净零基础》（Foundations for Net Zero）、联合国环
境署金融倡议的《气候变化目标设置指南》（the 

UNEP FI Guidelines）、对标净零的碳抵消牛津原则
（ the Oxford Principles on Net Zero Aligned Carbon 

Offsetting）、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关于自然和气候
的公司行动蓝图》（the WWF's Blueprint for Corporate 

Action on Nature and Climate）。这些原则包括： 

减缓层级 – 在转向碳抵消之前，银行客户应首先优先
考虑跨范围 1、2 和 3 的直接脱碳战略。在技术或财
务上可行的替代办法有限的情况下，作为按照以科学
为基础的路径减少排放的补充，碳抵消对于补偿或中
和剩余排放有用。根据牛津原则（Oxford Principles），
随着关键技术的发展，假以时日，应会实现全球范围
完全清除抵消。NZBA 承诺声明指出，依赖碳抵消实
现最终状态净零，应限于在没有替代办法的情况下以
碳清除平衡剩余排放量，如前所述。  

单独核算 – 按照温室气体核算体系，银行应将碳抵消
与其范围 1、2 和 3 的排放分开核算和报告。通过这
种方式，银行可以为碳减排的实现方式提供透明度。
此外，单独核算将解决可能存在的"漂绿"问题（下文
将介绍）。 

客户碳信用的核验 – 在净零社区有两个围绕碳信用的
问题，可能会导致银行的声誉风险。第一个是“漂绿”
的风险，即各实体组织将碳信用作为脱碳的主要形式，
而不是将重点放在他们自身的范围 1、2 和 3 的减排
上。第二，可能出现无法兑现减排或清除承诺的低质
量碳信用风险。TSVCM 为制定一套核心碳原则所付
出的努力广受欢迎，这有助于为未来的碳信用设定最
低质量门槛。 

脱碳路径的最佳实践因行业而异，并取决于技术可行
性因此银行应按行业评估客户对碳信用的依赖程度。
银行应致力于确保客户碳信用由可信的第三方核验，
能够出现其他情况下不会产生的减排（称为"额外"），
并且能够带来从大气中永久消除排放的结果。为协助
客户达成这一目标，银行可能需要对客户碳抵消使用
进行尽职调查，包括按行业定期修订排放标准。这样
银行将从客户提供的更多披露信息中获得包括所购碳
信用的类型、数量和发放者等有用的信息。 

为了帮助确保符合前述的核验、额外性和永久去除标
准，银行应鼓励客户使用最可信标准下的碳信用，其
中包括核证碳标准（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 ，
由 Verra 创建）、黄金标准（Gold Standard）、联合
国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美国碳登记（ American Carbon Registry，
ACR ）和气候行动储备（Climate Action Reserve， 

C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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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resources/files/foundations-for-net-zero-full-paper.pdf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Guidelines-for-Climate-Change-Target-Setting.pdf
https://www.smithschool.ox.ac.uk/publications/reports/Oxford-Offsetting-Principles-2020.pdf
https://www.smithschool.ox.ac.uk/publications/reports/Oxford-Offsetting-Principles-2020.pdf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beyond_science_based_targets___a_blueprint_for_corporate_action_on_climate_and_nature.pdf
https://wwfint.awsassets.panda.org/downloads/beyond_science_based_targets___a_blueprint_for_corporate_action_on_climate_and_nature.pdf
https://www.smithschool.ox.ac.uk/publications/reports/Oxford-Offsetting-Principles-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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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使用碳信用作为组织净零战略的一部分 

除了依据科学路径减少排放（见图 12 左图）之外，为了达到净零目标，各实体组织正致力于越来越多

地通过碳中和来抵消无法通过永久碳去除减少的排放（见中间图）。在实现净零的道路上，各组织可以

通过补偿和中和部分或全部的排放来为社会净零目标做出贡献（见右图）。SBTi 和 TSVCM都鼓励实体

组织这样做，但首要任务仍然是减少他们自身的范围 1、2 和 3 的排放。高质量的碳信用是实体组织实

现这种补偿和中和的一种方式。

改编自国际金融协会的《呼吁通过积极路径实现净零》 

 

讨论要点 

碳补偿和碳中和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净零转型；关于
银行如何识别客户碳抵消和碳信用以及银行是否能
够使用碳信用来抵消其融资的碳排放，仍有一些争
论。 

银行对客户碳信用额的认可 

购买碳信用额来中和并补偿其排放的企业应该得到
认可。然而，对于银行应如何认可这一行为仍然存
在争议。如上所述，有担忧客户可能会依赖碳信用
额，而不是专注于自身价值链中的脱碳。对于不属
于范围 1、2 和 3 内排放的减排进行认可会带来会计
问题，因为内部排放存量计算使用了归因会计处理
方法，而价值链外的减排则是采用结果导向的会计
处理方法。31 

最后，由于目前可用的碳信用额是有限的，其使用
应该留给最难减排的行业，像绿色和平组织这样的
非政府组织对此表示关切。32 2019 年，自愿碳信用
市场仅包含约 0.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信用。33， 而
全球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为 59.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34 

银行的碳信用购买与其融资排放相关 

关于银行是否可以购买碳信用以补偿或中和其资产
组合排放的公开指导意见正在制定过程中。如果银
行过于依赖碳信用，则可能不会首先激励客户按照
减缓层级和相关行业科学基础净零路径所指示程度
去落实脱碳。购买碳信用也会产生大量的财务费用。
然而只要银行在购买碳信用时严格的坚持认证、永
久性、额外性和可验证性的原则，就可以为全球净
零转型做出贡献。随着相关指导性原则的发展，银
行遵循不断出现的最佳实践将非常重要。 

31. SBTi：《基于科学的企业部门净零目标设定基础》 
32. 英国绿色和平组织：《净期望值：评估二氧化碳清除在企业气候计划中的作用》 
33. 《扩大自愿碳市场工作组的最终报告》2021 年 1月 
34. 《联合国环境署 2020 年排放差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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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if.com/Portals/1/Files/High_Ambition_Path_to_Net_Zero.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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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在支持碳市场发展方面的作用 

银行所具备的能力可以在支持强大，透明的碳市场的
规模化上发挥重要作用。可采取的行动包括教育客户
了解碳信用的作用、做市、为客户管理碳市场和价格
风险提供创新解决方案，以及为碳补偿和碳中和项目
提供债务融资。有关 FSTF 银行计划如何支持碳市场
发展的进一步信息，请参阅将于 2021 年 10 月在 SMI

网站上发布的《如何促进碳市场发展及银行的作用》。 

FSTF建议... 

 银行帮助促进和加速碳市场发展，以引导资金流
向有效的碳减排和碳消除机会。 

 支持 SBTi、VCMI 和 TSVCM 等机构的努力，以
评估碳抵消的潜在作用或制定这些组织使用和认
可的原则。 

 将碳抵消的会计核算与融资支持的碳排放分开以
提高透明度。 

 在衡量融资排放时，银行不应将其购买的碳信用
计算在内。银行可以选择购买碳信用来加速全球
净零转型，但这些活动应单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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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互动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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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披露进展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公开披露银行净零战略和进展信息是银行业内一个新的和不断演进的过
程。银行认识到，披露可以提高其净零战略的可信度和落实的责任心，
但目前还没有标准化的方法 

讨论要点 

银行必须决定是以独立报告形式还是在年度报告中披露，在符合相关
的监管和质量要求的情况下 

鉴于客户排放的数据不一致，银行还必须确定如何使披露尽可能可信 

FSTF 建议 

银行遵循 TCFD 的建议，越来越多地在年度报告中包含净零报告 

银行与标准制定机构合作，确定哪些披露将体现在年度报告中，而非以

补充文件的形式披露或在网站上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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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公开披露银行净零战略和进展信息是银行业内一个
新的和不断演进的过程。银行认识到，披露可以提
高其净零战略的可信度和落实的责任心，但目前还
没有标准化的方法。 

宣布净零目标的银行已开始承诺每年披露关于目标和
转型计划的进展情况。迄今为止，银行采用了不同的
披露方法。 有许多倡议正在或计划为银行业出谋划
策，包括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FRS） 基金会提议的
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和被称为“五方小组”的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制定机构。35  “五方小组”发布
了建立在 TCFD 的四大支柱之上的气候报告标准模板。
36  

许多银行已经在进行年度气候报告时遵循 TCFD的指
导建议。此举已经或即将在包括 G7 成员国在内的若
干全球司法管辖区强制执行。 TCFD最近正就金融机
构的融资排放披露指南、资产组合调整指标体系和
转型计划征求意见。37  

TCFD 建议银行在年度财务报告中应加大对气候相关
信息披露的力度。目前，银行通过不同渠道披露净
零信息，包括年报、ESG 补充报告以及官网。选择
不同的披露方式部分原因在于当地司法管辖的要求，
这也会影响到将披露纳入年报的决策过程。 

披露地点、具体性和方法论的碎片化使得外部利益
相关者越来越难以将不同银行的净零披露进行比较。
建立关于报告和方法的统一标准，并就适当的发布
平台达成一致，将提高银行之间以及不同时间段之
间披露的可比性。   

讨论要点 

银行必须决定在相关的监管和保证要求之下，是以
独立报告形式还是在年度报告中披露。鉴于客户排
放的数据不一致，银行还必须确定如何使披露尽可
能可信。 

在哪里披露 — 银行一向遵守严格和规范的财务披露
标准。他们经常发现，由于没有成熟的报告实践和
标准可借鉴，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极具挑战性。然
而，投资者、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越来
越多地要求银行出具更明确、更可靠的报告。下图
13 概述了选择于何处披露的考量。 

将一些内容纳入年报，并通过独立报告或网站披露
更详细信息，许多银行采取了两者相结合的方法。
（见下面的案例研究。） 

数据低质量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披露的可信度  — 

UNEP FI 建议银行使用可获得的最高质量的数据来源，
并在其计算中进行数据质量评估。38 在测量排放基准
时，银行往往需要依赖资产组合排放数据，但通常
很难获得具有适当可信度的数据。 

随着实体经济报告数据质量的提高，UNEP FI 

Guidelines 中鼓励使用的独立且有限的质量保证可以
提高银行报告的可信度。通过独立质量保证流程对
数据来源、计算方法和假设进行严格测试，将有助
于管理与披露前瞻性数据和信息相关联的报告风险。 

35. CDP、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CDSB）、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国际整合性报道委
员会(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 IIRC)和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36. 《治理、战略、风险管理以及指标体系和目标》 

37. 《气候相关指标、目标和转型计划的建议指南》 – TCFD 2021 年 6 月 

38. PCAF 定义了一种类型的数据质量评估，它提供 1 到 5 之间的平均数据质量分数，可用于为披露提供可信度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Guidelines-for-Climate-Change-Target-Setting.pdf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UNEP-FI-Guidelines-for-Climate-Change-Target-Set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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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披露地点的比较 

披露方式 优点 缺点 

 
网站 

 不如具体的、独立的报告那么突出 

 可能会因网站上海量的既有信息而不容易找到有

关气候披露的信息 

 评级机构可能不容易找到信息，也不会明显地将

其与特定的披露联系起来 

  

 

FSTF建议... 

 银行持续遵循 TCFD 的建议，越来越多地在年度报
告中包含净零报告，并实施强有力的内部控制以确
保披露的可信度。 

 除非已被纳入年报，否则银行会在单独的 TCFD、
ESG 或其他与气候相关的披露补充中提供额外的细
节和有关叙述。 银行应致力于与标准制定者和指
导方（如 IFRS、TCFD 和监管机构）合作，继续开
发一套净零相关指标和数据的最小标准。通过与这
些机构合作，银行可以通过定义一个共同的方法，
提升披露的透明度、可比性和可用性。 

 由于客户排放数据仍然难以收集和验证，
FSTF 建议银行清晰地解释其披露的准备过程
以及他们实现目标的计划。在具体的、可比的
数据缺失的情况下，对诸如进展、理据、豁免
和采取的行动等进行定性描述将帮助银行对利
益相关者以透明的方式披露情况。这种方式还
可以用于分享数据质量的评估，让利益相关者
清楚地了解报告数据的准确程度。 

 

 银行应使用其公开披露清晰地解释与行业标
准之间存在的差异。当方法和标准有所改变
时，银行可能需要重申其基准目标和进展，
这些解释也将有助于理解。

  
 对净零目标的高调而清晰的承诺 

 鼓励对年报中估计和报告的数据做进一步

的内部和/或外部保证过程 

 允许整合到财报中 

 保证承担着重大的合规责任，但鉴于气候

相关数据和披露的成熟度可能并不合适 

 某些司法管辖区的责任框架会带来重大的

法律风险，尤其是在披露前瞻性数据和信

息时 

 增加披露内容需要额外的工作量、时间和

资源来准备 

 与财报整合可能造成更多的碎片式披露 

 由于客户排放数据往往滞后于财务数据，

因而使披露融资排放指标比较困难 

年报 

 独立报告为利益相关者了解气候相关信息

提供了单一来源 

 有更多的空间做定性解释，来传达上下

文、细节以及与行业标准之间的差异 

 难以与银行整体战略挂钩 

 投资者、标准制定机构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希望在年报中获得更多 ESG 数据，以及与

银行整体战略计划相关的详细信息 

 如果未包含在年报中，则可能被视为对业

务的重要性较低 

ESG 或气候相关的披
露补充（例如 TCFD） 

5 3  

 特定专栏可以包含所有必需的详细信息，

包括复杂的数据组合集 

 可在全年轻松更新，让利益相关者随时了

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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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劳埃德银行集团（Lloyds Banking Group，LBG）对 2018 年融资排放基线进行了初步估计，并

在其 2020 年报和会计报表中披露。这将作为 LBG 目标的初始基准，目标是 2030 年将其融资的排放量

减少 50%以上，并帮助其更好地支持客户落实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计划。 

案例研究：FSTF 银行的气候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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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1：2020 年，国民西敏寺银行首次在其气候相关披露报告中披露了 (i) 估计的融资排放，(ii) 物理和

经济排放强度， (iii) 2030 年对标《巴黎协定》的初步物理排放强度估算，这一估算也与国民西敏寺银

行将融资活动对气候影响减少 50% 的气候雄心相一致，(iv) 2050 年四个行业对标《巴黎协定》的物理

排放强度。 

https://www.lloydsbankinggroup.com/investors/annual-report.html
https://investors.natwestgroup.com/~/media/Files/R/RBS-IR-V2/results-center/19022021/2020-climate-related-disclosure-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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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4：在其 2020 年 TCFD 报告中，渣打银行披露了针对六个行业的预计的温度对标指标。分数基于

100名客户的初始样本，并考虑了不同行业和地区不同的脱碳率。渣打银行指出，该指标的方法仍在不

断优化，渣打银行致力于随着行业标准的发展不断改进其方法。 

图表 3：法国巴黎银行将 PACTA 方法应用于给电

力行业企业的贷款组合，以计算该组合在 2020 年

底的对标情况和到 2025 年的对标预测。计算结果

已在其 2020 年 TCFD 报告中披露。该图表详细说

明了由 法国巴黎银行融资的电力组合与 IEA 针对

OECD 的 SDS 情景子集在产能方面的对比（采用

PACTA 方法）。 

https://av.sc.com/corp-en/content/docs/tcfd-climate-change-disclosure-2020.pdf
https://cdn-group.bnpparibas.com/uploads/file/tcfd_2020_bnppariba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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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为转型提供资
金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作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提供方和安排方，银行在为净零转型融资方面
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预计转型每年需要高达 7 万亿美元的投资，而目前的水平约为 6000

亿美元 39
  

讨论要点 

银行必须在需要为新兴技术提供融资以支持转型与这些潜在风险较
高的投资所需的资本增加之间进行平衡 

一些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产品（如转型债券）的发展将取决于对这
些产品的明确定义 

初步考量 

为了帮助实现转型，银行可以： 

 拓展可持续发展融资产品，来加速气候融资增长 

 与公共和私人资本提供者合作开发创新型融资结构，例如混
合融资 

 鼓励政府通过政策、补贴和激励措施支持转型 

 支持对“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标准化定义，以促进进
一步投资 

39. 经合组织：《气候未来融资：基础设施再思考》（2018 年）；CPI：《全球气候金融格局的最新观点》（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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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作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提供方和安排方，银行在为净
零转型融资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气候融资通过将资本转向减缓气候变化或适应其结果
的活动，为向净零经济的转型提供资金。2019 年，气
候融资流量达到了约 6,000 亿美元，自 2013 年以来增
长了 75%。40 这一增长是由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等资
产类别推动的。41 （见图 14）最近，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券和贷款以及绿色抵押贷款等创新结构产品出现，
并呈现了显著增长。 

尽管最近出现了增长，但如今的投资水平和未来30年
为向净零转型所需的投资之间仍然存在显著差距，预
计 2030年之前，净零转型所需的投资高达每年 7万亿
美元。42  

到目前为止，气候融资的扩张仅限于少数几个行业，
包括公共事业、能源公用事业和房地产行业。转型
路径不太明确的行业，诸如重工业、制造业和农业，
参与程度较低。银行将需要向这些更难减排的行业
提供“转型”融资，以实现其业务的脱碳，因为仅
靠传统的“绿色”融资不足以满足《巴黎协定》的
温度目标。43 作为实体经济的资本提供者，银行在缩
小这一差距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需要加速拓
展现有的产品，如绿色债券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还需要进行产品的改进和创新，以激发实现净零所
需的公共和私人投资。 

来源：CPI,“2019 年全球气候金融格局的最新观点” 

讨论要点 

银行必须在需要为新兴技术提供融资以支持转型与
这些潜在风险较高的投资所需的资本增加之间进行
平衡。一些支持减缓气候变化的产品（如转型债券）
的发展将取决于对这些产品的明确定义。 

随着银行寻求气候融资的规模化，他们将需要考虑
以下挑战： 

风险-回报不匹配 – 向净零的转变需要投资清洁能源
供给、建筑和工业过程脱碳以及消除大气排放等方
面的技术。其中一些技术已经存在（如电气化、电
池、建筑绝缘），而其他技术还需要大规模开发
（如绿色或清洁的氢、碳捕获和封存）。 

对投资的公司和提供融资的银行而言，对未经检验的
新技术的投资风险高于对现有技术的投资。这类投资
通常会导致公司的回报期变长和投资者的收益延迟。
银行业的资本要求规定，银行在进行风险更高的投资
时必须持有显著增加的资本。 

40. CPI：《全球气候金融格局的最新观点》（2019 年） 

41. BloombergNEF：《2020 年全球可持续债务年度发行》 

42. 经合组织估计，2030 年之前，每年的融资需求为 6.3-6.9 万亿美元； 国际能源署估计，2030 年之前，每年对能源投资的需求将达到 5 万亿美元；全球金融
市场协会（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ssociation，GFMA）估计，2050 年之前，每年需要 3-5 万亿美元 

43. 标准普尔全球评级：《转型金融： 通过资本市场找到通碳中和的道路》（2021 年） 

 

 

图 14. 自 2012 年以来气候融资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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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兴市场这种情况可能会加剧，因其未来若干年
需要在清洁能源上进行大量投资。44 银行如果还是采
用传统融资方法和金融产品，将无法提供所需的全
部转型资金。 

缺乏转型的标准化定义 – 绿色债券的增长是由对“绿
色”的透明定义所支撑的，比如绿色债券原则。45 与
此同时，支持转型所需活动的广度超出了专题 8 中描
述的“绿色”的标准化定义。然而，对于“转型”融
资，目前并没有标准的定义。标准化定义很重要，因
为它们能提振投资者信心，降低“漂绿”风险，降低
交易成本，并有助于增加资本流动。相对于狭义的
“绿色融资”而言，“转型”融资的增长一直很缓慢：
2020年只发行了 11只转型债券 46，而同期发行的绿色
债券则超过 7000只。47  

初步考量 

银行可以与公共或特许资本合作开发创新融资结构，
降低可持续发展投资的风险。比如混合金融，它使
用公共或慈善基金来降低部分投资的风险，以便能
够动员更多的私人资本。（请参见渣打银行的案例
研究。）同样，银行也可以制订出创新的方法来降
低有助于转型的项目的风险。（参见麦格理
（Macquarie）案例研究。） 

专题 8： 分类法作为为气候转
型融资的一种工具 

在可持续发展金融的背景下，分类法是用于标记
和确定可持续发展活动的分类系统。随着分类法
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使用者应该意识到活动定义
的复杂性和管辖差异。 

1. 活动定义 

绿色金融通常采用“资金用途”贷款的形式，即
资金与特定目的挂钩（而不是“一般用途”贷
款）。资金用途贷款的使用，取决于将被融资活
动归为‘绿色’的分类法。48并不是所有支持转型
所需的活动都符合“绿色”的标准化定义。49 例
如，某些支持活动（比如使用低排放水泥和钢材
的建筑材料的研发），或涉及现存但预计到 2050

年将停滞的产品的过渡性活动（如塑料回收设施
的运营）。目前还没有对“转型”活动的标准化
定义来给这些活动贴标签，但它们往往都需要资
金，特别是在难以转型的行业。创建一个“转
型”活动的标准定义是必要的，它可以确保所有
帮助企业转型的活动都可以通过资金用途贷款获
得融资。 

 

44. 举例来说，参见 IEA 报告《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清洁能源转型提供融资》 

45.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the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s Association，ICMA）：《绿色债券原则（GBP）》 

46. 牛津商业集团 ：《转型债券：一个向气候可持续性转变提供资金的新工具吗？》 

47.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可持续债务：2020 年全球市场状况》 

48. 包括欧盟和 ICMA在内的国际机构已经制定了分类法，定义哪些活动与长期气候目标相一致（注意，分类法不同，例如，《欧盟分类法》对“绿色”的
定义比 ICMA的《绿色债券原则》更为严格） 

49.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为可信赖的低碳转型提供融资》（ 2020 年） 



 

PUBLIC 

 

此外，扩大分类范围，将企业整体归类为“转型
中”，可有助于将一般用途贷款用于绿色融资。
符合特定标准的企业能被归类为“转型中”企
业，从而有资格获得绿色一般用途贷款。通过这
种方式，资金用途贷款和一般用途贷款都可归于
绿色金融。 

2. 地域差异 

包括欧盟和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发
了自己的分类法。其他诸如加拿大、马来西亚和
阿联酋等国，正处于开发的早期阶段。这些分类
因各自当地市场的特点而各不相同。跨境差异给
在多个司法管辖区运营的企业带来挑战。带来的
潜在问题还在于绝大部分转型资金需求来自于私
人资本资源较少的地区，比如亚洲。不论私人还
是政府分类法，跨境互认框架都将增强投资者对
与《巴黎协定》目标保持一致的跨境资本流动的
信心。50  

政府和决策者的支持也是关键。银行应与监管机构和
决策者合作，倡导政策支持，以应对“讨论要点”部
分提出的挑战。政府可以通过为绿色新技术的开发者
提供补贴来缩短客户的投资回收期并改善受益项目的
投资状况。否则，这些项目将不具投资价值。其他政
府激励措施，如印花税激励、补助金和增值税减免，
也会有所帮助。同样，银行也有机会与政府合作，为
项目创造强大的赋能环境（例如，支持创建本地绿色
供应链和绿色技术员工队伍）。 

除了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以外，银行应提供
一系列产品支持转型，包括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
供应链融资和贸易融资。这些都可以与气候相关的
KPI挂钩，且可进一步扩展。. 

如上所述，有必要制定包括所有转型活动在内的更广
泛的产品定义，以填补融资缺口。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和瑞士信贷这两家机构已经着手解决这个问题，他们
在 2020年合作撰写了一份名为《为可信赖的低碳转
型提供融资： 如何确保转型标签具有影响力》
（Financing credible transitions: How to ensure the 

transition label has impact.）的白皮书。指出定义应清
晰、可理解，并确保标准化的获益能抵消增加的合规
成本。关于制定灵活标签框架的例子，请参见关于
FAST-Infra的案例研究，该研究已经得到了一些
FSTF成员的支持。 

此外，将转型的定义扩大到适用于企业整体（见专
题 8），可以帮助为转型战略寻求融资的企业获得额
外融资。

 

50. 欧盟为分类法的发展提出了四个最低设计原则，以支持未来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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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limatebonds.net/files/reports/cbi_fincredtransitions_final.pdf
https://www.climatebonds.net/files/reports/cbi_fincredtransition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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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该倡议由气候政策倡议组织，汇丰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经合组织和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共同发起 

 

 

FAST-Infra – “以金融加速可持续发展转型基础设施”倡议于 2020年成立，目标是加快私营部门对可持续发

展基础设施的投资。51现在拥有 90多个成员机构，包括银行、投资者、开发银行、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FAST-Infra 认识到，上个世纪建立的基础设施是高度碳密集型的，世界需要新一代的可持续发展基础设

施来满足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温度目标。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在 2030 年之

前，这将需要每年高达 7万亿美元的投资，目前仅靠私人投资或多边开发银行是不能满足的（按类别划

分的总投资需求见下图）。 

为了吸引必要的投资，FAST-Infra 创建了可持续发展基础设施标签，使项目赞助商、开发商和所有者能

够明确基础设施资产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影响。其目标是增加融资潜力，激励政府和开发商设计更多

以可持续发展标准为核心的项目，并鼓励在基础设施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采用高可持续发展的标准。 

2020 年 1 月，渣打银行参与了一项混合融资项目，为越南泰宁省一座 50 兆瓦光伏太阳能发电厂的开发

和运营提供长期融资。融资包括： 

 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的 1130 万美元贷款 

 由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出资的 Leading Asia’s Private Infrastructure Fund （LEAP）提供的 760 万美元贷款 

 渣打银行和另外两家商业银行提供的高达 1890 万美元的贷款 

融资结构鼓励商业银行共同为该项目提供联合融资。亚洲开发银行和 LEAP的贷款期限为 17年，比商业

银行贷款的期限长 2 年，以减少每年的还款额，并确保项目现金流有足够的偿债缓冲，以满足商业银行

的风险偏好。 

这一交易充分说明利用公共资本“带动”私人资本支持投资，将有利于实现净零目标。 

 

 

案例研究：渣打银行和海湾太阳能项目–发掘混合融资的作用 

 

案例研究：FAST-INFRA“以金融加速可持续发展
转型基础设施”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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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资产必须满足 14 个基本可持续性标准，并对至少一个标准作出积极贡献。在净零排放的背
景下，这种积极贡献将针对温室气体减缓，例如通过可再生能源设施或电动公共汽车实现减排。该标签
的主要设计特征包括： 

 它适用于跨项目生命周期的多个阶段的资产 

 它的设计以现有的分类、标准和框架为基础并灵活运用，以促进报告和合规 

 它依赖于自我声明（鼓励独立审查）以及透明的披露和报告 

2030 年之前，在气温上升 2°C 有 66%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所需的全球基础设施投资（2016-2030 年，
万亿美元） 

来源：经合组织/国际能源署，《投资气候，投资增长》（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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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技术的主流化速度不断加快，成本不断下降，这促使各国政府削减了为刺激市场而设立的公共资

金支持计划。在目前补贴较低的大环境下，开发者必须找到其他资金来源，以稳定项目在经济上可行所

需的低成本和长期的融资。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寻求通过电力购买协议（Power Purchase 

Agreements，PPAs）获得绿色能源，PPAs 通常是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长期协议，用以从特定渠

道获得可再生能源，从而确保成本。麦格理（Macquarie）旗下的绿色投资集团（GIG）与包括能源密集

型行业在内的客户合作，构建量身定制的 PPAs。迄今为止，GIG 已经通过 PPAs 帮助 23 家公司进行绿

色转型，为横跨包括美国和北欧在内的几个市场提供了近 400万千瓦的可再生能源。 

GIG也在推动新市场的 PPA活动，在这些市场中，公共气候目标的实现往往更依赖于私营部门投资或私

营部门主导的解决方案。波兰是中东欧最大的电力市场，它承诺到 2050 年超过 50%的电能供应将产自

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发电。 

2019 年 10 月，GIG 与世界领先的照明公司之一 Signify 在波兰签署了第一单企业 PPA。与麦格理的基斯

利斯（Kisielice）风电场签署的虚拟 PPA减少了 Signify每年的碳足迹，并通过这一创新路径加速了波兰

的新兴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发展。 

此后，GIG 一直在继续建立其波兰风电场的资产组合，将它们的产量与定制的 PPAs 挂钩，使企业客户

能够实现自己的脱碳承诺。组合包括物理 PPA，如为达能的 7 家波兰生产厂提供基础负荷电力；到虚拟

PPA，如将可再生能源并入波兰电网，并为 Air Products 等客户提供原产地保证证书，以抵消其工业气

体发电产生的排放。  

麦格理也在进行创新以应对其他挑战。在许多市场中，承购商的需求已经超过了陆续投产的新项目的供

给。聚集产量 – 将规模较小的公司聚集在一起，从大型项目中购买能源，不仅能使企业参与更广泛的项

目，而且能使项目将其产量与适当的客户群体相匹配。麦格理在澳大利亚开发的 429 兆瓦陆上风力发电

项目“Murra Warra”就是一个例子，该项目由 5家独立企业承购商组成的多买家 PPA 提供支持。 

案例研究：麦格理的可再生能源 P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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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客户互动 
 
关键信息 

目前进展 

贴近客户，了解其战略并支持他们向低碳或零碳转型，对于推动实体
经济的变革来说至关重要 

银行可以协助客户提高认识、支持客户制定脱碳战略、共享最佳实践
经验和制定融资解决方案 

讨论要点 

在与客户互动方面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万全之策（例如，
由于内部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源，小企业可能对其中的机会
缺乏认知） 

转型必须在减排和社会及生态目标之间求得平衡 

初步考量 

为了支持客户，银行可以： 

 根据客户规模、行业、地理位置和转型成熟度制定战略，以便让
客户更好地参与互动 

 设计流程，以在加速转型与支持当地经济和生态系统之间取得
平衡，协助客户实现“公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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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进展 

贴近客户，了解其战略并支持他们向低碳或零碳转
型，对于推动实体经济的变革来说至关重要。银行
可以协助客户提高认识、支持客户制定脱碳战略、
共享最佳实践经验和制定融资解决方案。 

客户的参与对于银行实现净零承诺至关重要。52 当银
行设定净零目标时，需要与客户合作，将融资活动
和指标挂钩，以实现最佳效果。随着气候认知水平
迅速变化，各类转型路径不断涌现，银行有机会与
客户开展建设性对话，以支持实体经济变革并加速
向净零的转型。 

银行可以为客户提供以下几类支持： 

 提高认识，开始对话 – 确保客户理解向净零转型
的必要性、银行在其中承担的角色、企业自身角
色，以及收集数据为转型战略提供信息的重要性 

 理解并支持客户制定脱碳战略— 分享专业知识和
最佳实践，将客户导向关键资源，与客户沟通银
行行业层面的目标，从而为客户战略提供信息 

 开发融资和对冲解决方案 – 为客户在脱碳技术上
的投资提供融资支持（见第 8 节 — 为转型提供
资金）和对冲解决方案（例如降低与碳价格相关
风险的方法）。 

除了提供支持，银行还需要贴近客户，了解他们的
排放情况并追踪进展。（见第 2 节 – 衡量基线） 

讨论要点 

在与客户互动方面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
（例如，由于内部缺乏可持续性发展的资源，小企
业可能对其中的机会缺乏认知）。转型必须在减排
和社会及生态目标之间求得平衡。 

互动策略需根据客户的特性而定： 

客户规模 – 较大型公司比中小企业（SMEs）更容易获
得气候资源、专业知识和工具。银行对大公司的支持
可能采取理解其战略和制定融资解决方案的形式。这
些解决方案通常更复杂，也涉及更大范围的投资者。
而中小企业（占所有企业数的 90%左右）和零售客户
更可能处于起步阶段，可通过提高对气候影响的认识
和衡量气候变化冲击的工具来获益。53（请参阅国民
西敏寺银行关于 CoGo的案例研究。） 

客户行业 – 各行业的转型路径不尽相同。一些行业需
要立即为技术的规模化提供融资支持（如汽车业增加
电动车生产），而另一些行业则需要长期投资（如水
泥业发展氢技术）。 银行需要针对具体行业的专业知
识来理解脱碳投资和行业路径的差异。（请参阅劳埃
德银行案例研究。） 还可借此机会在同一行业内的客
户之间分享最佳实践方法。 

客户地域 – 以科学为基础的各类情景描述了不同地理
区域的脱碳路径。银行必须积累专业知识，才能结
合客户运营所在地区和国家的具体背景，认真考量
客户的脱碳和气候风险管理战略。在与客户互动时，
银行还需要了解当地市场的具体情况。 

52. 有关本专题的进一步讨论，请参看世界资源研究所 WRI 工作论文《超越气候承诺的银行业务》和剑桥可持续发展领导力研究所的《让我们讨论

气候：银行 — 客户互动的基本指南》 

53.  We Mean 商业联盟，中小企业气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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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气候战略的成熟度 – 处于脱碳战略早期阶段的
客户需要支持和培训，以理解排放途径和监管要求。
拥有成熟战略的客户则更需要融资支持。（请参阅瑞
士信贷案例研究。） 

在转型与支持地方社区和生态系统之间实现平衡 

当银行与客户合作支持其脱碳时，也应该从客户所在
社区和生态系统的角度考虑转型措施。银行有责任从
那些未趋向净零目标的项目中撤出融资支持。但是，
银行也有责任支持客户和社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并帮助客户确保实现公正转型。银行应与客户
合作，支持当地社区以及生计在转型过程中将面临转
变的人。解决办法可能包括再培训和提供资源，进而
协助在低碳经济中的再就业。渣打银行案例研究中在
客户参与方面采取的有地域特色的方法可作为银行平
衡这些考量的实例。 

初步考量 

为支持客户互动，银行需要提升其员工的技能，包
括客户经理、产品专家、风险与金融专业人士、可
持续领域和行业专家（请参阅汇丰银行案例研究）。
员工应该接受转型背景下关于新技术、气候路径和
融资需要的培训。银行还需要实施与净零承诺和目
标相一致的激励措施，以激励管理层和员工成为推
动业务和客户脱碳的倡导者。 

此外，银行必须根据客户经营所在行业和地理环境
及其对当地社区的影响来考虑客户脱碳战略。根据
每个客户的具体情况，银行能够在确保客户的转型
计划务实而可靠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最后，银行
需要围绕融资决策为客户设定明确的预期，并为客
户与净零路径不兼容的活动和策略（如燃煤电力、
北极石油项目）提供指引。花旗银行案例研究提供
了一个关于燃煤电力扩张融资的明确政策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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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国民西敏寺银行面向零售客户的 COGO 气候足迹
手机应用 

在面向 250名员工和客户的为期 8 周的试验中，

国民西敏寺银行发现，平均每位客户每月可以减

少约 11 公斤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使用该手机应

用的 800 万客户中的每一位客户都按此减排结果

使用该功能，则每年该行客户群可减排超 10 亿公

斤的二氧化碳。影响最大的措施是转向可再生能

源供应商（平均每月减排 90 公斤二氧化碳）和堆

肥食物垃圾。60%的承诺减排行为据说是新做

法，这表明这项试验为客户提供了新的有意义的

选择。 

2021 年 7 月，国民西敏寺银行宣布即将在其手机

应用上推出碳足迹跟踪功能，以帮助零售客户衡

量、跟踪和减少其消费对气候的影响。该功能将

向用户显示与他们的日常消费习惯相关的二氧化

碳排放，还将允许客户制定并记录减少这些排放

的承诺，并为客户提供如何操作的指导。例如，

该手机应用可能会引导客户堆肥他们的食物垃

圾、改用可再生能源供应商、减少肉类消费或购

买二手服装。 

这一新功能将与碳足迹追踪公司 CoGo 合作推出。CoGo 正与多家银行在多个市场合作，向零售客户提

供手机应用，或在银行现有手机应用上实现该功能。 

6 6  

https://www.natwestgroup.com/news/2021/06/natwest-to-launch-free-carbon-footprint-tracker-to-app-users.html


 

PUBLIC 

 

 

作为劳埃德银行致力于低碳未来承诺的一部分，劳埃德银行与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 CFP 绿色建筑合

作，开发了绿色建筑工具，以帮助降低英国商业房地产行业的排放。在英国，建筑物是温室气体排放

的重要来源，到 2050 年仍存在的建筑物中，80%是已建成建筑。因此，除了这一领域监管要求的变化

外，减少建筑物排放也需要改进现有建筑物的使用效率。 

 

房产所有者或租户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知道如何开始减少建筑物排放。绿色建筑工具帮助客户了解他们

的减排机会并制定可持续战略。该工具界面简洁，让客户能够评估多达 58 项节省成本的措施及商业案

例，来改进一个物业或物业组合的绿色认证。所有措施的影响可从它们对能效证书（Energy Performance 

Certificate，EPC）评级、预计回本期和年节省额、所需投资以及减少的碳排放等方面来评估。该工具免

费，适用于从拥有单一场所的中小企业到英国最大公司等所有规模的客户。该工具还可以在方法实施后

进行更新，以便客户查阅相关进展。 

超过 1.5亿平方英尺的房地产已安装了该工具，碳足迹相当于超过 225座伦敦的瑞士再保险公司大楼。 

一旦客户确定了减少他们物业排放的最佳投资方案，就可以申请劳埃德银行的另一个项目进行低息融资 

— 清洁增长融资计划。该计划于 2018年启动，旨在通过为具有以下五个绿色目的之一的项目提供最高降

息 0.25%的定期贷款来激励可持续发展投资：减少排放、提高能源效率、低碳运输、减少废物和循环利

用、提高水效。该计划被设计成为英国最广泛应用的绿色目的融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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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正在开发一套方法论来支持客户通过

向低碳经济有序转型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在

开发一套互动框架来根据客户经营所在地域评

估客户。该方法将基于全球标准和行业领先专

业知识，并在其推进自身零碳目标时，对于更

广泛的银行业，增强透明度。该框架遵循与

《巴黎协定》一致的脱碳轨迹，根据这一轨

迹，不同行业和地区预计会以不同速度实现脱

碳。脱碳速度将受到技术和资本的可获得性以

及对公正转型需求的影响。这在新兴市场尤为

关键，因为高排放行业可能对新兴市场的生活

水平和经济增长很重要。 

示例：两个不同的钢铁生产商在以下方面的表现可能截然不
同（仅为说明目的而加以概括）： 

 

支持转型 

● B 区钢铁公司 

转型 

● A 区钢铁公司 

转型， 

影响或退出 

影响 

 

不清晰 路径 清晰 

作为这一互动框架的第一步，渣打银行根据公

司客户的净零雄心和转型路径对公司进行评

估。 

作为评估的一部分，渣打银行将参照客户经营

所在地的地理位置的路径进行标准化。一国的

气候雄心和支持政策对在其中运营的公司的气

候雄心有着巨大影响。 

在示例中，B区的钢铁公司由于来自监管和股东压力有限，其气候雄心也有限。然而，与其国家和区域

同行组相比，其雄心仍相对较高。经过地理位置标准化后，渣打银行将各客户放入矩阵，并考虑自身

影响其雄心或路径的能力。为确保支持公正转型，渣打银行还将考虑其他因素，如融资决策对当地可

持续发展的影响。最后，渣打银行将决定与客户互动的后续步骤。 

维度 A 区钢铁公司 B 区钢铁公司 

 
公司雄心水平 

 

相对于国家/同业
的雄心水平 

有一定的气候雄心 有限的气候雄心 

高 高于平均水平 

 

公司净零路径 

 

 

国家净零路径 

~1.7 吨二氧化碳/每吨钢生产（相较于
A 区行业平均水平的 1.5 吨二氧化
碳）; 有获得废钢的途径 

~3 吨二氧化碳/每吨钢生产 （相较于
B 区行业平均水平的 3.5 吨二氧化
碳）; 获得废钢的途径有限 

具有一定的获得可再生能源的途径 有限的获得可再生能源的途径 

A区钢铁公司有中高的气候雄心和清晰的路径，因此银行自然要在
客户转型中予以支持。渣打银行将协助客户确定转型的关键表现指
标，以及如何将这些指标写入融资协议。从转型的领先者处所学的
经验随后也将通过银行网络传播。 

B 区钢铁公司目前没有明确路径，但其经地理位置标准化后的雄心水
平使其处于左上象限。渣打银行将与客户合作，在价值链中寻找脱
碳机会，并在公司创建转型路径时考虑对公司的支持。 

高 

雄
心
 

低  

 

案例研究：渣打银行客户互动的地域性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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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瑞信引入了客户能源转型框架（CETFs），来支持客户按照《巴黎协定》路径转型。这些框架

提供了一种方法论，根据某一行业内客户的能源转型准备情况对客户进行分类（见下图）。瑞信期望能

够凭借这种方法积极鼓励客户按 CETFs逐渐转型，并在这一过程中为客户提供融资和咨询服务。同时，

瑞信将逐步减少为转型准备最不足的客户（即“无认知”客户）提供的融资，从而逐步减少自身业务和

声誉风险敞口。 

迄今为止，瑞信已为碳密集度最高优先的行业推出了 CETFs，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煤炭开采和由化石燃

料供应的公用事业/发电、航运、航空和大宗商品贸易融资。作为 TCFD 报告的一部分，瑞信公布了

CETFs 推出情况和客户覆盖情况，具有相当高的透明度。该行推出 CETFs 得到了高级管理层的大力支

持，这有助于克服在实施过程中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需要就将客户按行业分类的标准达成一致，需

要向客户提出那些竞争对手可能不会提出的与气候相关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使瑞信能够与客户展开

根本性的讨论，打开了为实现转型的潜在解决方案提供融资的大门。因此，CETFs 及高级管理层的支持

使客户参与度提升到有意义的气候行动所需要的水平。 

无认知的 

很少或没有迈

向转型的迹象 

知晓的 

甄别和管理 

风险 

战略的 

有转型战略 

一致的  

整体业务和

《巴黎协定》

一致 

绿色的 

业务全部或大

多数已达到气

候友好 

 

 

 

 

最低社会和环境标准 

ESG 信息的可信披露 

渣打银行仍在探索如何取舍和应对这些挑战，其方法和框架将继续发展和改进。这需要深厚的专业知

识，包括气候专业、行业领域和区域/政策的专业知识。这也需要银行多个部门之间的协作，如风险管

理部门、业务部门、气候团队和财务部门。 

 

案例研究：瑞士信贷运用客户能源转型框架（CETFS）评估
和支持客户转型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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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银行认识到，要在其开展业务的 64 个国家和地区有效支持客户的转型，全行的 20 多万名员工都需

要掌握新技能来促进客户参与和开发实际的融资解决方案。近年来，汇丰银行在多个层面采取相应的措

施。 

作为汇丰银行全球员工必修培训课程的一部分，汇丰银行在整个机构范围内与剑桥大学可持续发展领导

力研究所合作，开发了一套由 7 个部分组成的在线课程，包括气候相关内容、汇丰银行的气候战略和可

持续发展金融。自 2018年以来，已完成超过 100,000 个可持续发展学习模块。 

作为必修课程之外进一步的倡议，汇丰银行在英国推出了“可持续发展金融大使网络”，280 多名大使

接受了速成培训，并得到了获取可持续发展专业资格的机会。为了积累关于潜在转型和融资解决方案的

知识，汇丰银行通过其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分享思想领导力，并与能源转型委员会、世界资源研究所、

气候债券倡议、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亚太结构性金融协会等组织合作。 

为确保高级管理层对相关专题的熟悉和领导力，汇丰银行为前 250 名高管举办了一系列专门的气候和可

持续发展金融讲习班，并就气候变化、净零和可持续发展金融等议题向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做了汇报。

其中包括与一个专家咨询小组的季度例会，该专家咨询小组包括来自非政府组织、行业和科学团体的代

表。 

汇丰银行将持续评估关于气候话题的员工教育机会，以确保构建员工在实体经济向零净转型过程中需要

具备的能力。 

 

案例研究：汇丰银行通过提升员工技能来支持客户净
零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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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1 年 3 月 Jane Fraser 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第一天，花旗银行宣布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

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花旗银行与许多碳密集型行业有联系，这些行业几十年来一直推动

着全球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净零，花旗银行必须与包括化石燃料客户在内的全部客户合作，帮助他们和

我们依赖的能源体系向净零经济转型。 

当花旗银行宣布其净零承诺时，它已有之前多年的气候风险管理工作作为基础。该行在 2009年发布了首

项煤炭开采行业政策，在2018年发布了首项燃煤电力行业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花旗银行在持续加强

与动力煤相关的政策。2020 年，花旗银行决定，到 2030 年将动力煤开采企业的风险敞口降至零。2021

年初，花旗银行更新了其燃煤发电政策，为其燃煤发电客户设定了在未来与《巴黎协定》相一致的预

期，客户首先公开报告其温室气体排放，并与花旗银行合作制定从燃煤发电转向多元化的战略。该政策

宣称，2021 年后，花旗银行将不提供与燃煤电厂相关的收购融资或咨询服务，也不会发展任何计划扩张

燃煤发电的新客户；2025 年后，花旗银行将不再向不包含淘汰煤炭的低碳转型战略的客户提供资本和/

或其他金融服务。此外，对于在经合组织国家拥有资产的客户，如果这些客户的燃煤电厂发电份额未在

2030 年降至 5%以下，花旗银行将停止与其业务往来，对于在非经合组织国家拥有资产的客户，如果这

些客户的燃煤电厂发电份额未在 2040年降至 5%以下，花旗银行将停止与其业务往来， 

这些更新的煤炭政策已纳入业务战略。2020 年，花旗银行做出战略决定，在接洽的初期阶段，不寻求与

煤电或煤矿开采有关的交易机会。从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将继续对煤炭行业客户产生重大影响，但

花旗银行仍专注于帮助客户实现净零转型，并在该行自身的净零转型的过程中让尽可能多客户参与其

中。 

 

案例研究：花旗银行制定煤炭融资限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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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现在就是行动的时刻。尽管目前整个金融业实现净零的方法各不相同，但银行不应因此而放弃构建强大的

转型战略。如今，银行必须做出基于最新信息的选择，使他们可以通过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迈向净零。 

银行应力求在制定战略的过程中保持透明，并准备好在面对监管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同行时力证自己的选

择。更重要的是，银行应致力于推动使他们能够在最大程度地支持客户实现净零目标的实践。 

业界都认为，有助于银行进行投资组合之间的比较和与利益相关方的互动的趋同机遇已经出现。银行正持

续不断地将将表内贷款和投资活动涉及的客户排放量纳入其净零战略范围。在设定客户目标时，优先考虑

碳排放密集度高的行业。银行业正向 TCFD 趋同，并以之作为向外部利益相关者透明地披露战略和进展的

一种方式。最后，银行一直在努力寻求创新的方式来支持转型中的客户。 

与此同时，银行需要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银行业界普遍表示需要国际上一致的公开报告数据—  特别是

来自高排放行业的企业的数据。银行还需要了解更多有雄心的、可信而详尽的排放情景。银行需要对气候

融资活动标准化的定义和分类，以支持创新产品的开发。正如本文指出的分歧表明的那样，银行将受益于

行业标准的一致性，以保持可信度并减少歧义。 

政策制定者、政府和监管机构的支持至关重要。银行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支持，创造能够达成来自实体经济

的有意义的碳排放披露的监管条件。政府以公共资本、补贴或激励的形式提供的支持，也可以帮助银行的

客户推进他们转型计划。 

最后，除银行以外的其他金融机构（包括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为迈向净零注入的动力对于确保客户转

型得到整个金融界的支持至关重要。 

展望未来，本指南将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文件，未来的版本将会纳入最新的指引。本指南是根据 FSTF成员的

观察和经验编写的，业界还有其他被采用的方法。通过持续的对话，银行业能够建立一种所有银行在履行

其净零职责的进程中都可以遵循的可靠的方法。 

如需更多资讯，请联系： 

汇丰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HSBC Centre of Sustainable Finance）  
sustainability@hsb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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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表 

 

1.5°C 路径 
1.5°C Pathway 

温室气体和其他气候因子的排放途径会带来升温的可能性是 50%-67%，根据
目前对气候反应的了解，全球变暖的升温幅度要么维持在 1.5°C 以下，要么
在超过 1.5°C 后，到 2100 年左右升温幅度恢复到 1.5°C 

绝对排放 
Absolute emissions 

金融机构的贷款和投资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吨二氧化碳当量
（tCO2e）表示 

归因份额或归因因子 
Attribution share or attribution 
factor 

借款人或被投资方用分配到的贷款或投资进行的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
放占总排放量的比例 

避免的排放 
Avoided emissions 

资助的项目与原本会产生的排放量相比所产生的排减量（反事实基准排放） 

碳预算 
Carbon budget 

（1）在一段参考时期之上，将全球地表温度限制在一定水平的全球累计二氧
化碳排放量，考虑了其他温室气体和气候因子对全球地表温度的影响； 

（2）根据公平、成本或效率的原则，将（1）规定的碳预算分配给区域、国
家或次国家一级 

二氧化碳清除 
Carbon dioxide removal 
（CDR） 

人为活动从大气中移除二氧化碳，并将其持久地储存在地质、陆地或海洋水
库或产品中。其中包括现有和潜在的人为增强生物或地球化学汇和直接空气
捕获和封存，但不包括不直接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二氧化碳吸收 

碳浓度 
Carbon intensity 

每一个变量单位排放的二氧化碳量（CO2），如物理类变量（如能源生产或
交通工具行驶里程）或一个货币单位（如贷款额和投资额） 

气候变化 
Climate change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在其第 1 条中定义气候变化为“一种直
接或间接归因于人类活动的气候的改变（人类活动改变了全球大气的组成成
分），而且是在可比时间段内观察到的不属于自然气候变化的改变。” 

脱碳 
Decarbonisation 

国家、个人或其他实体旨在实现化石碳零使用的过程。通常是指减少与
电力、工业和交通有关的碳排放 

重复计算 
Double counting 

当在一个或多个组织内为了实现缓解气候变化的宣言或财务承诺，而对单一
温室气体减排或消除进行重复计算的情况 

排放强度 
Emissions intensity 

参考“碳浓度”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GHG） 

温室气体是大气中的气体成分，既有天然的也有人为的，它们吸收并释放特定
波长的辐射，是由地球表面、大气层本身和云层发出的地球内辐射光谱。这一
特性导致了温室效应。水蒸气（H2O）、二氧化碳（CO2）、一氧化二氮
（N2O）、甲烷（CH4）和臭氧（O3）是地球大气中的主要温室气体。此外，
大气中还有一些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温室气体，如《蒙特利尔议定书》里的卤碳
化合物和其他含氯和溴的物质。除了 CO2、N2O和 CH4之外，《京都议定书》
还涉及温室气体六氟化硫（SF6）、氢氟碳化合物（HFCs）和全氟碳化合物
（PFCs）。参见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和臭
氧（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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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零 
Net zero 

净零碳排放是指人为排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在一定时期内通过人为清除达
到平衡。当涉及多种温室气体时，净零排放的量化取决于用来比较不同气体
排放量的气候指标（如全球变暖潜力、全球温度变化潜力、选定的时间范围
等） 

过冲路径 
Overshoot pathways 

排放途径（浓度、强度或温度） 在预设的时间到期之前（例如，2100 年之
前）高于稳定水平，然后到达那个时间点时回降至稳定水平。一旦超过了目
标水平，就需要通过清除或沉降温室气体进行回调 

巴黎协定 
Paris Agreement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中的《巴黎协定》于 2015 年 12
月达成，承诺所有签订国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 2°C 的范
围内，并努力将升温限制在 1.5°C 以内，以应对已经发生的气候变化，并持
续努力兑现承诺 

情景 
Scenario 

基于一套相关联且一致的关键驱动力（如技术变化率、价格）及其相互
关系的一套假设，对未来如何发展的可能性进行的合理描述。请注意，
情景既不是预言也不是预测，而是对事态发展和行动影响的看法 

范围 1 排放 
Scope 1 emissions 

由报告公司所有或控制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排放 

范围 2 排放 
Scope 2 emissions 

由报告公司购买或获得的电力、蒸汽、供暖、冷却系统等产生的排放 

范围 3 排放 
Scope 3 emissions 

报告公司的价值链中产生的所有间接排放（不包括在范围 2 中提到的内
容），包括上下游排放情况 

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联合国通过参与性进程为所有国家制定的 17 项全球发展目标，并在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加以阐述，包括消除贫困和饥饿；确保健康和福祉、
教育、性别平等、清洁水和能源以及得体的工作；建设和确保耐用和可持
续的基础设施、城市和消费；减少不平等；保护土地和水生态系统；促进
和平、正义和伙伴关系；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 

 

定义基于 IPCC和 SBTi 

7 4  



 

PUBLIC 

 

资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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