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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实践

近些年来，全球气候变化进一

步加剧，极端气候事件频发，由此

造成的气候灾难引起了全球对气

候投资项目的重视。“一带一路”

沿线，有很多国家本身生态环境较

为脆弱，气候变化风险为沿线各国

带来了巨大威胁，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低碳化已经成为各国

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一

种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相关的资

金筹集工具，绿色证券已经成为

绿色金融的主体产品，在低碳投

资中有效性较高，成为各个发行

主体较为重视的融资来源渠道。

按照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的统

计，截至到 2020年底，全球绿色债

券市场累计发行规模已经高达

5942亿美元。其中，美国位居世界

第一位，发行规模 1585亿美元，中

国次之，发行量达 946亿美元，且

呈快速增长之势。由此，分析“一

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现

状及问题，对于更好地规范沿线

绿色债券市场以及推进低碳投资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一、“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

场的发展现状

（一）发行规模呈快速增长之势

总体看，2017-2018年“一带一

路”绿色债券市场处于平稳过渡阶

段，增长速度与全球增长态势相比

呈下降之势。但 2019年发行规模出

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充分证明了

绿色债券市场的巨大潜力。按照

CBI官方统计数据，2019年每个季

度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与 2017、2018

年同期相比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

长，最终全年绿色债券的发行规模

超过了 CBI预估的2500亿美元规

模，达到了 2589亿美元。因“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参与“一带一路”共

建国家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

家，属于绿色债券新兴市场。第一只

新兴市场发行的绿色债券是南非政

府 2012年发行的，截至到 2020年

底新兴市场绿色债券发行额已经占

到了全球的 26.4%，其中，起步于

2016年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

占到了新兴市场发行总规模的

71.8%。在不考虑中国债券市场规模

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占全球绿色债

券市场的份额较小，但随着越来越

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和参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的进入，新兴市场绿

色债券的发行总数占到了全球绿色

债券发行总数的 42%。在 2019-2020

年，“一带一路”发行主体表现活跃，

全年发行存量占全球规模的

34.3%，其中拉美国家表现最为突

出，如巴西、智利、巴拿马等国家发

行规模增长幅度大。

（二）发行主体日渐多元化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发行人不

再局限于各国政府，还包括各国的

金融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及多边机

构。首先，从 2018年之后，参与绿色

债券发行的各国政府数量有所增

加。CBI统计显示，2018-2020年，印

尼、纳米布亚、乌拉圭等 10多个国

家进入绿色债券发行体系，新增各

国政府的绿色债券发行额在当年就

达到了 39.7亿美元，占全球新增绿

色债券市场发行规模的 70.2%。由

此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及参与共

建的各个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

在增强，对落实《巴黎协定》的实施

及推进产业结构的低碳化起到了明

显的推动作用。其次，“一带一路”沿

线和参与共建的金融机构参与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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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2018-2020年，新增绿色债券发

行人当中，各国的金融机构占比达

28.9%。如中国兴业银行、纳米比亚

文德和可银行的发行量较大。最后，

“一带一路”沿线和参与共建的企业

成为重要的发行主体。从 2018年之

后，参与“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

的发行主体当中，各国的企业成为

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些企业大多数

是以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为主体业

务，与资本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

推进经济结构低碳化转型中扮演了

重要角色。另外，地方政府和多边开

发机构在“一带一路”债券市场中的

参与度也比较高，如中国广东省政

府就在 2019年发行了第一只绿色

债券。可见，越来越多的主体和资本

开始介入“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

场，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在金融领

域开展了广泛的合作，在很大程度

上彰显了“一带一路”绿色债券的吸

引力。

（三）发行制度日渐完善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起步

比较晚，与全球绿色债券市场标准

相比较为落后，相关制度体系不够

完善，但这种现象近些年来开始有

所好转。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出

台了《绿色债券指引》，这是“一带一

路”绿色债券市场中最早的一批发

行制度指引。在该指引出台后，中国

人民银行又发布了《绿色债券分类

项目目录》，中国国家发改委也公布

了《非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办

法》，在这些政策法规的指导下，大

大推进了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发

展，使得“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

制度日渐规范。印度是“一带一路”

沿线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绿色债券

市场，2017年，印度证券交易委员

会发布了《绿色债券证券发行上市

信息披露要则》，建立了绿色债券发

行的信息披露制度。同时，为了更好

地推进印度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

印度工商业协会联盟在 CBI的主导

下设立了印度绿色债券委员会，作

为指引印度绿色债券发行及运作的

专门机构。另外，东盟也在 2018年

发布了《东盟绿色债券标准》，这一

标准为东盟国家构建统一化和高度

透明化的绿色债券市场体系奠定了

制度规范，大大推动了东盟绿色债

券发行规模的增长。

（四）多边机构的支持力度日渐

增大

多边机构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

体系中有着重要地位，从 2007年欧

洲投资银行发行全球第一只气候投

资债券以来，多边机构一直就是全

球绿色债券市场发行标准的引领

者，对全球绿色债券制度体系、市场

体系起到了较好的规范作用。在“一

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体系中，多边

机构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增强，为新

兴市场带来了发展机遇。2018年，

在国际金融公司的倡导下，成立了

Amundi绿色基金，专门用于投资新

兴市场国家金融机构发行的绿色债

券。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参

与共建的国家而言，很多初次进入

绿色债券市场的主体对于资本需求

不高，拥有多边开发机构的支持，将

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如泰

国军人银行、菲律宾 AC能源公司等

主体在发行绿色债券过程中，得到

了亚洲开发银行的大力支持和指

引，为其顺利进入绿色债券市场提

供了指引，使得这些机构在“一带一

路”绿色债券市场上获得反馈较好，

提升投资者的信赖度。

（五）发行货币格局日渐多元化

在债券市场体系中，发行人使

用的发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

债券的竞争力。长期以来，全球绿色

债券市场发行人主要是欧美日等发

达国家及其金融机构、企业，绿色债

券的发行货币以美元、欧元、日元等

为主。在“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

兴起初期，进入该市场的发行人也

多以美元、欧元、日元来发行债券。

随着“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规模

的不断扩大及制度标准的日渐成

熟，特别是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

急剧扩大，发行的货币格局也发生

了较大变化，人民币跃居成为仅次

于美元、欧元之外的第三大发行货

币。韩国绿色债券的发行人在 2018

年之前发行绿色债券基本上是清一

色用美元发行和交易，2018年出现

了第一只以韩元作为绿色债券发行

货币。“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上

出现了第五种货币，由此也体现了

发行货币的多样化以及参与发行的

主体来源多样化。发行货币的多元

化，既能够避免汇率波动的风险，也

为外国投资者展示了发行国国内市

场的透明度，提升了绿色债券发行

及交易的多元化水平。

二、“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

场发展的现实困境

（一）发行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

存在冲突

G20绿色金融调查小组在调研

中发现，全球 75%的绿色债券发行

人对绿色债券现行的国际标准并不

了解，这种情况对于“一带一路”绿

色债券市场的发行人来说更加严

重。因“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起

步比较晚，各国政府决策机构及市

场上的发行人、投资者对绿色债券

的标准、规则并不是充分的了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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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规则体系缺乏研究。CBI

在 2020年的报告显示，不符合 CBI

绿色债券国际标准的中国绿色债券

占到了未被 CBI纳入统计债券规模

的 27.9%，这就表明 CBI向全球投

资者展现出来的绿色债券统计规模

远远低于绿色债券的实际规模。究

其原因，在于 CBI关于绿色债券的

界定标准与中国标准有较大差异。

如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绿色债券

指引》中允许发行人使用不超过

50%的筹集资金用于补充资本金，但

这一中国标准并不被 CBI认可，与

国际绿色债券通行标准是相冲突

的。除了中国之外，其他国家也存在

同样的问题，如意大利电力公司、巴

西马佛格里公司发行的可持续债

券，因为该类债券发行标准与 CBI

制定的国际通行规则不符，这两个

企业发行的绿色债券并未纳入到

CBI的统计体系之中。

（二）发行规模较小加大了投资

风险

随着全球绿色债券市场的日

渐成熟，绿色债券的平均规模有了

较大的提高。通常而言，单只债券

的发行规模越大，往往就会有更高

的流通性和更强的信用度，不仅有

利于降低发行人筹措资金的成本，

还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购买。但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的平均发行

规模比较小。 CBI 统计显示，

2018-2020 年的平均规模为 3.13

亿美元，虽然比 2015-2017年平均

规模（分别是 1.84亿美元、2.94亿

美元和 1.04亿美元）有了较大的

提升。但就全球市场看，2020年有

41个发行主体的平均规模超过了

17亿美元，单只债券最大发行规模

为 189亿美元。由此看，“一带一

路”绿色债券平均规模与全球平均

规模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因为沿线

和参与共建国家多是发展中国家

或小型经济体，发行人在市场上筹

措资金的目标本身不高。CBI的数

据还显示，“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

场平均发行规模超过 10亿美元的

绿色债券在 2017年之前只存在于

中国。对于投资人而言，发行规模

较小的绿色债券往往意味着更低

的流动性，投资风险会更大，这也

是“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竞争

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三）发行主体集中影响发行

的驱动力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发

行主体比较集中，主要是各国政府

及商业金融机构。CBI统计显示，

2020年仅商业性金融机构就贡献

了“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 27.4%

的发行量，其中中国兴业银行和中

国工商银行表现抢眼，当年发行量

分别为 22亿美元和 18亿美元，占

到了“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金

融机构发行存量的 23.2%。在“一带

一路”绿色债券市场上活跃的发行

主体还包括印尼政府、智利政府、

韩国韩华银行等机构。但因为“一

带一路”沿线及参与共建国家经济

不发达，低人口密度和较高的贫困

率，对发行驱动力会造成较大的影

响。在中东地区，仅有沙特、黎巴嫩

两国政府参与了绿色债券市场；在

非洲地区，只有尼日利亚、纳米比

亚两国政府和极少金融机构参与。

此外，绿色债券与普通债券相比，

其一个重要特性就在于发行主体

需要向投资人提供其所筹集的资

金使用环节的评估，而“一带一路”

绿色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往往缺

乏足够的评估能力及资金使用的

透明度，从而也间接影响了其发行

的绿色债券信用评级，降低了投资

者参与的积极性。

（四）发行期限较短影响筹措

资金项目的可持续性

在 2017年之前，“一带一路”

绿色债券市场上的债券发行期限

是 5-10 年，从 2018 年之后，绿色

债券发行期限大多数在 5年以下。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趋势，与商业银

行作为发行主体的比例上升有关。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其更加倾向于

运用短期资金来加速资本的流转。

同时，其他类的发行主体，如政府

部门、非金融企业也出现了发行期

限下降的趋势。总体而言，因受到

市场波动及资金利息的影响，各个

发行主体普遍选择短期性的存续

策略。但期限过短，发行人难以实

现大规模融资。发行主体所在的大

部分国家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经济

发展水较低，发行绿色债券的目的

是为了更好地筹集资金推进基础

设施建设，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是

长期项目。另外，从发行主体角度

看，特别是政府部门在发行绿色债

券时，需要从财政收支平衡的角度

考虑，往往会选择较长的还款期

限，由此过短的发行周期限制了资

金筹措，不利于筹资项目的长期规

划和可持续性发展。

三、“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

场的发展对策

（一）接轨国际通行发行标准，

完善债券市场监管机制

当前，在全球绿色债券市场，国

际通行的发行标准包括国际资本市

场协会（ICA）制定的《绿色债券标

准》和 CBI制定的《气候债券标准》。

在 2018年 9月，CBI进一步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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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债券标准》，对绿色债券分类

做了进一步细化，确立了新的分类

规则及内涵定义。当前，“一带一路”

债券发行标准与国际通行标准相比

有较大差距，甚至存在冲突。为使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标准更大程度

上被国际投资者所接受与认可，必

须要逐步与国际通行的发行标准接

轨，只有与国际通行标准保持一致，

才能够更好地融入全球市场。正是

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及参与共建的

各国，在制定绿色债券标准方面与

国际通行标准存在较大差距，进而

陷入了多方监管的困境，降低了监

管的效率。由此而言，各国政府应该

成立专门的绿色债券监管机构，改

革现有的监管体制，按照国际通行

的发行标准来强化发行过程的监

管，提升“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

的吸引力和信用度。

（二）强化各国合作，发挥中国

主导的规模效应

与全球绿色债券市场的平均规

模相比，“一带一路”沿线和参与共

建各国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较小，市

场竞争力及吸引力较为有限。为了

扩大“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规

模，各国应该在债券发行及市场销

售过程中强化合作，通过建立合作

同盟的方式来统一发行绿色债券。

如东盟在发布的《绿色金融工具指

引》中就要求东盟域内各国加强合

作，包括发行及监管等多个方面，这

种合作方式可以被沿线及参与共建

的各国所借鉴。如海岛国家可以联

合起来，这些国家有相同的资金使

用需求，通过合作可以扩大发行规

模，不仅可以降低发行成本，还能够

实现多方共担风险。另外，中国作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者，沿线及

参与共建的各国可以考虑与中国合

作，整体上扩大“一带一路”绿色债

券发行规模。比如，在绿色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中，东道国可以和中国合

作，针对这些项目联合发行绿色债

券，共同背书或担保，进而以规模效

应来强化债券的流动性，进而吸引

更多的投资者。

（三）加强与专业机构合作，提

升发行主体的发行能力

2018年，全球超过 80%的绿色

债券在发行之前均出示了外部专

业机构的意见，这些意见包括第三

方评估意见、绿色债券标准认证意

见、绿色债券评级意见等等，通过

外部意见的融入可以有效弥补“一

带一路”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专业知

识困乏的困境。考虑到债券发行的

人工及财务成本，在发行过程中引

入专业机构，加强与这些机构的合

作是一条可行的道路。首先，与专

业机构的合作可以为发行主体初

次进入绿色债券市场节省了大量

的试错成本；其次，在债券发行及

报告阶段，专业机构评估、认证、评

级等方面的意见，能够为发行主体

提供指导；再次，专业机构的各类

意见能够提升“一带一路”绿色债

券的发行及销售透明度，降低市场

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风险。当前参与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市场主体日

渐多元，绿色债券具有明显的地方

属性，因为语言、汇率等问题将外

国投资者拒之于门外。通过与专业

机构的合作，绿色债券的各类信息

均可以透明呈现给投资者，提升投

资者的认可度，由此可以获得更高

的认购率。

（四）强化公私主体合作，提升

投资绿色债券的周期

因各国经济低碳转型及应对

气候变化的需求，绿色项目投资需

要大量的资金。虽然在这方面，各

国政府、多边性开发机构提供了大

量的融资，但难以满足绿色项目建

设的实际需求。如果能够用较少的

公共财政资金来带动更多的私人

资本进入，同时强化公共主体的信

用担保力度，必然能够提升绿色债

券的信用度，有助于发行者获得更

多稳定的现金流。由此而言，为了

解决“一带一路”绿色债券发行周

期困境，建立公私合作的伙伴关系

有利于延长绿色债券的投资周期。

从市场运作规律看，以私人资本为

主要发行人，同时辅之以公共资本

作为担保，这类绿色债券在市场上

获得的认可度更高。此外，因绿色

债券的信用利差比普通债券要低，

为了提升其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公

共资本可以为投资者提供利息补

贴，即用有限的公共资金增加投资

人收益进而获得更为庞大的筹措

资金来源渠道。总体而言，公私合

作的经营方式不仅能够提升绿色

债券的信用度，使得长期资金筹措

成为可能，还能够有助于延长其发

行周期，更有助于绿色项目建设的

规划和可持续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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