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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以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和《社会责任债券原则》（GBP SBP）
为参照的绿色债券、社会责任债券和可持续债券成功发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金融部门的重要考虑
因素。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已在该领域发起了一系列倡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欧盟可持续发展
融资行动计划和中国为支持绿色金融而采取的积极行动。
伴随市场的蓬勃发展，需要在市场参与者、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之间建立
明确统一的术语。

“气候”、“绿色”、“可持续”等概念如果在使用过程中界限不清晰，将会减弱在缓解气候变化和
可持续增长政策目标方面取得的进展和效果，无法有效的遵从并实现《巴黎协定》与《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愿景与目标。此外，社会责任金融的释义包含了对健康医疗项目的融资，这
对当前新冠疫情相关的项目有重大意义。
可持续金融概要释义是ICMA可持续金融委员会自2019年9月成立后发表的第二份出版物。该委员会
集合了ICMA的各个委员会，包括买方机构分支、公司类发行人委员会、法律文件委员会以及绿色债
券原则和社会责任债券原则（GBP SBP）执行委员会，汇集多方意见，旨在推动可持续金融的跨领
域发展。

ICMA以当前可持续金融领域的通行惯例、官方部门的专业定义为基础，推出了本版概要释义，旨在
厘清有关定义，为所有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提供可参考的统一且透明的专业术语。本版概要释义还
将为金融行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参考，促进行业对可持续金融的关键术语和定义达成共识。
附件1通过图示展示了主要的概要释义之间的关联；附件2列举了主要的概要释义所参考的信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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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释义
气候金融
气候金融是指支持经济活动向适应气候变化的模式过渡的金融和融资，以推行减缓气候变化（尤其
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并采取气候适应措施从而提高基础设施与整个社会和经济资产的气
候适应能力。

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型
应对气候变化的转型是指通过政策和倡议的支持使经济向气候适应型经济进行转变，以符合《巴黎
协定》1所提出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绿色金融
绿色金融比气候金融含义更广，因为绿色金融还包括其他环境项目，例如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
性保护以及污染防控。

影响力金融
影响力金融是指基于市场行业共认的指标与基准2，为社会和环境产生直接和积极影响的商业或经济
活动融资，并同时考虑达到与市场一致的或更优的财务回报。

负责任投资或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投资（ESG投资）
负责任投资，也称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投资3，是指将重要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因素4
纳入投资决策和积极行使所有权的策略与实践，以最大程度降低风险并最大化回报 5。以ESG因素被
认为对收益具有重大影响为理据，所有投资者都可以援引其信托职责而采取这种策略。

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 6涉及17项密不可分的综合目标和169项相关目标，是联合国2015年9月25日通过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旨在消除贫困、保护地球以及造福人类。17项目标下定有2030
年应达成的具体指标。可持续发展目标为世界各国在实现可持续发展上指明了方向，并逐步被越来
越多的公司作为指引所采纳。

社会责任金融
社会责任金融7是指，用于帮助特定目标人群（但不限于目标人群），缓解或解决特定社会问题和/或
寻求实现积极社会效益的融资行为。社会责任金融项目类别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可负担的基础生活
设施、基本服务需求（例如健康、医疗保健）、可负担的住宅、创造就业（包括通过提供中小企业
融资和小额信贷等间接方式）、食品安全、社会经济发展和权益保障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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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投资（SRI）
社会责任投资是指寻求兼顾财务回报并符合特定道德、环境和/或社会标准的投资。

可持续金融
可持续金融包括气候、绿色和社会责任金融，并考虑被融资机构长期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整
个金融体系的作用及运行稳定性等更广泛的内容。

分类方案
在可持续金融领域，通过制定和援引明确的阈值和目标，来判别经济活动、资产和/或项目是否达到
环境、绿色、社会或可持续目标的分类指引系统，被称为分类方案。

【注释】
1.

《巴黎协定》第二条提到“使资金流向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发展途径相一致”。

2.

影响力金融寻求实现一定的目标，从最大化财务收益并兼顾环境与社会效益，到以慈善性质为主而追求投资收益为辅
的投资策略，种类多样。

3.

请参阅负责任投资原则。

4.

负责任投资原则，是联合国支持的旨在促进投资者进行负责任投资的倡议，该原则制定了一系列环境、社会与公司治
理的因素。

5.

公司治理风险和机遇通常是ESG投资的核心要素，这是因为良好的公司治理与良好财务绩效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且公
司治理因素相对容易定义、衡量、跟踪评价。对环境和社会风险与机遇意识日益增强，促使市场将这些内容纳入考量
范畴。

6.

可持续发展包括17个目标：“ 1）消除贫困；2）零饥饿；3）良好健康与福祉；4）优质教育；5）性别平等；6）清洁
饮水和卫生设施；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9）产业、创新和基础设施；10）减少不平等；
11）可持续城市和社区；12）负责任消费和生产；13）气候行动；14）水下生物；15）陆地生物；16）和平、正义与
强大机构；17）促进目标实现的伙伴关系”。

7.

社会责任金融的释义与ICMA《社会债券原则》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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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主要的概要释义之间的关联
下图说明了主要的概要释义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各释义所涵盖范围的交集和子集关系。例如，可持
续金融是涵盖范围最广的概念，包含了ESG投资、绿色金融、社会责任金融和气候金融等。白框指出
该定义有别于其他定义的关键词，例如与社会责任金融相关的社会责任问题和成果。双箭头框指出
与其他释义有动态关联的释义名词，例如与绿色金融和社会责任金融有关联的影响力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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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主要的概要释义的比较与来源
联合国/联合国环

欧盟

境署/环境署金融

二十国集团

中国

解释与其他信息

倡议

气候金融

“……指本区域、本国或

绿色金融

“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ICMA的释义是基于市场

跨国融资——从公共部

增加温室气体吸储以及减轻

通用内容，并通过引用

门、私营部门或其他渠道

人类和生态系统因气候恶化

《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有

进行融资，旨在支持缓解

可能受到的损害。”

关定义，进一步强调气候

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

金融对项目和资产的适用

施。”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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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用于表示比气候

“在更广泛的环境可持续发

“为支持环境改善、应

ICMA的释义是基于市场

金融更广泛的内容，绿色

展背景下为能够取得环境效 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 通用内容，并对应和简

金融还包含其他环境目标

益的投资项目进行融资。”

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 化了联合国关于绿色金

和风险。绿色金融通常被

即对环保、节能、清洁 融的定义。

理解为更为关注民间投资

能源、绿色交通、绿色

是否绿色，而不只是关注

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

公共及政府相关的资金流

资、项目运营和风险管

动。”

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
务。”

影响力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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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任何潜在的负面 “能够产生可计量的、积极的社

ICMA的释义是基于市场

影 响得以 识别并 减缓 ， 会或环境成果并兼顾财务回报的

通用内容并更接近欧盟

则 可对经 济、社 会或 环 投资。”

的定义，也引用了全球

境 产生可 以验证 的积 极

影响力投资网络

影响。”

（GIIN）的定义，该定
义将影响力投资定义为
“能够产生可计量的、积
极的社会或环境成果并

可持续金融

参考资料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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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顾财务回报的投资。”

“尽管这些术语的适用并 “在投资决策中充分考虑环境和

“可持续金融可以广义地理

ICMA的释义是基于市场

不总是一致，但大致区 社会因素，将有助于增加对长

解为，直接、间接支持可持

通用内容，并借鉴了二

别是，可持续金融包括 期的、可持续性活动的投资。”

续发展目标，为实现强劲、

十国集团和欧盟的定

广泛的环境、社会、经 “欧盟相关政策关于可持续金融

可持续、平衡、普惠的增长

义。

济和公司治理的内容， 的定义，是指支持经济增长，

所进行的的融资以及相关的

而例如绿色金融范围相 同时减少对环境的压力，并 考

机构和市场布局。一个适宜

对狭窄，仅针对环境问 虑 社 会 及 公 司 治 理 等 因 素的

的可持续金融发展框架也可

题。那些只针对缓解气 金融融资。可持续金融还包括

通过充分应对风险和市场失

候变化和/或适应气候变 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的ESG相关风

灵（如外部性）以提高金融

化影响的范畴则更窄。” 险披露是否透明，并通过对金

市场的稳定性和效率。”

融机构和企业适当地加强管 治
来 减 轻 此 类 风 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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