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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以下简称“IPSF”)的《中欧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

(Common Ground Taxonomy，以下简称“CGT”)提供了一种全面比对分析欧盟和

中国分类目录异同点的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为促进全球绿色定义和标准的一致

性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正如CGT使用说明中所示，尽管在颗粒度更高的具体分类等细节上存在一些差异，欧

盟和中国分类目录各自的环境目标在高层级上是基本对应的，而这些环境目标也同

样适用于粤港澳大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三个特大城市群之一，2021年GDP达2万亿美元，与加拿大

GDP相当，占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GDP总和的11%1。大湾

区内关键的环境议题，特别是香港和广东省的合作所涉及的议题，包括改善空气质

量、保护水环境、保护林业与海洋资源，以及应对气候变化2。

《香港气候行动蓝图2050》（下称“《蓝图》”）制定了四项主要的减碳战略，即“净

零发电”、“节能绿建”、“绿色运输”和“全民减废”3，《蓝图》的减碳战略与CGT涵

盖的目标一致。尽管CGT会因减碳路径制定背景不同而与《蓝图》稍有出入，但CGT

分类下包括的可再生能源发电、建筑建造和翻新、清洁能源汽车制造、支持低碳运输

的基础设施以及废物管理和修复活动等部分均与《蓝图》的减碳战略十分相关。香

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跨机构督导小组此前也承诺参考CGT来制定香港可持续金融

的分类目录。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近发布了广东省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4，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

见》相一致，内容包括扩大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电网消纳能力、森林覆盖率的投资

计划，以及促进部门转型和绿色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5。

在这些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此前发布了《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系列研究第

一阶段：推进香港特别行政区和粤港澳大湾区采用共同分类目录的原则》，进一步分

享了CGT为香港可持续金融发展带来的机遇。

 

在此基础上，第二阶段报告重点介绍基于CGT分类目录在香港和其他地区的用例。

 

执行摘要

1. https://ihsmarkit.com/research-analysis/chinas-greater-bay-area-becomes-key-mega-region-in-global-economy-june22.
html#:~:text=The%20Greater%20Bay%20Area%20has,to%20the%20GDP%20of%20Canada 

2.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2/16/P2021121500539.htm 

3. https://www.gov.hk/en/residents/environment/global/climate.htm 

4. Guangdong Provinci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
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意见 (gd.gov.cn) 

5. 国务院：广东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  (www.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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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关键用例

执行摘要 

根据分类目录的3个主要用户群，我们列举了6个用例，涉及融资和投资活动、监管、

披露和政策制定等关键领域，如下表所示。

类别 用例 用例详细说明 用户 实例
  财务管理 

专业人员
企业 政府

融资和
投资

债券发行/
债务融资

增强可持续金融的可比性:
1. 参照CGT贴标
2. 能力建设工具

Y Y 中国企业在欧盟离
岸市场发行

投资策略 拓宽投资者群体和产品:
1. 统一投资流程 
2. 权益选择工具 
3. 实物资产中的气候解决方案 
4. 参与框架 

Y 各种参考分类目录
的基金/战略

基准和 
指数

与CGT一致的证券跟踪:
1. 与CGT一致的绿色债券指数

Y 各种指数和基准

监管和
披露

公司披露 标准化披露:
1. 与CGT一致的披露
2. 可持续发展战略
3. 吸引跨境投资

Y Y 欧盟：《欧盟分类
法条例》(TR)、 
《公司可持续
发展报告指令》
(CSRD)

投资者 
披露

标准化标签/披露:
1. 一般性披露（所有基金）
2. ESG基金标签和披露
3. 可持续性偏好 
 

Y Y 欧盟：《欧盟分类
法条例》（TR）、 
《可持续金融披露
条例》(SFDR)、 
《欧盟金融工具市
场法规》(MiFID)

国家
政策

政策制定 监管框架和政策工具:
1. 基于CGT的区域分类目录
2. 参照CGT的政策制定

Y Y Y 欧盟：“无重大损
害”原则(DNSH)
、欧盟生态标签、
气候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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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CGT的定义

在IPSF《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明》中，CGT被定义为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

气候授权法案》(以下简称“《欧盟分类目录》”)和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

(2021年版）》（以下简称“《中国分类目录》”）之间的对应实践和比较。特别是：

CGT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分类目录标准，而根据上表所示，CGT实际上更是一个比较

分析工具。如果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要采用，其实是在制定地区性分类目录的

过程中将其作为分析工具来参考。除了作为目录制定中的参考外，CGT作为一个分析

工具可以有多种多样的使用场景。本报告旨在探索CGT的潜在使用场景，以及如何

应用CGT促进公共以及私营部门在绿色及可持续金融方面的发展。

共同分类目录是 …… 共同分类目录不是 ……

对《中国分类目录》和《欧盟分类目录》的
一项分析，以及比对和明确两个分类目录
异同点的方法。

要求中国或欧盟修改各自分类目录的法律
文件。

帮助各方理解不同分类目录中各种经济活
动的工具。

覆盖了所有环境与气候目标（如生物多样
性、污染预防等）的可持续经济活动分类
目录和范围界定。

在文件所覆盖的范围内，可供有兴趣的各
方在自愿基础上参考使用。

覆盖了中国和欧盟分类目录中所有原则和
要求的分类法（《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
明》中已作解释）。

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制定分类目录时提供
参考的分析工具。

强加给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标准或规定。

来源：IPSF《CGT概述》6   

6. IPSF CGT Instruction Report Common ground taxonomy –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instruction report (europa.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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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T目录的用例

在为基于CGT制定的分类目录定义发展方向时，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了解能受益于分类

目录的用例。在更深入地研究用例的范围之前，首先要理解CGT的潜在关键用户。

关键用户
类别 潜在用户 分类目录的关键目标

金融市场 
参与者

资产所有者、资产管理者、
银行、保险公司、金融服务
提供商

增强可持续性标准的一致性和可比性

制定有助于开发可持续金融产品和战略的
参考标准

企业 被要求披露信息的上市公
司或私营公司

披露和报告活动的明确参考标准

确定重点绿色活动和资本支出的参考标
准；促进资本和债务市场的信息共享

政策制定者 政府机构、中央银行和其
他监管机构

解决公司和财务披露中的“洗绿”风险；提
高对绿色产品的信心

提供政策制定的参考标准

加强可持续和绿色金融市场的可信度和
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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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1: 债务融资

1.1 用例概述

对于诸如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等债务融资，CGT的主要应用目标至少包括以下方

面：

1） 提高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和绿色可持续活动定义的可比性。

 分类目录有助于界定绿色或可持续经济的活动和资产。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CBI）的一项研究，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地区制定了可持续经济活动的分类方

案，引起金融市场对“市场分割”的担忧，也提高了对各分类目录间协调性和互操

作性的需求7。CGT的目的是提高欧盟和中国之间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和绿色可

持续活动定义的可比性。CGT将持续探索纳入其他地区的可能性，以提高全球各

分类目录间的可比性。

2） 便利发行机构、投资者、外部评审和其他市场参与者对其活动进行评估。

 CGT可以鼓励发行机构或借款方，在资产评估和提升评估报告质量时，通过相关

定量指标和阈值对绿色可持续活动进行更具体的定义。虽然从理论上讲，发行机

构或借款方可以根据相关原则来发行绿色债务融资工具，无需设定定量阈值，但

投资者和贷款方往往都需要评估这些类别中具体活动的绿色性质或可持续性，

是否足以被贴标。例如，CGT可用于绿色熊猫债券的可行性评估（熊猫债是指由

中国境外发行主体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即CGT可便利境外

绿色债券发行机构选择项目或资产的筛选标准。  

3） 提高（再）融资活动的透明度及可信度。

 正如CGT战略所述，“《共同分类目录》将为所有投资者和公司提供透明度，为

IPSF下相关成员国或地区定义环境可持续性的投资提供一个独特的共同参考

点”。 

 对境内发行而言，在该笔债券符合中国《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的

前提下，如果资金用途属于CGT涵盖的活动范围，发行人可以通过参考CGT以展

示该笔发行活动与《欧盟分类目录》的契合程度。

7.  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22/03/new-report-global-green-taxonomy-development-alignment-and-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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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1: 债务融资

1.2 粤港澳大湾区和香港用例的详细说明

1.2.1	 参考CGT的贴标

1.2.1.1 新增绿色融资工具的贴标

目前，香港暂无本地的绿色和（或）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现阶段，为了构建绿色债券

和贷款等可持续债务工具，香港本地发行机构和承销商主要使用国际准则、分类目

录或标准，如《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绿色债券原则》、《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和

《欧盟分类目录》，以及将外部评审机构（如第二方意见提供方）的内部分类目录或

指南作为基础。早在2020年12月，由香港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香港金管局”）和

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共同领导的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

融跨机构督导小组就已将采用CGT作为《香港绿色与可持续融资战略》（以下简称“

战略”）的一部分。8 此外，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也是IPSF的成员之一。  

CGT详细介绍了《欧盟分类目录》和《中国分类目录》的分析结果，根据其可比性特

点提出了五种情景。在实践中，情景1（明确重合部分）、情景2（欧盟的标准更严格或

更详细）和情景3（中国的标准更严格或更详细）有望在构建绿色融资工具方面得到

更多应用，以促进绿色定义的跨境认可，尤其是在国际投资者不太熟悉位于中国的项

目或资产的技术标准时。  

8.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20PR128 

情景 1: 明确重合部份 两套目录下完全重合的经济活动

情景 2: 中国分类目录 重合部分引用欧盟分类目录的

表述

情景 3: 欧盟分类目录 重合部分引用中国分类目录的

表述

情景 4: 欧盟分类目录

中国分类目录

尽量同时引用双方的表述 

若不可行则排除该活动

情景 5: 欧盟分类目录 不包括在《共同分类目录》内

中国分类目录

来源：《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明》 

欧盟分类目录

中国分类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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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1: 债务融资

对于在岸发行机构和借款人，除了情景1“明确重合部分”活动和标准之外，如果资

金用途属于CGT涵盖的活动，则发行人也有可能证明资金用途与欧盟和中国两个分

类目录中更严格一方的要求相一致。一般来说，对于制造业的发行机构，特别是如果

其活动属于CGT中“中国的标准更严格”的情景，则可能可以根据活动类别和具体内

容，证明其也与国际市场标准（如《欧盟分类目录》）的部分标准相一致。表2总结了

迄今为止明确参照了CGT的绿色债券和贷款交易。

表1:	72个CGT活动按《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分类以及按情景分类的	
	 分布情况

存在明确
重合部分

欧盟的标
准更严格
和（或）更
详细 

中国的标
准更严格
和（或）更
详细

存在一定程
度的重合
部分

总计

农业、林业和渔业 4 4

制造业 5 11 15 31

电力、燃气、蒸汽和空调供应 2 11 1 2 16

供水；污水处理废物管理和修复
活动

3 3 6

建筑业 4 1 3 8

运输和仓储 2 3 5

其他 1 1 2

小计 2 30 13 27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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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1: 债务融资

表2：明确参考CGT的绿色债券发行情况

发行机构 工具类型 日期 发行
金额

参考的
CGT版本

参考的CGT类别

中国建设银行
澳门分行9 

绿色债券 2022年
1月

5亿 
美元

2021年 
11月版

• D1.3 风力发电

• H1.1 城乡公共运输系统的建设
和运营

招商银行悉尼
分行10

绿色债券 2022年
2月

4.08亿
美元

2021年
11月版

• D1.3 风力发电

兴业银行 
香港分行11 

绿色债券 2022年
5月

6.5亿 
美元

2021年 
11月版

可再生能源（太阳能和风力发
电）12 

• D1.1 太阳能光伏发电

• D1.3 风力发电

低碳低排放运输（城乡公共运输系
统建设和运营）
• H1.1 城乡公共运输系统的建设
和运营

中国银行 
法兰克福分行13 

绿色债券 2022年
6月

5亿
美元

2022年
6月版

• C5.3 节能泵和真空设备制造

• C5.9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
电感器、电焊机的制造

• D1.3 风力发电

• D1.8 储能

• H1.1 城乡公共运输系统的建设
和运营

华能天成融资
租赁有限公司14 

绿色信贷/
应收账款
融资

2022年
6月

1.87亿
人民币

2021年
11月版

• D1.3 风力发电

天合光能股份
有限公司15

绿色信贷 2022年
9月

2.5亿美
元

2022年
6月版

• D1.1 太阳能光伏发电

• C2.4太阳能发电设备生产

9.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_Common/Market/Stage/Product-Page/Bonds/China-Construction-Bank-Corporation/40971_Green-
Bond_20211222/40971_Preissuance-Attestation-Report_CECEP.pdf 

10. http://s3gw.cmbchina.com/lb50.01-cmbweb-prd/cmbir/20220223/5702a65a-95b6-4937-8a0b-298ed85120ec.pdf

11.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_Common/Market/Stage/Product-Page/Bonds/Industrial-Bank-Co-Ltd-Hong-Kong-Branch/5234_
Green-Bond_20220519/5234_Pricing-Supplement_20220511.pdf 

12. 债券文件及香港品质保证局发布的发行前认证报告均未明确提及CGT活动代号的具体名称（如D1.1）。表2列出的CGT活动是由报告作者根据债
券文件中对资金用途的描述命名的。

13. https://pic.bankofchina.com/bocappd/report/202206/P020220608319443482227.pdf

14. https://www.db.com/news/detail/20220615-deutsche-bank-helps-huaneng-leasing-with-sustainable-trade-finance-aligned-to-china-s-
common-ground-taxonomy?language_id=1 

15. https://static.trinasolar.com/cn/resources/newsroom/mon-09262022-1536



9

在离岸市场上，我们预计发行机构和借款人会自发采用CGT，以更便利地从全球银

行和投资者处获取国际流动性资金。从最近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原则》（以下简

称“《原则》”）可以看出，中国内地监管机构也鼓励这一做法。根据《原则》，绿色债

券发行机构在选择和评估绿色项目是否合格时，可以参考CGT或《欧盟分类目录》。

持续的监管举措凸显了CGT在帮助离岸绿色债券发行吸引广泛投资者方面的价值。  

例如，《欧盟分类法条例》强制要求投资者披露投资组合与《欧盟分类目录》的一致

性，如果投资者具备选择符合或超出欧盟技术标准的绿色项目的能力，中方借款人将

可获得这些投资者的支持。参照CGT的好处是可以降低发行机构、承销商、外部审核

机构和投资者等各方的交易成本 。

随着跨国企业继续在中国内地扩大版图，为抓住中国“30•60”双碳目标机遇，跨国

企业需要在人民币市场进行绿色融资，并可通过CGT接触到积极支持在岸低碳融资

的中国投资者和银行。 

《欧盟分类目录》下有两个关键原则：(1)“无重大损害”原则（DNSH）；(2)“最低限

度保障措施”原则。然而，这两个原则不在《中国分类目录》的涵盖范围内。因此，任

何声称与CGT下更严格要求一致的项目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无重大损害”原则旨

在确保可持续活动不会损害《欧盟分类目录》中的任何其他环境目标（即除了减缓气

候变化外的另外五个环境目标），而“最低限度保障措施”原则指的是国际劳工组织

的8项基本公约。虽然《中国分类目录》没有明确规定“无重大损害”原则和“最低限

度保障措施”原则，但提到了应遵守中国当地的环境和劳工法规，这些法律法规有助

于发行人评估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上述两个原则的要求，例如用水管理、空气污染、

危险废物等方面的法规。因此，就绿色债券的管理而言，CGT不应单独使用，而应与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中关于海外发行规定或国内市场的

《原则》结合使用，绿色信贷市场也是如此。

表3显示了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2022年6月发行的绿色债券按CGT类别划分的项

目分布和贷款比例。

用例1: 债务融资

表3:	中国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绿色债券按CGT类别划分情况

CGT类别 项目数量9 贷款比例9 CGT重合情景16

C5.3 节能泵和真空设备制造 1 1.44% 中国的标准更严格

C5.9 节能型变压器、整流器、电感器、
电焊机制造

1 1.03% 中国的标准更严格

D1.3 风力发电 7 46.78% 存在明确重合部分

D1.8 储能 2 22.98% 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部分

H1.1 城乡公共运输系统的建设和运营 3 27.77% 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合部分

注：项目清单是按CGT类别、根据《债券附录I》文件和相应的CGT重合情景列出的。 

16. CGT Table of Activities (updated): https://finance.ec.europa.eu/system/files/2022-06/220603-international-
platform-sustainable-finance-common-ground-taxonomy-table-activities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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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1: 债务融资  

1.2.1.2 为未偿还的绿色债券重新贴标

通过参照CGT相关情景（见1.2.1.1所示的情景表），金融部门可以选择为未偿还的绿

色债券重新贴标，以此扩大二级市场中此类债券的投资者群体及影响投资者偏好。  

这对主要由国内投资者持有的现有境内绿色债券市场来说尤其重要。通过重新评估

债券与CGT的一致性，绿色项目质量的透明度将在总体上大大提高，可以吸引国际投

资者通过“债券通”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等渠道购买部分绿色债券。  

这种重新贴标的做法，一方面，可以由发行机构自愿探索，发行机构可以将此过程嵌

入在起草发行后的年度报告和相应的外部评审过程中，以最小化额外成本；另一方

面，市场监管机构也可以在定期监测绿色资产池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来评估债券

与CGT的一致性，这也可帮助监管机构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寻找市场的最佳实践。 

1.2.2	 能力建设工具

CGT及相关文件可作为能力建设工具，帮助发行机构或借款方理解中国和欧盟分类

目录的差异，并支持他们在未来构建具有定量阈值的可持续债务工具。 

• 《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明》概述了CGT项目背景（《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明》第

2.1节）及《欧盟分类目录》和《中国分类目录》的内容（《共同分类目录-使用说

明》第2.2节）。尽管CGT并未包括分类目录的所有详细要求，发行机构或借款方

也可通过概述了解这两种分类目录，而不必分别阅读冗长的分类目录文件。

• 《共同分类目录-活动清单》明确列出了在活动层面上分类目录之间的差异。发行

机构可以评估其潜在项目和（或）拟发行债券（再）融资的资产所能达到的环境

或可持续性绩效水平。最重要的是，就CGT所涵盖类别的活动而言，发行机构或

借款方可以评估项目是否满足CGT活动清单给出的严格的技术筛选标准，也可以

思考如何符合更严格的标准，即“无重大损害”原则和“最低限度保障措施”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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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2：投资策略

2.1 用例概述

在本节中，我们将根据我们的分析和与投资者的各种接触，研究CGT在可持续投资

中的潜在用途。我们认为，CGT将有助于加强对跨境ESG投资的理解，提高投资者的

兴趣，尤其是随着其不断完善，将提高投资者对中国境内市场的兴趣。 

 

根据晨星公司（Morningstar）的数据17，尽管投资者担心全球经济衰退和通胀压力，

欧盟第9条基金(以可持续投资为目标的“深绿色”基金)在2022年第二季度吸引了59

亿欧元的资金流入。与此同时，第8条基金(促进环境或社会投资的“浅绿色”基金)

流失了303亿欧元，而第6条基金(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范围)则损失更大。在排名均列

前十的欧盟9条基金中，有8条基金追踪与欧盟-巴黎一致的基准、气候转型基准或新

能源主题指数。此外，数据显示，在2022年第二季度新发行的基金中，第8条和第9条

基金的发行比例较高（60%）。  

图1:	2017年第四季度以来第8条基金走势

17. https://www.morningstar.com/en-uk/lp/sfdr-article8-article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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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2：投资策略

中国的可持续资产对国际投资者特别具有吸引力，政府政策也在继续支持不断增长

的绿色债券市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绿色债券供应国，与其他一些地区（如欧盟）相

比，中国债券的收益率普遍较高。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MSCI)18的数据还显示，

近年来，中国绿色债券指数的表现优于中国整体的固定收益市场。在权益方面，自

2021年初以来，BNPP中国绿色能源指数的表现优于标普全球清洁能源指数47%，

有机会创造更多阿尔法收益。

18. https://www.msci.com/www/blog-posts/china-s-green-bond-market/03029315810#:~:text=For%20example%2C%20
the%20ChinaBond%20China,Bond%20Index%2C%20at%204.30%25

19. BNP China green energy basket: China 2060: Monetising the green energy transition, dated 15Dec2022, https://
markets360.bnpparibas.com/evo/contentp/rLHYs4Q

图2:	中国可持续资产的表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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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2：投资策略

2.2 用例的详细说明

2.2.1	 统一投资流程

CGT可作为工具来统一跨资产类别的跨境绿色金融投资流程。在投资选择阶段，欧

洲投资者可以在CGT的指导下筛选可能属于欧盟分类目录范围内的中国资产，即符

合“存在明确重合部分”(情景1)、“欧盟的标准更严格”(情景2)或“中国的标准更严

格”(情景3)的活动。这不仅适用于单支证券，也适用于关键投资标准符合上述情景

的投资组合的构建。由于CGT被认为在债务融资领域有最直接的应用，我们预期投

资策略能够反映不断发展的市场，从而将CGT作为未来绿色信贷基金的关键标准。 

 
2.2.2	 权益选择工具

除了债务工具，CGT也可用于权益工具，也会带来同样的好处。CGT的最新版本可以

让投资者识别在减缓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因为权益投资者可以

将CGT作为股票和行业选择以及投资组合开发的科学依据，而不是停留在对可再生

能源和电动汽车部门持有疑虑。在欧洲，金融参与者已经开始实施类似的战略。例

如，富时罗素的绿色收入数据模型识别了提供绿色产品和服务的公司，并根据与《欧

盟分类目录》高度一致的分类系统对收入进行了分类。该模型已用于富时罗素绿色

收入指数系列20。在帮助投资者寻找减碳方面取得了初步良好进展的公司的阿尔法

机会方面，早期自愿采用分类目录披露也是有用的方式。

2.2.3	 实物资产中的气候解决方案

在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基金等实物资产方面，CGT可以有力支持投资者迅速确定可靠

的气候变化减缓方案。但投资者仍需考虑ESG风险因素，以更全面的方式评估此类

实物资产。 

 
2.2.4	 (投资者)参与框架

除了资产筛选和投资组合构建，ESG参与是另一个可能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并产

生影响的领域。投资者可以将CGT作为有效的工具，来确定投资组合与欧盟或中国

分类目标的一致性，从而相应地优先考虑投资者参与的方法和解决方案。  

20. https://www.ftserussell.com/products/indices/green-reven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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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3: 基准和指数

3.1 用例概述  

基于CGT的指数可为跟踪符合欧盟和中国绿色投资定义的证券的表现提供客观和稳

健的指标。该指数为市场提供了基准参考，进而鼓励更多的产品开发，促进跨境可持

续资本流动。 

本节将探讨使用CGT作为指数和基准的参考情景，分析其潜力和挑战。

3.2 用例的详细说明 

3.2.1	 创建与CGT相一致的中国绿色债券指数

与CGT相一致的中国绿色债券指数对中国境内人民币贴标绿色债券的表现进行跟

踪，这些绿色债券的资金用途（UoP）流向符合CGT要求的资产和经济活动。在中国

境内绿色债券与欧盟和中国的分类目录都保持一致的前提下，该指数提高了中国和

欧盟贴标债券市场的透明度、可比性和互操作性，为国际投资者更多地投资中国绿色

证券提供助力。 

要想建立这样一个符合标准的证券体系，就需要按照CGT的要求，对中国未偿还的

贴标绿色债券体系进行筛选。这就需要建立一个能对证券做出判定的筛选方法来确

定指数是否达标，这包括明确在活动或项目层面与CGT相一致的定义是什么。 

CGT通过对欧盟和中国分类目录的深入分析比较，为两地绿色定义的可比性和互操

作性提供了活动层面的精细指导。然而，CGT并不是一个容易实施的筛选工具。要想

创建一个与CGT相一致的筛选方法，就需要去调整和规范现有目录的判定标准，以

便即使在一些指标未披露的情况下，也能通过评估做出判定。例如，在一些活动上，

中国发行机构可能没有提供证明一致性的信息和数据，此类指标的例子包括一次能

源需求（PED）。PED是以千瓦时/平米（kWh/m2）为单位的表示一次能源使用总量

的数字指标，在欧洲新建建筑施工活动的能源绩效证书（EPC）上显示。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采用中国现有的可披露的替代指标或衍生指标，并在筛选方法文件中明确说

明。  

CGT作为确定跨地区一致性的潜在适用工具，受到了国际资本市场和政策制定者的

广泛关注，但它并不是覆盖所有环境目标的分类目录。欧盟和中国也不承认它是法律

文件。尽管如此，CGT提供了可用的最佳互认和可操作方法。由于不同监管和治理体

系的差异，以及现有目录缺乏部分待决领域的具体指标，如缺乏“不造成重大损害”

原则（DNSH）和“最低限度保障措施”等原则的指标，CGT仍面临操作层面的挑战，

这可能会阻碍CGT被认可为与《欧盟分类目录》严格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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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3: 基准和指数

以下因素可能会进一步限制合格证券数量，从而限制资产池的规模：（1）当前版本的

CGT只涵盖了72项属于气候减缓领域的活动，并未涉及针对支持环境改善和资源节

约高效利用目标的中国绿色债券；（2）为达到国际标准，需排除资金用途未100%用

于绿色项目的中国绿色债券。就即将发行的债券而言，由于中国近期发布的《原则》

要求公司绿色债券收益100%用于绿色项目，这项挑战将得到大大缓解。

即使存在上述挑战，试点筛选仍是一个必要手段，有利于评估这种用法的实用性和

开发一套与CGT相一致的指数的构建方法。 

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随着中国进一步开放其资本市场并将人

民币融入全球经济，国际投资者可能会寻求更好的途径投资以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挖

掘中国低碳经济转型投资机会。一个符合CGT一致性的中国绿色债券指数或指数系

列，可为市场提供一个评估同时符合欧盟目录和中国目录定义的中国绿色债券的表

现的基准点。该指数或指数系列提供了创建指数基金或ETF的机会，为国际投资者提

高了可比性和透明度，有望扩大跨境投资流动。 

 
3.2.2	 国际范例	

市场上已经创建了许多绿色债券指数系列，如标普绿色债券指数、富时罗素绿色影

响债券指数系列和富时罗素中国（在岸人民币）绿色债券指数系列。上述系列以CBI

的绿色债券数据库（GBDB）为基础，评估其潜在成分股的指数达标性。如果某只证

券被纳入GBDB，就表明该证券与《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基本一致，而该分类方案具

有很高的国际认可度。该做法可以消除对不同地区之间贴标标准差异的争论，通过在

全球范围内应用相同的“绿色”标准和筛选方法，来实现跨市场分析和比较。 

CBI根据该方法筛选了来自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自行贴标债务工具。虽然该方法建

立在《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和行业标准基础之上，但已经进行了调整，允许不同地区

在缺乏指标披露和（或）缺乏指标的第三方认定的情况下进行评估。例如，对于一些

指标问题较少或通常能够满足指标的部门（如太阳能、风能），该方法严格遵循《气

候债券分类方案》；然而，对于一些指标不易获得和（或）不易披露的部门，则需要进

一步评估。该方法采用一种可调整的实用方法，可随着数据的增加，定期收紧和整合

行业标准中的披露要求。例如，在最新的2022年7月版本的方法中，建筑和交通部门

的筛选标准收紧，因为这些部门的绿色债券市场逐渐成熟，减碳需求更加迫切。

 

总体而言，在数据环境仍处于萌芽状态且各地区不一致时，这种实用的方法能够对合

格性进行有效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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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4: 公司披露

4.1 用例概述 

CGT的第一阶段阐明了中国和欧盟所采用的绿色分类系统的基本共同点和差异。它

将成为指导两个分类目录之间互操作性的工具，并可以在此基础上结合地区细微差

别来定制标准。虽然CGT在公司披露的实际应用中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但我们预计

工作组将在下一阶段解决其中一些局限。

4.2 用例的详细说明 

4.2.1	 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公司披露

绿色分类目录主要用于评估绿色活动和投资，特别是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与绿色标

准的一致性。最近，在欧盟地区，绿色分类目录的使用有所扩展，有可能涵盖公司的

信息披露。将绿色分类目录与公司披露相结合，企业及其所处市场可以获得以下好

处：

使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披露标准化：经济活动与CGT相一致的披露报告可以通过利

用与共同标准的一致性，提高公司可持续发展举措的透明度和可比性。还可以减少“

洗绿”活动，防止企业使用缺乏共同定义、标准较低、未经证实或仅与绿色相关的无

依据的绿色声明。未来，监管机构在制定一系列法规时，将以该分类目录为基石来改

善和规范可持续发展报告。

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标准化的定义可以为企业评估自身与可持续发展的一致性提

供更明确的指导，从而提高气候适应能力，推动企业向更具环境可持续性的活动和

投资转型。企业可以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是加强与共同分类目录的一致性，以

改善对可持续活动的资本配置。对于企业来说，这是一个提高内部专业能力的机会，

可以了解其商业模式如何与所在地的分类目录保持一致，促进投资者了解其可持续活

动的业务布局。

吸引跨境投资：由于共同的定义更具透明度、一致性和可比性，可以提高资本市场信

息共享的数据可获得性、可用性和可信度，并夯实可持续发展领先公司的先发优势。

随着其它地区开始制定法规，将绿色分类目录纳入公司披露，如果企业所在地区提供

的数据难以满足外国法规在合规性上的要求，将削弱该企业对外资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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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公司披露的全球范例	—	欧盟

2013年，欧洲议会首次承认公司披露可持续性信息（如社会和环境因素等）的重要

性。为了促进“负责任的、透明的、有责任感的的商业行为和可持续增长”，欧盟加快

了公司披露要求的制定步伐。  

表4:	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公司披露时间表

发布时间 生效时间 主要内容

2014 2016年12月 欧洲监管机构（ESA）率先发布了《非财务报告指令》
(NFRD)，要求员工人数在500名以上的欧盟上市公司发
布ESG报告，并“强制披露”环境信息。

2020 2020年7月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发布了《欧盟分类法条例》(EU TR)，
规定所有金融实体、非金融实体和受原NFRD约束的市
场参与者应报告与环境可持续活动相关的营业额、资本
支出(CapEx)或运营支出（OpEx）的比例信息。

2021 March 2022 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SRD）提案，修订了NFRD现有的报告要求，规定所
有在监管市场发行证券的公司（包括中小企业）以及满足
以下至少两项标准的大型企业都将受到该指令的约束:

• 员工超过250名
• 资产负债表总额超过2000万欧元
• 总营业额超过4000万欧元

在2022年至2024年的两年时间里，《欧盟分类目录》将被纳入强制性可持续发展报

告。EU TR和CSRD是促进分类目录统一的两个主要法规。EU TR明确规定，所有金

融实体、非金融实体和受原NFRD约束的市场参与者应报告与环境可持续经济活动

相关的某些气候相关关键绩效指标。2021年，欧盟委员会进一步修订了NFRD，覆盖

了更多适用EU TR的公司，并对《欧盟分类目录》未直接覆盖的经济体和部门所面临

的可持续风险和机遇提出了更详细的报告要求。

用例4: 公司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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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4: 公司披露

4.2.3	 CGT在香港的潜在用途

近年来，香港上市企业的公司披露要求迅速升级。2012年、2015年和2019年，香港

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HKEX）发布了三版《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指引》，

将环境、社会和管治层面关键指标的要求由“自愿披露”逐渐改为“不披露就解释”，

并有望继续向“强制披露”转变。 

截至目前，香港还缺乏将绿色分类目录纳入公司披露流程的尝试。该现状可能会持续

到与CGT相一致的国内分类目录制定完成，并可能成为下一阶段披露要求修订的一

部分。然而，随着香港监管机构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预期香港将逐步向与分类目录

相一致的信息披露迈进。届时CGT将成为具有跨境业务的公司了解两地差异的有效

工具。此外，如果香港企业能够将CGT作为评估工具，评估其在大湾区的投资是否

与欧盟分类目录相一致，在 EU TR全面生效后，这些企业将保持对欧盟投资者的吸

引力。    

4.2.4	 CGT在大湾区的潜在用途

2020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证监会起草了《中国分类目录》，并

于2021年4月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内地在上市公司发布可持续报告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方面继续采取“自愿披露”

原则。业界预计，“强制披露”标准或在不久的将来出台。随着披露要求的提高，我们

也希望看到中国《中国分类目录》或CGT能够进一步纳入公司披露流程，以达到国际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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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5: 投资者披露

5.1 用例概述

近年来，随着ESG投资的增长，投资者对“洗绿”风险的担忧也不断增加，监管政策

和行动也逐渐增多。在全球范围内，在对基金的法律文件和披露信息进行内部审查

后21，晨星公司（Morningstar）取消了1200多只欧洲基金的可持续标签，代表的资产

总额为1.4万亿美元。在亚洲，这一话题一直备受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关注，如中国

人民银行行长易纲提出要防范洗绿的“道德风险”22，证监会（SFC）首席执行官欧达

礼（Ashley Alder）提到“对洗绿的忧虑越来越多”23，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Heng 

Swee Keat）评论“洗绿的规模庞大”24。  

在此背景下，分类目录作为界定可持续投资和商业活动的参考标准，可能在ESG基金

披露以及对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监管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其有助于：

• 标准化：实现对“可持续”的标准化界定可纳入ESG基金贴标和ESG披露(指标

和内容)的要求，提高ESG投资标准的一致性

• 可比性：拥有相同的参考标准可以更好地比较单个发行机构或控股公司，以及投

资基金或投资组合。 

• 洗绿：根据分类目录制定明确的披露要求，解决与可持续基金或产品投资相关的

洗绿风险。

5.2 用例的详细说明

根据具体目标，香港基于CGT的分类目录可以被纳入香港和大湾区相应的投资者相

关披露。需要注意的是，分类目录只是可用于以下投资者披露的其中一种方法；还有

其他定义可持续投资的方法。 

5.2.1	 香港的用例

5.2.1.1 ESG贴标基金披露：

• 范围：在香港作为“ESG基金”销售的投资基金，如香港证监会现有的《关于ESG

基金的通告》25中所定义的“将ESG因素作为主要投资重点并在投资目标和/或

策略中反映出来的”基金。考虑到香港各基金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香港证监

会、香港强制性公积金计划管理局）的情况，必须将ESG贴标基金的信息披露纳

入各监管机构的ESG法规或指南。  

21. FT Morningstar cuts 1,200 funds from sustainable list https://www.ft.com/content/9cf8c788-6cad-4737-bc2a-
2e85ac4aef7d 

22. PBC Governor Yi Gang CGTN Interview http://www.pbc.gov.cn/en/3688110/3688172/4437084/4587509/index.html 

23. SFC Ashley Alder PRI Speech https://www.sfc.hk/-/media/files/ER/PDF/Speeches/Speech-27-May-2022.pdf 

24. MAS Heng Swee Keat Speech 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22/speech-by-mr-heng-swee-keat-deputy-prime-
minister-and-coordinating-minister-for-economic-policies-at-the-opening-of-point-zero-forum-on-22-june-2022 

25. SFC Circular on ESG Funds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circular/products/product-authorization/
doc?refNo=21E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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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一般来说，ESG基金披露的关键部分包括

－ I. ESG基金名称或标签：若基金要以ESG基金名称进行销售，对于这些基金

的持仓如何与其名称保持一致应有最低要求。通常，如某些管辖区法规可能

会执行一个量化标准，即根据基金的ESG关注重点，用于某些ESG或可持续

投资的最低基金持仓比例。因此，分类目录成为界定可持续投资的潜在参考

标准。   

   

－ II. ESG基金披露：ESG基金一般需要披露ESG基金重点、ESG投资策略、基

金资产配置和参考基准等项目26。在这些方面，分类目录都能成为有用的标

准：

- ESG基金重点和战略：基金通常有明确的ESG目标或特征，进而转化为实

际战略（根据这些ESG标准选择或排除发行机构）。具有与分类目录相一

致的活动或收益的发行机构可以成为投资选择过程中的标准之一。

- 资产配置：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投资组合持仓比例也可以作为替代指标，

评估支持基金ESG重点的最低资产配置数额。 

- 参考基准：被选为基金参考基准的指数也可以使用分类目标作为指数构建

方法的一部分。 

5.2.1.2 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一般性披露

• 范围：所有受香港不同监管机构监管的投资基金。例如，香港证监会对气候相关

风险的管理和披露，适用于所有管理集体投资计划的基金经理。 

• 要求：

－ 与分类目录一致性的披露：基本上要求监管范围内的所有基金披露现有基

金持仓与分类目录的一致性程度。  

5.2.1.3 ESG产品的营销 

• 范围：通常此类法规适用于基金经理和顾问及其客户

• 要求：经理需要获悉客户的可持续性偏好，并且只能向客户推荐符合可持续性标

准的投资。分类目录是一种可以用来满足可持续投资定义的方式。    

5.2.2	 大湾区的用例

大湾区ESG贴标基金

与香港的应用类似，分类目录可以成为ESG基金贴标和ESG基金披露的参考标准。

用例5: 投资者披露

26. SFC Circular on ESG Funds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circular/products/product-authorization/
doc?refNo=21EC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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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例

欧洲法规

法规 范围 要求 对香港/大湾区的评估

与分类目录相
一致的披露

所有投资
者和基金

报告 %投资现在与分类目录一致 更适用于公司披露；更适
用于通过ESG基金披露的
投资者

可持续投资 所有以
ESG名义
营销的基
金

• 以分类目录为框架定义可持续目标

• 符合“可持续”的标准

 - 有助于实现分类目录的目标
 - “无重大损害”原则
 -“最低限度社会保障”原则
 -  技术筛选标准 

• 报告 %投资与分类目录一致 

实施ESG基金披露将是一
个重点，尽管确切的方法 
(即是否使用分类目录或 
其他参考标准)和因素 
(“无重大损害”原则、“最
低限度社会保障”原则)有
待商榷

可持续偏好 所有客户 将“可持续偏好”纳入投资者适配性规则 要求符合现有适配性法规

用例5: 投资者披露

发行机构 A - 20% 发行机构 B - 5% 发行机构 C - 10%

总体基金投资组合一致性 - X%

目标投资有助于

基金目标
目标 A
目标 B

分类目录目标

投资比例一致
发行机构 A - 20%

发行机构 B - 20%
基金 - X%

附加标准 无重大损害
原则

最低限度社会 
保障原则

3 种方法之一：

欧盟分类目录

按照《分类法条例》，投资于环境可持续的最低
投资比例

可持续投资

应投资于SFDR中规定可持续的最低投资比例

主要不利影响

考虑对可持续性因素的主要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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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5: 投资者披露

其他地区法规

地区 关键法规

香港 证监会（SFC）《关于ESG基金的通告》27:

• 范围：由香港证监会核准，将ESG因素纳入投资目标/策略，以作为关键投
资重点的基金

• 要求：

 - 基金名称应准确反映基金的ESG特征

 - 基金披露应包括基金的ESG重点、ESG投资战略、与基金的ESG重点 
  相称的资产配置以及参考基准

• 注：分类目录在现行指导意见未被明确提及，但可满足定义资产配置标准等
方面的要求。  

新加坡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零售ESG 基金的披露和报告指南》28 

• 范围：在MAS注册的ESG零售基金

• 要求：

 - 如果基金名称包括ESG相关术语，则投资组合应体现如何反映基金名称

 - 投资组合的最低门槛应至少为计划资产净值的2/3 

 - 对招股说明书、年度报告等其他信息进行补充披露 

• 注：新加坡或东盟的分类目录在指导意见中未被明确提及，但可满足一些披
露要求。 

美国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新提案29：
• 基金名称中包含ESG：建议修订《命名规则》，确保基金反映投资战略；基
金经理需要将投资组合中的至少80%投资于特定类型 

• ESG基金披露：三类ESG基金的披露要求 — 整合型ESG基金、ESG聚焦
型基金、ESG影响力基金 

• 注：分类目录在此也未被提及，但可用于定义以基金标签和基金披露为目的
的可持续投资。

27. SFC Circular on ESG Funds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EN/circular/products/product-authorization/
doc?refNo=21EC27 

28. MAS Disclosure and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Retail ESG Funds 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
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Securities-Futures-and-Fund-Management/Regulations-Guidance-
and-Licensing/Circulars/CFC-02-2022-Disclosure-and-Reporting-Guidelines-for-Retail-ESG-Funds.pdf 

29. SEC Proposed Enhanced Disclosures SEC.gov | SEC Proposes to Enhance Disclosures by Certain Investment Advisers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About ESG Investm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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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例6: 政策制定

6.1 用例概述

政策决策有助于激励市场转向绿色和可持续融资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总体而言，在政策制定中参考CGT预计会产生以下两方面效果：(1）通过建立综合激

励机制促进大湾区采用CGT；(2）推动香港、中国内地和更广泛的全球市场中就有关

可持续金融相关活动的区域监管实践实现互认。  

6.2 用例的详细说明

6.2.1	《欧盟分类法条例》和《授权法案》

欧盟（EU）在制定《欧盟分类法条例》框架30方面经验丰富，可以为其他国家和地区

探索如何将CGT纳入激励和监管可持续发展活动的政策倡议提供重要参考。《欧盟

分类目录》一方面作为分类指南为环境可持续活动提供了界定的共同标准，另一方面

还通过授权法案，并纳入现有分类框架，实现与监管实践和激励计划相关联。  

2021年，欧盟委员会通过了《欧盟分类法条例》的《分类披露授权法案》31，强制要

求大型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其资产和经济活动的环境绩效信息。除

了直接用于强制披露外，欧盟正在推行政策，探索将标准制定和标签（包括欧盟生态

标签、欧盟《绿色债券标准》和欧盟《气候基准条例》）与符合分类目录的活动关联

起来32。

同样，参考欧盟在政策决策和执行的实践操作，大湾区的监管机构也可以考虑将

CGT纳入到现有的（以及各类持续优化）政策框架中。

30. Regulation (EU) 2020/852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8 June 2020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ramework to facilitate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nd amending Regulation (EU) 2019/2088: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
content/EN/TXT/?uri=CELEX:32020R0852

31. The Delegated Act supplementing Article 8 of the Taxonomy Regulation: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
PDF/?uri=CELEX:32021R2178&from=EN

32. FAQ: What is the EU Taxonomy and how will it work in practice?: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
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documents/sustainable-finance-taxonomy-faq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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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中国	—	国家层面政策推动

6.2.2.1 中国绿色债券原则

2022年7月29日，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正式发布《中国绿色债券原则》33。《原则》

强调，对“绿色项目”的认定应基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34。应根

据国际认可的可持续分类目录（包括CGT和《欧盟分类目录》）对境外发行机构的绿

色项目进行认证。《原则》强调其与全球标准的一致性，特别是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原则》规定必须将绿色债

券募集资金100%用于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项目。为了兼顾本土化应用并实现与全球

市场的协调，将CGT标准纳入《原则》并作为绿色债券发行依据，是中国为应用CGT

提供政策指导的重要一步。

6.2.2.2 对金融机构绿色贷款绩效的监管 — 以中国内地的实践为例

2013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35发布了适用于中国多种类型银行的

绿色信贷绩效评估框架。《绿色信贷统计信息披露说明》36确定了符合规定条件的绿

色贷款活动清单，关键绩效指标（KPI）包括信贷余额、资产质量和资助项目的环境

影响。202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PBOC）推出了专门适用于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的

绿色金融绩效评估框架37。绿色金融绩效评估结果将被纳入人民银行制定的总体评

级框架，以评估金融机构面临的金融风险。 

原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评估实践均表明了各自对绿色金融相关资产交易数量和质量

的要求，有力带动了中国内地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中国内地

的监管机构来说，CGT是一个有效的分类系统，可以被纳入现有评估框架，以促进国

内市场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香港和澳门的监管机构也可参照中国内地的做法，制定

类似的评估框架以监管本地金融机构的绿色贷款绩效。

33. Announcement by the Green Bond Standards Committee [2022, Issue 1]: http://www.nafmii.org.cn/ggtz/gg/202207/
P020220729683303814431.pdf

34. China Green Bond Endorsed Project Catalogue (2021 Edition)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 
4342400/2021091617180089879.pdf

35. 2018年4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CBRC）与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并，成立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CBIRC）。

36. Guideline to Green Lending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ttps://www.cnfin.com/upload-
xh08/2018/0209/1518175073876.pdf

37. Green Finance Assessment plan for 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ions (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方案): http://www.gov.cn/
zhengce/zhengceku/2021-06/11/5616962/files/ad23a21fbf414d2facb1dfdb623f560d.pdf

用例6: 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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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大湾区用例的详细说明

在推动CGT政策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政策转化落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并结合当

地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现状和产业结构等实际情况。 

广东（广州）、深圳和香港积极推动跨区域债券发行、绿色金融标准和服务互认以及

CGT在大湾区的应用，因此可以详细了解这三地的潜在区域用例。值得注意的是，对

中国内地发行机构来说，政策支持应侧重于面向香港和全球市场的发行。

大湾区CGT的政策用例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 引入基于CGT的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激励机制。为采纳CGT提供政策激励可

以向市场传递强烈的信号，可推动金融市场更积极地使用和利用CGT标准。建立

在共同语言基础上的政策激励也可以更好地促进中国内地和香港之间的跨区域

债券发行。值得注意的是，深圳、广州、香港等大湾区城市的绿色金融相关激励机

制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引入基于CGT的激励机制实质上是建议将CGT标准纳

入现行激励框架，而不是单独建立一个新的CGT激励框架。这样可以降低政策

制定的行政成本，加快激励机制的实施。 

 

• 对于尚未制定绿色金融相关激励框架的大湾区区域，一方面，地方政府可考虑将

CGT纳入现行一般金融业务激励框架；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为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相关活动制定更专业的激励框架时，可将CGT视为政策制定的有效参照基

准。

• 香港、澳门和中国内地的政策协调至关重要。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监管机构在

制定支持采用CGT的政策时应进行更积极的沟通。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政府

可在监管实践中充分利用各自的区域优势，更有效地促进一体化政策框架的形

成。

用例6: 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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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了在大湾区不同地区可以在政策制定中参考CGT的具体用例说明。

广东 — 省级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广东省发展绿色金融支持碳达峰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以下简称《实施方案》)38 
《实施方案》于2022年6月发布，建议建立绿色债券项目储备、搭建绿色
债券发行服务中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机构赴港澳发行绿色债券。 

当务之急是要推动粤港澳三地环境信息披露要求、绿色金融产品框架、
绿色企业和项目认定标准、绿色信用评级以及绿色债券标准的互认。因
此，CGT作为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分类体系，对于发展绿色金融一体化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广州 — 市级 《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广州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发展的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39 
《意见》于2019年7月发布，建议对在证券市场、银行间市场发行绿色债
券的企业，按照发行费用的10％给予一次性补贴。目前，该政策仅适用于
国内绿色债券发行。如果能将CGT纳入筛选标准，将有助于促进对海外
发行的补贴支持。

深圳 — 市级 《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
施意见》)40 
《实施意见》于2018年12月发布，提出利用金融发展专项资金对本市绿
色债券发行机构进行补贴。《实施意见》自2019年1月生效，有效期为3
年，目前正在修订中，仍有机会参考并纳入CGT等国际认可标准。 

香港 — 特区级 香港金融管理局（HKMA）《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以下简称
《GSF资助计划》)41 
《GSF资助计划》旨在支持合格绿色债券发行的一般发行费用和外部评
审费用。虽然目前绿色债券发行是由专业第三方外部评审进行认证，但仍
可以考虑将CGT作为外部评审的参考标准之一，或将其明确纳入资助计
划的指导方针，以更好地协调跨区域政策，并向全球市场发出信号，表明
《GSF资助计划》下的绿色债券发行与全球标准相一致。

政府绿色债券42

政府绿色债券框架规定，募集资金将拨入基本工程储备基金，为具备
环境效益及支持香港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资。因
此，CGT可以提供有效的参考，用来识别利用政府零售绿色债券募集资
金的可信项目。 

38. https://www.gd.gov.cn/xxts/content/post_3972535.html

39. http://www.zc.gov.cn/zx/ztjj/gaqnlsfzxdjh/content/post_5581425.html

40. http://www.sz.gov.cn/zwgk/zfxxgk/zfwj/szfwj/content/post_6577287.html

41. Guideline on the Green and Sustainable Finance Grant Scheme: https://www.hkma.gov.hk/media/eng/doc/key-information/
press-release/2021/20210504e4a1.pdf

42. Hong Kong SAR Government Retail Green Bonds: https://www.hkgb.gov.hk/en/greenbond/retailbackground.html

用例6: 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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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考虑因素

在将分类目录应用到实践和政策中时，应考虑可能对使用者构成挑战的一些关键因

素。包括：         

1. 数据考虑：采用CGT作为分类目录的有效程度需建立在数据可用性和标准化的基

础上。  

• 数据可用性：投资者对欧盟和中国的ESG数据可用性表示担忧。欧盟将从2023

年起根据《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的要求，实施强制披露要求，包括与分类目

录相一致的披露。而中国尚未强制实施类似的披露规则。投资者注意到，与其他

发达市场相比，中国的ESG信息披露总体水平较低，主要是由于监管缺失，以及

中国企业对披露内容和披露方式的理解有限。要想有效使用基于CGT的分类目

录，就需要依赖于强制披露要求的公司提供充分的分类目录披露数据。

  

• 数据标准化：缺乏统一标准化和可定量数据指标是跨区域比较和实现可比的另

一个挑战。欧盟和中国衡量项目绿色或环境绩效的指标可能不一致。例如，CGT

文件中提到了建筑法规以及衡量建筑能耗的法规的差异。很难对不同国家的部

门进行比较，并且不同地区的标准往往不同。当地的不同做法可能会继续挑战数

据的标准化。跨区域的一致性和可比性指标将让投资决策更加清晰。

 

• 数据基础与能力：使用分类目录来满足披露要求，意味着投资者需要匹配具有与

分类目录相一致的数据披露的能力。企业和投资者需要构建评估分类目录一致性

所需的非财务数据体系。在规范分类目录一致性之前，这些企业和投资者必须具

有一定的数据基础和能力，或者至少有能够让外部利益相关方开发新的工作流程

从而适应披露需求的工作时间。这将要求企业和投资者与新的数据供应商合作，

有针对性地开发新的技术工具和平台。

• 信息披露的市场阶段：目前发行机构现行的与分类目录相一致的披露或报告可能

并不多。由于欧盟对企业基于分类目录的强制披露实施的时间较晚，这可能使投

资者在初期难以满足分类目录的披露要求。  

 

2. 互操作性：不同分类目录之间具备标准互认和可实操也是一个主要考虑因素。

• 与其他分类目录的融合：问题最终解决需依靠（1）参考其他分类目录进行披露或

(2）当没有分类目录报告时，需要解决标准互认和可操作的问题。

• 不同的技术筛选标准：两种分类目录的技术筛选标准可能不同，如《欧盟分类目

录》将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作为许多分类的关键标准，而中国内地有时将能效和规

模作为某些分类的关键条件。43

43. European Commission CGT Update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
finance/documents/211104-ipsf-common-ground-taxonomy-instruction-report-2021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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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操作性框架：由于CGT本身不是法律文件，应通过政策制定建立互认和可落地

操作的债券发行框架，以确保大湾区内地机构对绿色债券的认定、设计和发行符

合CGT以及香港的监管标准和要求。 

3. 未来发展：CGT可以将欧盟和中国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初步对应起来，从长远来

看，CGT还有很多潜在的发展领域。

• 活动领域：CGT文件第一阶段涵盖六个部门的72项活动，这些活动都有助于减

缓气候变化，即有助于实现碳减排或固碳。未来，CGT可以转向更广泛的经济活

动。CGT涵盖的六个部门摘自中国绿色债券目录，主要侧重气候变化减缓，而气

候适应活动尚未纳入CGT文件。欧盟分类目录已经将气候适应作为环境目标之

一，而中国的政策44打算下一步将气候适应活动纳入分类目录。我们希望欧盟和

中国能够评估和整合气候适应下的其他活动和部门，提高整体投资产品的可用

性。 

 

• 覆盖范围：目前，CGT仅限于中国和欧盟地区范围，没有解决与其他区域可持续

金融分类目标的可比性问题。随着CGT的发展，可以考虑将其他地区加入涵盖范

围，从而实现CGT的多元比较，并纳入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中具有明确脱碳路径

但速率较低的转型活动。在推动CGT政策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政策转化落地

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当地绿色金融市场发展和产业结构等区域实际。IPSF对CGT

活动分类和方法展开了持续的研究和咨询，对于支持分类目录的协调整合和提升

可实操性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 其他考虑因素：

－ “无重大损害”原则及“最低限度社会和管治保障”原则。“无重大损害”及“最

低限度社会和管治保障”等其他原则建议也有可能加强地区之间的比较和互操

作性。分析中国当地环境法规政策与欧盟“无重大损害”原则要求是否一致同样

具有意义。 

－ 有关转型活动的考虑因素：根据不同的区域减碳路线图，在认识转型活动的过程

中会出现许多变化，而当前的CGT需要反映这些变化。这些活动可能不会对现有

环境目标做出重大贡献，但有利于支持实现减碳路径的一致性。在这个特定背景

下，核能和天然气是常见的讨论对象。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

并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依赖这类难以减排的行业，对这类型国家来说，这种转

型活动尤为重要。  

  

主要考虑因素

44.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206/W0202206136365629191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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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将CGT纳入地方监管体系：分类目录本身更像是一个参考标准，通常需要将分类

目录纳入法规和政策体系，从而实现其最终落地实施和复制推广。在最近发布的

《原则》（由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委员会推出的自律管理框架）以及《欧盟可持续

金融分类授权法案》中，CGT被称为熊猫债发行机构识别绿色项目的标准之一。

这反映了中国监管框架对CGT的认可。未来将CGT纳入地方监管体系有助于增

强基于CGT的绿色指数的可信度、可操作性和市场接受度。

 总而言之，分类目录是跟随技术进步动态更新的文件，其覆盖范围将不断扩

大。CGT也是如此，长期看来，对其标准和适用性进行持续审视和研究至关 

重要。

主要考虑因素

总结

在该报告（CGT《第二阶段报告》）中，我们研究了香港和其它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区

域基于CGT分类目录的主要潜在使用者，并根据全球范围内各种分类目录在实践推

广中所获得的行业经验，具体分析总结了6个潜在使用案例。我们还特别分析了不同

使用者在采用和推广基于CGT的分类目录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CGT作为分析工

具可为投融资活动、政策法规制定以及信息披露提供重要参考。各地区也应考虑依

据CGT制定适合当地情况的分类目录标准，以促进可持续金融在全球范围的和谐 

发展。

未来，该研究应侧重于将这些用例与基于CGT的香港分类目录的潜在发展相结合，

并使其与香港整体的可持续金融政策和监管框架相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