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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0 新兴市场国家绿色债券市场发展战略联盟 

绿色金融专家圆桌会议:  

致力绿色债券市场的共识  

 

2018 年 11 月 2 日  

地点：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新国贸饭店,，三层多功能厅 

语言：中英同传 

 

主办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PBoC)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支持机构：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 (SEB)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 (CECEP Consulting) 

 

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 
 

  



议程 

08:30 – 09:00 签到 

上午：09:00 – 12:20 

主持人：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金融对话联合主任，祁岚 

09:00 – 09:20 

 

致欢迎辞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周诚君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中国

首席代表，吉乐 

 

09:20 – 09:35 

 

主题发言：绿色金融的中国篇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   

周诚君 

09:35 –10: 50 第一节:  

“绿色债券”界定的融合 

本节目的: 全球范围内针对“绿色”定义的界定尚未形成统一共识，这是否成为绿色

债券市场进一步增长的障碍？本会议环节将讨论和明确中国绿色金融框架目前做法

及与国际市场间存在的差异，突出国内外在协调绿色定义和标准方面的努力，并将

分享欧洲投资银行致力研究的一项中立的、旨在融合比较各个标准定义的方法学。  

09:35 – 09:45 • 中国绿色产业标准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

所，副研究员，谷立静博士 

09:45 – 09:55 •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标准的协调融合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金融市场
处，副处长，杨娉博士 

09:55 – 10:05 • 绿色债券: 进入主流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亚太
区总监，张顺荣  

10:05 – 10:20 • 将分类与标准分开 – 以求共通的衡量环境

效益与风险的方法 

欧洲投资银行 （EIB），可持续资
金部主任, Aldo ROMANI  

评述环节： 

10:20 – 10:30 • 关注当前的绿色定义协调进展和未来行动领域  

中节能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廖原 

 

10:30 – 10:40 • 遵从自愿原则亦或采取系统详尽的绿色定义？ 

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CICERO），高级顾问，Kristina ALNES 

10:40 – 10: 50 问答环节 

10:50 – 11:00 茶歇 

11:00 – 12:20 第二节： 

借助金融科技（Fintech）推动可持续金融  

本节目的：当前，借助金融科技（Fintech）推动可持续金融创新成为一种新的趋

势。国际市场正在探索潜在的数字金融解决之道，低成本、规模化地为“可持续发

展目标”融资。本环节将展示一项先行的金融科技技术，该技术的运用将提高绿色

债券市场的透明度和信用度。本节嘉宾讨论环节将探讨金融科技在绿色金融领域的

实践应用。  

11:00 – 11:20 • “绿色资产钱包 (GAW)” – 推进绿债市 Chromaway，技术总监；“绿色资



 场的金融科技实践 产钱包项目”技术负责人，August 

BOTSFORD 

11:20 – 12:20 嘉宾讨论 

题目： 

国际金融市场借力金融科技推动可持续金融的同时，面临哪些主要机遇和风险？金

融科技是否将以低成本和规模化为可持续投融资解锁更多社会资本？预期效益是否

可抵消额外成本？金融科技是否将在市场创新和增长中发挥转型作用？与会讨论嘉

宾将分享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金融科技创新。 

主持人：可持续数字金融联盟（SDFA），高级顾问，余晓文 

� ChromaWay 技术总监、“绿色资产钱包项目”技术负责人，August 

BOTSFORD 

� 中节能衡准科技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潘爱民 

� 蚂蚁金服集团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振华  

� 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 (CICERO) ，高级顾问，Kristina ALNES 

� 能链众合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深圳绿金委副秘书长，林乐博士 

12:20 – 14:00 午餐  

下午： 14:00 – 15:45 

主持人：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金融对话主任，Yannick MOTZ 

14:00 – 15:40 第三节:  

如何保持绿色债券发展的动力？ 

本节目的：绿债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呈几何式增长。随着金融市场参与者对绿债认识

的提高，以及发达经济和新兴经济体等新的市场参与者的加入，当前全球绿色债券

发行人呈现多元化的业态。本环节将讨论推进绿色债券市场未来发展的激励措施、

创新产品和实践。2018 年 5 月，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可持续发展金融行动计划”，

该计划将便利跨境可持续投资。与此同时，随着近期中国积极推动金融业的全面开

放，绿色债券市场将有很大潜力加速发展。本节将从投资人的视角出发，讨论绿债

市场可持续增长所面临的挑战和障碍。与此同时，随着可持续债券和社会效应债券

的日渐流行，是否会部分转移投资者对绿色债券的兴趣？绿色债券是否会成为其他

可持续金融产品的蓝图模板，并创造有价值的协同力？ 

 

本环节的另一关注议题是独立的外部评估。外部评估对确保绿色债券的发行流程、

环境效益、信息披露的透明真实，以及遵循自愿原则或国家发行规范标准方面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近来，“绿色债券原则（GBP）”和中国监管机构都对外部评估提

出了相应的要求，此节将讨论有关外部核查、环境信息披露和环境效益报告方面的

最新发展和国际最佳实践。 

14:00 – 14:15 • 全球绿色债券市场一览 -- 产品和创新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高级
资本市场销售、气候与可持续金
融，欧阳惠熙 

14:15 – 14:30 •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国际合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SSE），国际发
展部副总经理，刘蔚  

 

14:30– 14:45 • 绿色市政债券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气候
与可持续金融总监，Christopher 

FLENSBORG  

14:45 – 15:00 • 提高外部评估和环境效益报告的标准 奥斯陆国际气候与环境研究中心
（CICERO），高级顾问，Kristina 

ALNES 



G20 新兴市场国家绿色债券市场发展 

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和“巴黎协定”的既定目标，当前急需大规模的资金支持。

在此背景下，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新兴市场金融对话（EMDF）与绿色债券市场引领者瑞典北欧

斯安银行（SEB）于 2016 年初携手缔结了“G20 新兴经济体绿色债券市场战略联盟（STA）”。该战

略合作联盟（STA）建立于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旨在支持包括中国、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在

内的 G20 新兴经济体绿色债券市场繁荣、高效及可持续的发展。 

作为致力于全球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机构，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其合作伙伴共同开发有

效的解决方案，为人们提供更美好的前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是一家公益性的德国联邦企业，在全球

130 多个国家开展可持续合作，在经济发展、就业、能源和环境以及和平与安全等领域，为德国政府以

及许多各国公共和私有部门提供支持。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SEB）是一家全能银行，它与世界银行合作开创了针对机构投资者的绿色债券

概念，并且是绿色债券产品和市场领域的知识引领者。被公认为全球绿色债券产品和市场领域的先锋和

知识引领者。 

为了推进环境、市场和透明度的高标准，战略合作联盟（STA）致力于提高市场认知、增强实践知

识，以及支持绿色债券作为（再）融资和投资工具方面的专业能力建设。核心活动包括论坛、研讨会、

圆桌会议、座谈会，同时包括为主要市场相关主体，包括潜在发行人、投资者、承销商、监管决策机构

以及外部评估方，提供有针对性的咨询支持。通过系列活动，国际和国内绿色债券专家分享构建绿色债

券框架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活动遵循“绿色债券原则”，关注议题包括： 

• 绿色界定 

• 项目遴选 

• 评估 

• 跟踪管理 

• 报告 

• 市场形势 

 

在战略联盟框架下，所开展的能力建设活动均采取融入多利益相关方的组织形式，旨在支持与完善

当前国际、国内相关倡议，增进相互学习与对话，以调动培养绿色经济成功转型的关键要素，即人力要

素。自 2016 年 4 月成立以来的两年中，战略合作联盟已在中国举办了 9 场绿色债券相关的能力建设活

动，超过 1,000 名（人次）市场利益相关方受益。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emergingmarketsdialogue.org 和 www.seb.se/greenbonds。 

评述环节 

15:00 – 15:15 

 

• 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 前进之路 

      中央财经大学（CUFE），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院长，王遥教授  

 

15:15 – 15:30 

 

• 延伸诠释分类方法和影响力评估：可持续债券和社会效应债券的新趋势及其对绿

色债券市场发展的影响 

      欧洲投资银行 （EIB），可持续资金部主任， Aldo ROMANI  

 

15:30 – 15:40 问答环节 

15:40 – 15:45 结束辞 瑞典北欧斯安银行，北京代表处首
席代表，Peter LING-VANNERUS 

15:45 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