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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銀布局綠色金融助綠企融資
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推升綠色信貸迅猛增長

在中國提出「碳達峰和碳中和」

目標後，內地銀行業正在加速布局綠

色金融，僅今年一季度綠色信貸增量

就高達 1.08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遠超同期貸款增速。記者在調

研採訪中發現，受益於政策紅利，從

事綠色產業的公司不僅從銀行貸款的

難度降低，貸款額度更獲銀行超配，

切實解決了融資難題。當前，中國綠

色貸款餘額已經達到13.03萬億元，

規模居世界第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2015年特來電剛進入成都時，全市只有5,000輛新能源車，那時候根本看
不到充電樁行業的前景，特別絕望。」成都特來
電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陳亮說。雖然2020
年充電樁業務受到了疫情的影響，但是特來電曾
經的絕望正在變成希望，因為在去年「雙碳目
標」提出後，特來電終於開始被銀行重視了。去
年底特來電獲得了農業銀行1億元流動資金授
信，目前正在辦理放款流程。這筆貸款將用來支
持特來電在成都布局小區充電樁設施建設。

充電樁資金需求大 無盈利難融資
電動汽車及充電網是實現「30/60」碳目標的
有效路徑之一，作為中國最大新能源車充電樁運
營商的特來電，雖然頂着中國創業板第一股特銳
德(SZ:300001)子公司的光環，卻受制於銀行傳統
貸款抵押政策，很難從銀行融資。陳亮坦言，充
電樁作為新能源產業的基礎設施，投資大、回報
周期長等問題一直是行業的難點、痛點。
從盈利角度看，整個充電樁行業尚處於虧損
中，但從環保減排角度看，卻收到了非常好的效
果。以成都特來電為例，6年內共建成和接上線
運營充電站634個，累計充電量6.9億度，折合
碳減排70.5萬噸。為了融資，成都特來電接觸了
不少銀行，但是傳統都需要有收入有盈利，如果
是項目融資還需要政府批文，這些條件成都特來
電都不具備。
與此同時，成都新能源車保有量從2015年的
5,000輛擴容到2020年的14.2萬輛，城市對充電
樁的需求急劇上升，成都特來電要加速布局充電
樁建設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2020年底，為
了加快成都小區充電樁建設，特來電嘗試向公司
基礎戶開戶行農行成都分行提出了融資需求。

進入農行白名單 特來電獲貸一億
農業銀行成都分行副行長王波告訴記者，按照
原有的貸款要求，特來電是不滿足條件的。考慮
到充電樁行業的戰略意義和產業帶動意義，借助
農行總行的創新政策，我們突破了原有公司貸款
對收入和盈利的要求，對綠色和新經濟企業建立
了白名單制，特來電正好在白名單內，去年底農
行就給特來電辦理了1億元流動資金貸款授信。
「真的是雪中送炭。」陳亮感慨的說，在辦理
中農行不僅主動創新，為我們尋找了更低成本，
更長周期的好方法，還通過執行個性化、差異化
的信貸政策，為企業融資提供了一攬子融資解決
方案。
自2020年9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世界宣布中國
「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
中和」後，中國綠色信貸規模增長迅速。央行最
新數據顯示，2021年一季度末，本外幣綠色貸
款餘額13.03萬億元，同比增長24.6%，高於各
項貸款增速12.3個百分點，其中投向具有直接和
間接碳減排效益項目的貸款分別為6.47萬億和
2.29萬億元，合計佔綠色貸款的67.3%。

內地銀行「含綠量」究竟如何？記者
翻閱在港上市的31家中資銀行2020年
度報告發現，只有17家公布了具體的
綠色貸款數據。截至2020年末，17家
銀行綠色貸款總規模達到6.68萬億元，
佔去年全國綠色信貸總規模逾「半壁江
山」。其中工商銀行綠色貸款規模最
大，達到1.85萬億元，農業銀行和建設
銀行以1.51萬億和1.34萬億元緊隨其
後，貴州銀行的綠色貸款佔比最高，達
到10.7%，而綠色信貸增速最快的則是
重慶銀行，增速60%。

農行主攻三農概念
從年報看，國有銀行仍然是綠色信貸

主力軍，並紛紛宣布將綠色金融上升為
銀行的戰略業務。工行表示要綜合運用
「貸+債+股+代+租+顧」投融資工
具，持續加大綠色產業投融資支持。農
行則明確提出致力於打造能源節約和環
境友好的「綠色銀行」，其特色主要在
「三農」綠色貸款，超過綠色貸款餘額
的三分之一。建行強調了綠色金融產品
創新，該行創新推出「節能貸」、「環
保貸」等專項產品。
綠色信貸增速方面，有4家銀行去年
超過40%，分別是重慶銀行、九江銀
行、浙商銀行和徽商銀行，這些銀行綠
色信貸的快速增長與當地政府重視經濟
綠色低碳發展有很大關係。14家在年
報中缺少綠色信貸數據的銀行主要集中
在城市商業銀行和農村商業銀行，比較
意外的是中信銀行、民生銀行和光大銀
行三家規模較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在年
報中也未披露相關綠色信貸數據，對於
綠色金融情況的描述也比較籠統。

企業內銀締造雙贏
安永金融服務合夥人許旭明認為，在

「雙碳」目標下，商業銀行會扮演一個
非常重要的角色。因為這背後需要巨大
的融資支持，一方面，在資產端，銀行
通過綠色信貸給企業提供支持。另外，
在資金端，銀行通過承銷綠色債券幫助
企業去募集資金。對於上市銀行而言，
深入開展綠色金融是轉型發展的必然選
擇，在「碳達峰」、「碳中和」等國家
戰略的大力推進下，順勢而為才能享受
政策紅利，抓住市場機遇。

中國向世界兌現「雙碳目標」承
諾，責任重大但更蘊藏商機。中國
人民銀行行長易綱近期表示，預計
2030年前，中國碳減排需每年投入
2.2萬億元；2030年至2060年，需每
年投入3.9萬億元。

龐大的資金需求，也吸引了眾多
銀行進攻綠色金融領域，除綠色信
貸外，各家銀行還在綠色債券、綠
色基金、綠色資產證券化、綠色租
賃和理財等業務上探索創新，這亦
是對銀行綜合服務能力的新考驗。

銀行業務需要創新
2021年2月23日，全國首批碳中

和債券成功發行，南方電網、三峽

集團、華能國際、國家電投集團、
四川機場集團、雅礱江水電6家企業
註冊的首批碳中和債完成發行，金
額合計64億元。各家銀行為成為首
批碳中和債券的主承銷商可謂競爭
激烈，最終工商銀行、中國銀行、
建設銀行、興業銀行、農業銀行、
中信銀行6家銀行飲到「頭啖湯」。

銀行要具備哪些條件才符合「碳
中和債」承銷商的條件？雅礱江流
域水電開發有限公司財務負責人透
露，此次選擇農業銀行作為承銷
商，離不開該銀行多年對公司的支
持。目前農業銀行是唯一一家對雅
礱江水電所有公路、水電站項目提
供融資的銀行。截至 2021 年 3 月

末，農業銀行對雅礱江水電的授信
總額達到568億元。除傳統貸款外，
還為公司累計辦理各類債權融資工
具逾100億元。

銀行能否提供其他配套金融服務
也是企業選擇的考量之一。比如雅
礱江流域的不少地區人煙稀少，金
融服務更是一片空白，需要解決建
設中農民工工資發放問題。農業銀
行專門為雅礱江水電開發設立了6家
項目現場營業網點，雅礱江水電站
建到哪裏，網點就開到哪裏。這些
網點先後服務項目建設人員超20萬
人，代發農民工工資超30億元，同
時為項目沿線市州25個貧困縣發放
貸款近115億元。 ●記者 江鑫嫻

在央行嚴格的風險把控下，綠色信貸的快速
增長並沒有犧牲信貸質量，央行金融市場司副
司長彭立峰近期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中國
綠色信貸整體呈現「規模大、結構優、質量
高」的特點。綠色貸款不良率低於銀行業貸款
不良率1.6個百分點，連續3個季度保持在0.5%
以下。央行也把銀行綠色信貸業績評價結果納
入了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宏觀審慎考核，以
確保綠色信貸質量，防止信貸「漂綠」。
主管金融的中國人民銀行為全面掌握綠色貸
款數據，從2018年開始按季度統計並公布銀行
綠色信貸情況，並且對銀行進行綠色信貸業績
評價綠色信貸業績評價，從綠色貸款餘額佔
比、綠色貸款餘額份額佔比、綠色貸款增量佔
比、綠色貸款餘額同比增速、綠色貸款不良率
五個定量指標來考察銀行「含綠量」。不過，

對銀行綠色信貸的考評結果未向公眾公布過。

央行鼓勵業界拓綠貸
6月9日，央行發布《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
融評價方案》，鼓勵銀行業金融機構積極拓展
綠色金融業務，綠色金融評價結果納入央行金
融機構評級等中國人民銀行政策和審慎管理工
具。方案指出，當前納入評價範圍的綠色金融
業務包括境內綠色貸款和境內綠色債券。後續
對納入評價範圍的綠色金融業務的調整將另行
通知。綠色金融評價指標包括定量和定性兩
類，其中，定量指標權重80%，定性指標權重
20%；央行將根據綠色金融發展的需要，適時
調整評價指標及其權重。方案自今年7月1日起
施行，評價工作每季度開展一次，由央行負責
24家主要銀行業金融機構綠色金融評價工作。

在港上市部分中資銀行去年綠色信貸情況
銀行 各項貸款 綠色貸款 綠色信貸 綠色貸款

總額（億元） 規模（億元） 佔比 增速
工商銀行 186,243.08 18,457.19 9.9% 36.60%

農業銀行 151,704.42 15,149 10.0% 27.20%

建設銀行 162,313.69 13,427.07 8.3% 14.20%

中國銀行 142,164.77 8,967.98 6.3% 21.60%

交通銀行 57,205.68 3,629.09 6.2% 20.60%

郵儲銀行 57,162.58 2,809.36 4.9% 30.20%

招商銀行 47,303.83 2,071.3 4.4% 17.17%

浙商銀行 11,976.98 785.26 6.6% 45.75%

重慶農村商業銀行 5,078.86 245.7 4.8% 44%

貴州銀行 2,139.23 228.52 10.7% 25.68%

註：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人行綠色貸款用途劃分
1. 綠色農業開發項目的貸款

2. 綠色林業開發項目的貸款

3. 工業節能節水環保項目的貸款

4. 自然保護、生態修復及災害防控項目的貸
款

5. 資源循環利用項目的貸款

6. 垃圾處理及污染防治項目的貸款

7. 可再生能源及清潔能源項目的貸款

8. 農村及城市水項目的貸款

9. 建築節能及綠色建築項目的貸款

10. 綠色交通運輸項目的貸款

11. 節能環保服務貸款

12. 採用國際慣例或國際標準的境外項目的
貸款

資料來源：
中國人民銀行綠色貸款專項統計制度

綠色信貸規模增長統計
時間 綠色信貸餘額 同比增幅 貸款餘額 同比增幅

(萬億元) (萬億元)

2021年首季 13.03 24.6% 180.41 12.6%

2020年 11.95 20.3% 172.75 12.8%

2019年 10.22 15.4% 153.11 12.3%

2018年 8.23 16% 136.3 13.5%

貨幣單位：人民幣 資料來源：中國人民銀行金融機構貸款投向統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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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率低過平均數 資金需求大 考驗銀行資產整合能力

●●農行工作人員在雅礱江上游的四川農行工作人員在雅礱江上游的四川
甘孜州德格縣布網點甘孜州德格縣布網點，，為水電開發提為水電開發提
供全方位金融服務供全方位金融服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雅礱江流域將建成雅礱江流域將建成
綠色清潔可再生能源綠色清潔可再生能源
基地基地。。

● 特來電運營的成都雙流公家充電
站。 受訪者供圖

● 成都特來電新能源有限公司副總
經理陳亮介紹特來電運營及受益綠色
信貸的情況。 羅洪嘯 攝

● 成都公共快充站，解決新能源車充
電難題。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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