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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冠病 19 大流行病使人们重新认识到生存威胁如何能削弱全球经济。因此，影响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社会经济和治

理的问题已经在政府、行业和企业的议程上占据了新的优先地位。 

 

这种新的关注与近年来不断增长的投资趋势和企业行为是一致的 - 企业已经开始超越短期回报 - 通常来自于孤立的利润

最大化的行为，并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因素，以实现长期持续增长。  

 

充分的财政支持对于支持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社会和治理的目标非常重要。金融部门是可持续增长的基石。为此，

全球范围内一直在推动融资产品的发展，这些产品包含了环境保护和基于绩效的可持续挂钩目标的要素，被称为"绿色贷

款"、"可持续挂钩贷款"、"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 

 

在东盟区域，绿色贷款、可持续挂钩贷款（"SLL"）、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SLB") (统称为"可持续金融") 正在

获得青睐，与一些中央银行正在采取措施促进可持续金融。1 市场参与者也看到了将可持续金融作为一种融资工具的优

势。对于借款人来说，改善环境、社会和治理前景向其利益相关者表明，该公司已经全面考虑了其风险因素，即不仅考

虑了金融风险，其他风险，如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也被纳入其商业风险分析中。这种渐进式的方法赢得了主流的认可，

并导致了企业利润的提高和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对于贷款人来说，基于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的关注而部署资本意味着借

款人因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而产生的长期持续增长目标可能有助于降低整个贷款人投资组合的风险。 

 

可持续金融的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在绿色部门或经济领域开展业务的公司，例如可再生能源，而且还适用于寻求

改善其环境、社会和治理状况的公司，这一点也许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可持续金融的特征之一是带来积极的环境、社会

和治理变化，无论是通过强制将收益用于环境事业，还是遵守某些可持续绩效目标（"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方式。在石

油和天然气领域，世界和本区域的一些主要石油公司已经承诺在未来实现零排放，例如，中国石化、英国石油公司、壳

 
1 例如，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推出的绿色金融行动计划，旨在 "支持可持续发展的新加坡，促进亚洲向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过渡"，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在

2014 年推出了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目前正处于路线图的第二阶段，重点是建立一个全面的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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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和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已经设定了 2050 年的目标，而可持续金融可以作为一个渠道，进一步帮助他们过渡到一个

更可持续的企业/行业。 

 

在可持续金融领域，还有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有趣的是，可持续挂钩债券的发行人的情况相当多样化。除了通

常的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房地产行业外，一些行业的公司也发行可持续挂钩债券，这些公司的产品受到更多

具有道德意识的消费者的青睐，他们根据公司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问题上的表现来计划自己的支出。这可以从瑞典

服装零售商 Hennes & Mauritz AB (H&M)发行的可持续挂钩债券中看出，2 如果没有达到关键的绩效指标，如使用回收

材料或温室气体排放，债券的应付利息就会增加。 

 

在东盟，虽然我们感觉到人们对可持续金融有很大的兴趣，但似乎对可持续金融的兴趣程度与实际的可持续金融交易数

量之间存在差距。我们推测，这可能是由于市场参与者对东盟区域的这些新兴产品和各自的法律框架缺乏了解和信心。

为了更好地了解东盟的可持续金融观景，本指南简要介绍了可持续金融及其在我们立杰亚洲网络设有办事处的国家的发

展阶段。3  

 

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 

 

在亚太区域，参与可持续金融的市场参与者使用的共同框架是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APLMA"）、贷款市场协会

（"LMA"）和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LSTA"）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4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5 

 

绿色贷款 

 

"绿色贷款"是指其收益必须用于绿色项目的贷款。绿色贷款原则对绿色项目的定义包括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项目、清

洁交通项目、可持续水和废水管理、气候变化适应目的和绿色建筑。 

 

根据绿色贷款原则框架，绿色贷款的特征基于以下四个部分： 

 

(a) 收益的使用：贷款收益的使用必须用于绿色项目（包括其他相关和支持性支出，如研究和开发）。 

 

(b) 项目评估和选择的过程：借款人的环境可持续目标以及借款人确定其项目如何符合绿色项目的过程必须向贷款人明

确告知及披露。 

 

(c) 收益的管理：绿色贷款的收益应由借款人存入专用账户或跟踪管理。 

 

(d) 报告：借款人必须随时提供关于绿色贷款收益使用情况的最新报告。6 

 

贷款文件将反映这些内容，作为借款人应承担的契诺。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根据绿色贷款原则框架提供的绿色贷款的

经验是，如果借款人不遵守这些"绿色"契诺，并不导致违约事件，而是将被"取消"绿色贷款属性，在这种情况下，贷款

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其贷款宣传为"绿色贷款"。 

 

 
2 H&M 的新闻稿 "H&M Group’s sustainability work attracts bond market attention" (H&M 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工作吸引了债券市场的关注)（2021 年 2

月 18 日）。 
3 立杰亚洲是一个由成员所组成的网络，在柬埔寨、印尼、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均有当地成员所。我们的亚洲网络

还包括我们在中国的区域办事处，以及专注于文莱、日本和南亚的区域办公室。本指南涵盖了我们在东盟的九个成员所的可持续金融倡议。 
4 APLMA、LMA和 LSTA，"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2021 年 2月）；APLMA、LMA和 LSTA，"Guidance on 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指南)（2021 年 2 月）。 
5 APLMA、LMA 和 LSTA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2020 年 5 月）；APLMA、LMA 和 LSTA，"Guidance 

on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指南)（2020 年 5 月）。 
6 APLMA、LMA 和 LSTA，"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2021 年 2 月）。 

https://hmgroup.com/news/hm-groups-sustainability-work-attracts-bond-market-attention/
https://www.lsta.org/content/green-loan-principles/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green-loan-principles-g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reen-loan-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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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挂钩贷款 

 

与绿色贷款不同，可持续挂钩贷款的收益不需要用于绿色项目。可持续挂钩贷款是一种包含激励借款人实现贷款人和借

款人共同商定的某些可持续绩效目标的贷款。可持续绩效目标应该是实质性、挑战性7的目标，在借款人的正常业务过

程中不容易实现。贷款条款应与可持续绩效目标保持一致，以激励借款人改善其可持续状况。8 

 

根据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框架，可持续挂钩贷款的特征基于以下五个核心部分：9  

 

(a) 关键绩效指标（"KPI"）的选择：可持续贷款的贷款条款应参考借款人的可持续绩效，而可持续绩效是由一个或多

个预定的可持续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的。因此，关键绩效指标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借款人应与贷款人沟通其可持

续战略和选择关键绩效指标的理由。关键绩效指标必须是与借款人的业务相关的、重要的和核心的指标。关键绩效

指标也应具有适当的意义、可衡量、可从外部核实，并能作为基准。10 

 

(b) 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校准：每个关键绩效指标的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校准是借款人准备承诺的目标水平的体现。重要的

是，可持续绩效目标必须是挑战性的，并代表着各项关键绩效指标的实质性改善。这些目标应基于最近的绩效水平

和基准方法的组合，其中包括 (i) 借款人自身在至少三年内的表现，(ii) 借款人的同行（即借款人的可持续绩效目标

与同行相比的相关定位）或当前的行业或部门标准，和/或(iii) 参考科学（即系统地参考基于科学的情景）或绝对水

平（如碳预算）或国家/区域/国际官方目标，或公认的最佳可用技术或其他代理，以确定各环境、社会和治理主题

的相关目标。关于目标设定的披露应明确实现目标的时间表（如相关）、所选择的经核实的基线或基于科学的参考

点、可能需要进行调整的情况、借款人打算如何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以及超出借款人直接控制的可能影响实现可持

续绩效目标的任何其他关键因素。 

 

(c) 贷款特征：这与达到可持续绩效目标时的经济结果有关。例如，当达到可持续绩效目标时，贷款的利差可能会减

少或财务限制可能会放宽。 

 

(d) 报告：报告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并应向贷款人提供足够的最新信息，使他们能够监测可持续绩效目标的绩效，并

确定这些目标仍然具有挑战性，且与借款人的业务相关。这些信息还应尽可能地提供可持续绩效目标的任何基本计

算方法和/或假设的细节。 

 

(e)  核查：建议将外部审查作为签约前的一项交付内容，此后每年进行一次。对借款人来说，获得独立的、外部的、针

对每个关键绩效指标的可持续绩效目标的借款人绩效水平的核查，应该是一项要求（而不仅仅是一项建议）。 

 

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中引用的可持续绩效目标的例子包括：提高建筑物和机器的能源效率等级、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借

款人节约用水、增加借款人开发的可负担住房单位的数量、增加使用经核实的可持续原材料/供应、改善可持续产品和优

质产品的采购/生产。 

  

绿色贷款原则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都强调需要向贷款人报告绿色贷款收益的使用情况或可持续挂钩贷款的可持续绩效

目标，可持续挂钩贷款还有一个额外的内容，即对照可持续绩效目标审查借款人的绩效。11 虽然目前还没有报告和/或审

查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标准方式或方法，但要求借款人提供其最新进展的信息，并由信誉良好的机构审查进展情况。  

 

 
7 APLMA、LMA 和 LSTA，"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2020 年 5 月）。 
8 同上。 
9 同上。 
10 APLMA、LMA和 LSTA，"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2021 年 5月）；APLMA、LMA和 LSTA，"Guidance 

on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指南)（2021 年 5 月）。 
11 同上。 

https://www.lsta.org/conten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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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挂钩贷款的特征 

 

对借款人有吸引力的可持续挂钩贷款的一个特征是，实现商定的可持续绩效目标可能会导致借款人的利差减少。新加坡

立杰律师事务所曾为可持续挂钩贷款提供咨询，其结构是将利差与各借款人年度可持续报告中披露的选定可持续绩效目

标挂钩。如果选定的可持续绩效目标以及其他条件得到满足，从信用贷款中提取的贷款的利差可以分层降低。 

 

可持续挂钩贷款可以采用的另一种结构是，如果借款人未能达到商定的可持续绩效目标，或者借款人的环境、社会和治

理指标表现比原来的水平差，则增加利差或对借款人施加更严格的契诺（例如更严格的财务契诺比率）。 

 

如果可持续挂钩贷款的结构要求增加利差，贷款人可以要求将增加的收益用于借款人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的努力，或用

于其其他环境、社会和治理目的，或要求借款人将某些款项存入担保账户，只有在达到可持续绩效目标时才能提取。 

 

每项交易的各方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商定借款人未能达到可持续绩效目标的相应后果，但应该注意的是，未能达到可持续

绩效目标很少被视为违约事件。还应注意的是，在贷款期间，可持续绩效目标有可能改变，以反映借款人的商业活动，

如收购或处置资产或进入新的行业或业务。 

 

可持续挂钩贷款的另一个特征是，借款人很可能被要求在整个贷款期间遵守有关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更复杂和详细的报告

和合规要求，这可能需要借款人聘请外部顾问来审查、核实或证明借款人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的进展。这就意味着借款

人的成本增加，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巨大的。然而，监管机构现在越来越多地采取积极措施，鼓励采用可持续金融，例

如，已经开始提供补贴或奖励，以抵消借款人聘请外部环境、社会和治理顾问或第二意见提供者的费用。 

 

绿色贷款还是可持续挂钩贷款？ 

 

在考虑使用哪种可持续金融方式时，市场参与者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a) 贷款的目的和借款人的意图：如果收益全部或部分用于绿色项目，则绿色贷款更合适，而可持续挂钩贷款可用于更

多的目的，不需要与绿色项目相关，如果贷款的目的是为借款人的整个环境、社会和治理战略提供资金，则通常建

议使用可持续挂钩贷款。 

 

(b) 借款实体是否有任何明确的可持续目标，以及将这些目标用于在可持续挂钩贷款中制定具挑战性但可实现的目标

是否合理：借款人必须确保可持续挂钩贷款中对可持续绩效目标的划分，无论是目标还是相关承诺，都是准确、明

确的，而不是笼统的。违反可持续绩效目标要求的后果应明确规定。此外，借款人如果不能在内部监测其可持续绩

效目标的遵守情况，就必须承担额外的费用，雇用外部人员来进行监测。 

 

(c) 报告标准的类型：虽然目前还没有标准化的报告框架，但监管机构和各种组织和机构都开始制定自己的标准。借款

人应牢记，监管环境的任何变化，特别是在可持续挂钩贷款的有效期内，可能会影响借款人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的

能力。因此，从实用性和确定性的角度出发，使用公认的全球或区域框架可能是明智的。 

 

(d) 贷款的银团化/出售的影响：贷款人应考虑到可持续绩效目标和可持续绩效目标相关契诺如何影响其银团贷款或出

售贷款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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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 

 

与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类似，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贷款也没有标准化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关于这些类型的债

券的市场指南往往可被归入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和可持续挂钩债券原则的框架内。12 

 

绿色债券  

 

绿色债券原则在许多方面与绿色贷款原则相似。其中一个相似之处是将收益部分或全部用于绿色项目。同样，绿色债券

的特征也必须与绿色债券原则的四个核心组成部分保持一致。这四个核心部分在性质上与绿色贷款原则相似，但包含针

对金融工具的调整条款：13  

 

(a) 收益的使用：根据绿色债券原则倡导的透明度要求，绿色项目14应在法律文件中得到适当的描述。建议发行人披露

用于融资和再融资的收益比例（如有）。 

 

(b) 项目评估和选择的过程：我们鼓励发行人坚持高透明度，向投资者明确说明其环境可持续目标、发行人确定绿色项

目的决策过程，以及与环境可持续发展有关的任何战略、政策或程序。还建议在项目评估的过程中辅以外部审查。 

 

(c) 收益的管理：应该有一个正式的内部程序来管理绿色债券的净收益，收益应该由发行人跟踪，或存入一个子账户，

或以鼓励透明的方式转移到一个子组合。被跟踪的净收益的余额也应定期调整，以配合对绿色项目的分配。 

 

(d) 报告：关于收益使用和分配的信息应经常更新并每年报告。这些信息应以通用术语呈现，并包括对项目及其预期影

响的简要描述。应使用定性和定量的绩效措施来确定预期影响，并披露任何计算方法。 

 

可持续挂钩债券 

 

可持续挂钩债券是一种基于绩效的前瞻性工具，发行人承诺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指定的可持续绩效目标。债券工具的财

务和/或结构特征可以根据发行人是否达到其可持续绩效目标而有所不同。可持续挂钩债券原则有五个核心部分：15  

 

(a) 关键绩效指标的选择：发行人的可持续绩效是用内部或外部的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的。因此，关键绩效指标需要对

发行人的核心可持续和商业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并解决行业的相关环境、社会和/或治理挑战。除其他事项外，关

键绩效指标应可在一致的方法基础上进行衡量，可从外部核实，并可作为基准。 

 

(b) 可持续绩效目标的校准：可持续绩效目标是根据关键绩效指标进行校准的，并应与发行人对其作出的承诺的挑战性

现实地保持一致。设定目标的基准方法可以包括衡量发行人自身的表现和长期跟踪记录，将发行人与同行的表现或

当前的行业部门进行比较，或参考基于科学的情景或官方国际目标。 

 

(c) 债券的特征：债券特征的变化应与原始债券财务特征相称，并具有意义。发行人还应准备好解释为何无法达到可持

续绩效目标，并考虑到可能对绩效或关键绩效指标的计算产生重大影响的潜在特殊事件，在债券文件中加入减轻影

响的条款。 

 

 
12 ICMA "Green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 («绿色债券原则：绿色债券发行自愿性流程指引»)（2018 年

6 月）；ICMA "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自愿性流程指引»)（2020 年 6月）。 
13 ICMA "Green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 («绿色债券原则：绿色债券发行自愿性流程指»引)。 
14 请参阅 ICMA  "Green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 («绿色债券原则：绿色债券发行自愿性流程指引»)，

了解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类别的非详尽清单。 
15 ICMA  "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自愿性流程指引»)。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June-2020/Sustainability-Linked-Bond-Principles-June-2020-1711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June-2020/Sustainability-Linked-Bond-Principles-June-2020-1711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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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报告：建议至少每年公布一次有关关键绩效指标的绩效信息、有关可持续绩效目标绩效的核查保证报告，以及允许

投资者监测可持续绩效目标的任何信息。 

 

(e) 核查：应至少每年一次寻求独立的外部核查，以评估每个关键绩效指标相对于每个可持续绩效目标的绩效水平，并

应公开审查结果。 

 

社会贷款原则 

 

社会贷款市场旨在促进和支持缓解社会问题和挑战的经济活动，和/或实现积极的社会成果。2021 年 4 月，亚太区贷款

市场公会、贷款市场协会和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发布了社会贷款原则（"SLP"）。制定社会贷款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促

进新兴社会贷款产品的发展和完整性。 

 

社会贷款原则以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管理的社会债券原则为基础和参照，以促进整个金融市场的一致性。 

 

社会贷款必须与社会贷款原则的以下核心内容保持一致： 

 

(a) 收益的使用：将社会贷款用于具有明显社会效益的社会项目。 

 

(b) 项目评估和选择的过程：社会目标和相关的资格标准应清楚地传达给贷款人。 

 

(c) 收益的管理：社会贷款的收益应由借款人存入专用账户，或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跟踪。 

 

(d) 报告：借款人应随时提供关于收益使用情况的最新信息，并且这种信息应每年更新。 

 

在适当情况下，建议进行外部审查。另外，鉴于贷款市场传统上是一个关系驱动的市场，因此贷款人可能对借款人及其

活动有广泛的工作了解，对于某些合格的借款人，自我证明可能就足够了。 

 

 

本出版物是截至 2021 年 5 月 31 日的最新版本。16 

 

 
16菲律宾章节除外，该章节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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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 

 
17 联合国网页 "Our Work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in 

Cambodia" (我们在柬埔寨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工作)。 
18  联合国新闻稿  "Pursuing Cambodia's Green and Sustainable 

Future" (追求柬埔寨的绿色和可持续的未来)（2019 年 3月 10日）。 
19 柬埔寨银行协会被柬埔寨王国政府认可为代表该国私营银行部门的

官方组织。其成员包括本地和外资银行和分支机构。它的作用是促

进柬埔寨金融系统的发展和保护其成员的合法利益。 

概况 

 

与本区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一样，柬埔寨近年来经历了

快速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

国际社会期望政府实现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

目标的挑战。 

 

柬埔寨已经接受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颁

布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17 在 2019 年, 柬埔

寨启动了一个为期两年的项目，旨在为解决三组环境挑

战提供创新解决方案。它们是 (i) 自然资源退化；(ii) 废

物量不断增加；以及(iii) 获得负担得起的清洁能源。18

该项目将支持柬埔寨以整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方式维持

其经济增长。 

 

资金和融资对于帮助柬埔寨及其企业采用和过渡到可持

续发展的实践至关重要，同时不影响其经济和财务业绩，

这对发展国家同样重要。 

 

框架 

 

柬埔寨可持续金融举措于 2016 年 9 月启动，以支持柬

埔寨银行协会（"ABC"）制定与社会和环境影响有关的

金融部门保障措施和风险管理标准。19 该举措得到了柬

埔寨国家银行（"NBC"）、环境部（作为主要政府合作

伙 伴 ） 和 其 他 提 供 技 术 援 助 的 国 际 合 作 伙 伴 

的支持。20 

 

2019 年 8 月，柬埔寨银行协会与环境部、柬埔寨国家

银行和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签署了可持续金融合

作谅解备忘录，以进一步加强和发展柬埔寨金融业的可

持续金融合作。这项举措的重点是向致力于保护环境、

自然资源和限制或防止导致柬埔寨气候变化的因素的实

体提供金融支持。 

 

柬埔寨银行协会已经向其成员银行发布了一份实施指引，

称 为 " 柬 埔 寨 可 持 续 金 融 原 则 , 实 施 指 引 " 

（"实施指引"），该指引最近一次修订是在 2019 年 2

月。21  

 

20  东盟银行家协会文章： "The Cambodian Sustainable Finance 

Initiative" (柬埔寨可持续金融倡议)（2016 年 9 月）。 
21 绿色金融平台，柬埔寨银行协会发布的"Cambodian Sustainable 

Finance Principles Implementation guidelines" (柬埔寨可持续金融原

则实施指南)（修订版，2019 年 2 月 1 日）。 

柬
埔
寨

 

https://cambodia.un.org/en/sdgs
https://cambodia.un.org/en/sdgs
https://www.kh.undp.org/content/cambodia/en/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9/pursuing-cambodia-green-and-sustainable-future.html#:~:text=To%20ensure%20sustainability%20of%20Cambodia's,40%25%20of%20the%20total%20land.&text=The%20Royal%20Government%20has%20committed,with%20grid%20electrification%20by%202030.
https://www.kh.undp.org/content/cambodia/en/home/presscenter/pressreleases/2019/pursuing-cambodia-green-and-sustainable-future.html#:~:text=To%20ensure%20sustainability%20of%20Cambodia's,40%25%20of%20the%20total%20land.&text=The%20Royal%20Government%20has%20committed,with%20grid%20electrification%20by%202030.
http://www.aseanbankers.org/ABAWeb/index.php/regional-updates/cambodia/67-sustainable-finance-cambodia#:~:text=The%20Cambodian%20Sustainable%20Finance%20Initiative%20(CSFI)%20of%20the%20Association%20of,Society%20(WCS)%20and%20Mekong%20Strategic
http://www.aseanbankers.org/ABAWeb/index.php/regional-updates/cambodia/67-sustainable-finance-cambodia#:~:text=The%20Cambodian%20Sustainable%20Finance%20Initiative%20(CSFI)%20of%20the%20Association%20of,Society%20(WCS)%20and%20Mekong%20Strategic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8ce9ddc0-2422-4e69-aa8b-e4f3c8cc3eec/Cambodia+SF+Principles+-+Implementation+Guidelines.pdf?MOD=AJPERES&CVID=mGdMKuz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8ce9ddc0-2422-4e69-aa8b-e4f3c8cc3eec/Cambodia+SF+Principles+-+Implementation+Guidelines.pdf?MOD=AJPERES&CVID=mGdMK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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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指引的目的是由柬埔寨银行和小额信贷机构

（"MFIs"）作为依据，按照其中规定的柬埔寨可持续金

融原则制定自己的可持续金融方法。 

 

根据实施指引，"可持续金融"被定义为"提供金融产品和

服务，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纳入商业或投资决策，

旨在实现不仅在经济上可行，而且对环境负责并具有社

会意义的长期经济发展"。 

 

根据柬埔寨银行协会的报告，到目前为止，柬埔寨的

47 家成员银行和金融机构已经在其业务运营中采用了

实施指引。据悉，实施指引中规定的一般原则的采用和

实际执行方法目前由成员银行根据其内部产品和服务特

征自行调整。 

 

在政府政策层面，"可持续金融"的概念与政府的发展战

略框架（即国家四角战略及其主要支持计划柬埔寨国家

战略发展计划）相一致，并被视为是其关键部分。 

 

市场上对实施指引的实际执行仍处于早期阶段。虽然柬

埔寨还没有任何关于可持续金融的正式法规，但国家银

行作为柬埔寨银行业和金融业的主要监管机构，与环境

部一起对可持续金融实践表示持续支持和认可。 

 

 

柬
埔
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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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22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根据联合国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2016 年 11 月生效。 

概况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经济体，正在大力促进和建立其金

融业的可持续金融。作为巴黎协定22的缔约国之一，印

尼已承诺到 2030 年实现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29%。如果

有国际支持，这一比例可能会提高到 41%。 

 

早在 2005 年，也就是在 2016 年批准巴黎协定之前，

印尼政府已经在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2005-2025）

（"NMLT 计划"）中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框架。 

 

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详细说明了可持续发展的四个方面，

即社会、经济、环境和制度。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的优

先事项之一是向低碳和气候适应性强的发展道路转变。

为了证明其承诺，政府发布了（i）2011年第 61号关于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行动计划的总统条例；以及

（ii）2011 年第 71 号关于实施国家温室气体清单的总

统条例。后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温室气体（"GHG"）清

单管理指引，并建立一个系统，定期提供有关温室气体

排放变化和吸收的水平、状况和趋势的信息。政府还制

定了另一项国家战略计划，即国家气候变化适应行动计

划（"RAN-API"），该计划确定了优先的气候变化适应

方案，并提供了一个政策机制，以确保以可持续的方式

实现气候变化适应目标。 

 

为了促进可持续金融，印尼金融服务管理局（或称为

"OJK"）在 2014 年推出了可持续金融路线图（2015-

2019）（"路线图"）。路线图为属于金融服务管理局管

辖的金融服务业制定了可持续金融计划的中期工作计划

和目标。 

 

路线图涵盖的机构包括银行、资本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服

务部门的机构。根据该路线图，国家鼓励各机构开展可

持续项目，通过可持续金融项目平衡经济和环境的可持

续利益。国内和全球的金融业都对这一可持续举措做出

了良好的回应。路线图也取得了一些里程碑式的成果，

如可持续金融原则的启动和许多可持续商业标准的制定。

最重要的是，路线图成为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一系列可

持续金融政策的基础，以支持清洁发展的投资机会。 

 

金融服务管理局还发布了可持续金融路线图第二阶段

（2020-2024）。路线图第二阶段的重点是建立一个全

面的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整合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方面。它还促进各个层面的利益相关者的合

作。 

印
度
尼
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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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随着国家中长期发展计划为印尼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

础，以及印尼证券交易所建立了绿色指数，最近由金融

服务管理局根据路线图实施的监管框架旨在促进可持续

金融。通过金融服务管理局，政府希望向金融服务机构

和资本市场部门提供持续的支持，以促进对可持续发展

的支持。下面将简要讨论这些举措。 

 

(a) 环境、社会和治理指数 

 

2009 年，印尼证券交易所与 KEHATI 基金会一起推出

了一个绿色指数，称为可持续负责任投资 - KEHATI 股

票指数（"SRI-KEHATI 指数"）。纳入该指数的公司是

参照可持续负责任投资（SRI）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

原则来选择的。23 SRI-KEHATI 指数是印尼股票资本市

场唯一强调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的参考。目前，SRI-

KEHATI 指数由在印尼证券交易所上市的 25 家上市公

司的股票组成。为了加强其承诺，在 2020年 12月，印

尼证券交易所推出了新的 IDX ESG 领袖指数。该指数

列出了 30 家具有有利的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没有

重大的环境、社会和治理争议、股票价格表现一流、财

务业绩强劲、交易流动性高的公司。 

 

(b) 可持续金融路线图 

 

(i) 金融服务机构、发行人和上市公司的行动计划 

 

在 2014 年公布可持续金融路线图（2015-2019 年）之

后，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了关于金融服务机构、发行人

和上市公司应用可持续金融的第 51/POJK.03/2017 号

条例（"POJK 51 条例"）。根据 POJK 51 条例，金融

服务机构、发行人和上市公司必须制定可持续金融行动

计划，并实施该行动计划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 

 

POJK 51条例涵盖了可持续金融原则、可持续金融行动

计划实施的关键组成部分，以及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实施

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时间表。POJK 51条例还要求金

融服务机构、发行人和上市公司，根据不同的部门和资

质，有不同的实施期限，准备并向金融服务管理局提交

一份可持续报告。可持续报告应包含有关实体在开展可

持续业务时的经济、财务、社会和环境表现的信息。在

提交给金融服务管理局之后，可持续报告将被公开。 

 

根据金融服务管理局设定的实施期限，商业银行是实施

可持续金融行动计划的第一优先目标。我们期望商业银

 
23 Kehati 网站：https://www.kehati.or.id/en/index-sri-kehati-2。 

行作为高度监管的部门之一，能够提高其目前的基准，

并采用与可持续金融有关的全球标准和举措。在这方面，

可能仍然需要更全面的法规，以促进和优化金融服务业

在将可持续生态系统纳入其实践中的作用。 

 

(ii) 绿色债券的发行标准 

 

2017 年 12 月，金融服务管理局发布了关于绿色债券发

行和条款的第 60/POJK.04/2017 号 OJK 条例（"POJK 

60 条例"），为印尼的绿色债券发行制定了标准。根据

POJK 60 条例发行的绿色债券必须满足四个特征。 

 

首先，绿色债券发行的收益中至少有 70%必须用于绿

色项目。POJK 60 条例列出了 11 个符合条件的绿色项

目，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污染预防和控制、可

持续水和废水管理，以及符合国家、区域或国际标准的

无害环境建筑的建设。 

 

其次，绿色债券的发行人必须获得环境专家的意见或评

估，说明发行绿色债券的商业活动和/或其他活动对环

境有益。关于这一点，绿色债券的招募说明书必须至少

披露：(i) 描述将由发行绿色债券所得资金资助的商业

活动类型以及发行人希望实现的环境可持续发展目标；

(ii) 用于识别和管理可能出现的、与商业活动相关的社

会和环境风险的过程和方法；(iii) 环境专家有能力提供

意见或评估的证据。 

 

第三，发行人必须将绿色债券的收益放在一个单独的账

户中管理，或在财务报表中具体标明。发行人还必须提

交关于收益使用的报告。 

 

第四，发行人必须每年向金融服务管理局提交环境审查

报告的结果，并披露其活动的任何重大变化。如果报告

指出该活动和/或相关项目不再符合绿色项目的要求，

发行人必须准备一个补救计划，该计划必须在一年内执

行。如果补救计划仍然不符合POJK60条例规定的资格

标准，债券持有人可以要求发行人回购债券或增加票息。 

 

趋势和我们的参与 

 

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看到绿色债券的发行在全球和印

尼国内都有了巨大的增长。印尼政府通过财政部在绿色

债券市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2018 年 2 月，印尼创造

了历史，成为第一个发行主权绿色伊斯兰债券（sukuk）

的国家，金额为 12.5 亿美元。该次发行以财政部制定

的绿色债券和绿色伊斯兰债券框架为指导，并由绿色债

印
度
尼
西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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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框架的独立审查机构国际气候研究中心

（"CICERO"）审查。国际气候研究中心授予该债券中

等程度的绿色评级。绿色伊斯兰债券的收益将专门用于

选定的合格绿色项目，包括可持续交通、废物发电和废

物管理以及可持续农业。世界上第一个主权债券的发行

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投资者（32%伊斯兰市场、25%亚洲、

15%欧盟、18%美国和 10%印尼）。24在这一成功之后，

2019 年 2 月又发行了第二个绿色主权债券，总金额为

20 亿美元。根据财政部发布的 2020 年绿色债券报告，

绿色债券的净收益已分配给五个不同部门的十五个绿色

项目。 

 

Assegaf Hamzah &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为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绿色债券发行担任财政部的顾问。 

 

同样在 2018 年，财政部下属的国有企业 PT Sarana 

Multi Infrastruktur (Persero) ("PT SMI")作为一家基础设

施融资公司，在 POJK 60 条例下发行了印尼第一支企

业绿色债券，从而启动了国内绿色债券市场。总规模为

3 万亿印尼盾，首次发行为 5000 亿印尼盾。所得资金

将用于 PT SMI 的绿色项目，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能

源效率、可持续污染管理和预防、可持续自然资源和土

地使用管理、清洁交通以及可持续水和污水管理。第一

次发行绿色债券的所有收益已被分配用于两个小型水电

项目和轻型快速交通项目。该绿色债券的发行基于 PT 

SMI 的绿色债券框架，该框架是在世界银行的协助下制

定的，并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2017 年绿色债

券原则以及东盟绿色债券标准保持一致。 

 

近年来，我们也看到印尼企业发行全球绿色债券，为其

在印尼的绿色项目发展提供资金。Assegaf Hamzah & 

Partners 律师事务所在以下发行人的重大绿色债券发行

中担任印尼法律顾问，这些债券有助于绿色融资的增长： 

 

• 通过 TLFF I Pte Ltd.发行了一笔金额为 9500 万美

元的全球绿色债券，用于在占碑省、苏门答腊省

和东加里曼丹省发展天然橡胶种植园。这是印尼

的第一笔可持续绿色债券。 

 

• 印尼最大的地热运营商星能源集团也在 2018 年和

2020 年通过发行全球绿色债券筹集了 5.8 亿美元

和 11.1 亿美元。2020 年发行的债券是印尼私营部

门的第一支投资级绿色项目债券。星能源集团在

2020年发行的绿色债券获得 2020年亚洲金融成就

 
24 印尼财政部，"Indonesia’s Green Bond & Green Sukuk Initiative"  

(印尼绿色债券和绿色伊斯兰债券倡议)（2018 年）。 

奖"年度大趋势交易-ESG 奖"和"年度东南亚最佳交

易奖"。 

 

• PT Japfa Comfeed Indonesia Tbk 在新加坡立杰律

师事务所的立杰亚洲新加坡法律团队的协助下，

发行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 3.5 亿美元可持续挂钩

债券。PT Japfa Comfeed Indonesia Tbk 是印尼最

大的农业食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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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dp.org/content/dam/LECB/docs/pubs-reports/undp-ndcsp-green-sukuk-sha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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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 

 
25 世界银行报告第 108168 号 "Laos – First Programmatic Green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Operation Project" (老挝-第一个方案性

绿色增长发展政策操作项目)（2017 年 5 月 3 日）第 1 页。 
26 同上，[1]。 
27 同上。 
28  联合国报告，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老挝关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执行情

况的自愿国家审查)（2018 年 7 月）第 vi 页。 

概况 

 

促进经济增长和保护气候的双重目标一直指导着该国的

决策。尽管从 2000 年到 2017 年，老挝实现了 8%的年

平均增长率，但据估计，从长远来看，这将是不可持续

的，因为环境将受到损害，其自然资源将被耗尽。25  

 

例如，由于老挝的森林覆盖率已经从 1940 年的 70%下

降到 2010 年的 40%左右，26 气候变化在老挝成为一个

越来越令人担忧的问题。 一些估计表明，环境威胁将

加剧自然灾害和相关原因造成的损失，以至于会阻碍经

济增长。27 因此，该国政府有更大的推动力来实施绿色

和可持续增长。 

 

为此，老挝对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颁布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作出了坚定的承诺。2017

年 9 月 20 日，老挝总统发布了一项关于任命总理主持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国家指导委员会的法令。28  

 

在这方面，2016 年上半年，老挝通过了第八个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NSEDP"）（2016-2020年），

其中列出了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奠定基础的 

下列举措。29  

 

(a) 立法 

 

由于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的实施，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保护

得到了改善，其中包括：30  

 

• 土地法； 

• 森林法； 

• 水和水资源法； 

• 环境保护法； 

• 社会环境影响评估法令改进；及 

• 补偿和人口迁移法令 

 

2019 年，土地法和森林法进行了修订，以防止对天然

林区进行商业开发。退化的地区将被允许转换为可持续

的、能够创造生计机会的种植园。31 由于法律和法规的

存在，在追求经济目标的过程中，对老挝的自然资源的

29 联合国出版物，"8th National Socio-Economic Plan (2016-2020)"  

(第八个国家社会经济计划（2016-2020 年）)（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3 日在万象举行的第八届国民议会成立大会上正式批准）。 
30 NSEDP（2016-2020）[3.4.3]。 
31联合国出版物，"Lao PDR-United Nations Partnership Framework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7-2021): 2019 Progress Report"  

(老挝-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伙伴关系框架（2017-2021年）：2019年进

度报告)（2020 年）第 8 页。 

老
挝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https://laopdr.un.org/en/13108-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laopdr.un.org/en/13108-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laopdr.un.org/en/13108-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2030-agenda-sustainable-development
https://laopdr.un.org/en/13284-8th-national-socio-economic-development-plan-2016-2020
https://laopdr.un.org/en/124332-lao-pdr-united-nations-partnership-framework-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7-2021-2019-progress
https://laopdr.un.org/en/124332-lao-pdr-united-nations-partnership-framework-sustainable-development-2017-2021-2019-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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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有适当的限制和平衡。在这些自然资源使用的管理、

保护、开发、利用和报告要求等方面也有规范性的措施。 

 

(b) 对可再生能源的承诺 

 

由于老挝目前是一个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依赖采掘业的

经济体，因此有计划以可持续的速度管理采矿业的生产

（这对老挝的出口贡献很大）。32  

 

同时，也越来越重视水电开发、火力发电、太阳能和工

业厂房能源，将能源部门变成可持续的创收部门。33  

 

(c) 可持续农业实践 

 

老挝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通过促进清洁和有机农业来

实现可持续农业目标。 

 

老挝制定了一项计划，通过对水稻种植、经济作物种植、

大型畜牧业、家禽和水生动物的土地使用区域以及植树

造林的目标区域进行分类和划定，将土地适当分配给农

业用途。34  

 

 此外，老挝还计划发展基本的基础设施，如改善现有

的灌溉系统和制定更多的灌溉目标区域。35  

 

(d) 政策制定 

 

老 挝 已 经 成 立 了 绿 色 增 长 国 家 指 导 委 员 会

（"GGNSC"），以指导绿色规划，处理实施过程中的

初期问题，并监督监测和报告标准。36  

 

绿色增长国家指导委员会还负责确保后续的国家社会经

济发展计划和长期计划以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计划中的经验为指导。37  

 

2018 年 12 月，制定了 2030 年国家绿色增长战略，目

的是加强"经济扩张、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平衡，

确保保持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和持久增长"。38  

 
32 NSEDP（2016-2020）[6.4.1.1]。 
33 NSEDP（2016-2020）[6.4.1.1]。 
34 NSEDP（2016-2020）第 128 页。 
35 NSEDP（2016-2020）第 128 页。 
36 前注 28。 
37 前注 28。 
38 "National Green Growth Strategy of the Lao PDR till 2030" (老挝

至 2030 年的国家绿色增长战略)（2018 年 12 月）由老挝国家绿色增

长战略制定秘书处发布。 

框架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老挝还没有任何立法规定绿色贷

款或与持续性挂钩贷款的要求。 

 

然而，老挝政府注重从多边机构获得资金，以发展一个

可持续绿色融资生态系统。 

老挝参加了由世界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IDA"）支持

的三项单期计划性发展政策融资（"DPF"，以及 DPF系

列，（"DPF 系列"）），其中两个已经公布。 

 

(a) 第一项 DPF 

 

第一项 DPF 被命名为"第一个方案性绿色增长发展政策

行动"，其目标是帮助老挝"实现财政稳定并向绿色增长

迈进"。39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开发协会向老挝提

供了高达 3860 万美元的信贷。该发展基金支持国家社

会经济发展计划中确定的举措。第一项发展政策融资有

三个支柱。 40 

 

第一个支柱是支持旨在解决关键宏观经济风险的经济政

策。 

 

第二个支柱是巩固整个国家战略的绿色增长原则，包括

金融部门。对于这一支柱，主要的绩效指标包括 (i) 管

理环境评估；(ii) 在采矿、能源和运输部门的投资项目

中提供完整的披露；(iii) 通过技术审计核实气候复原力

项目。 

 

第三个支柱是实施有针对性的行动，以减少水电、伐木

和农业的环境影响，并确保这些部门产生的增长可以长

期持续。这些行动包括: (i) 改善河流流域；(ii) 增加生产

林区的公顷数；(iii) 建设更多的国家公园。 

 

(b) 第二项 DPF 

 

第二项 DPF 被命名为"第二个方案性绿色增长发展政策

行动"，其目标是"实现财政可持续发展和金融部门稳定，

采用绿色增长规划和监测，并在优先部门引入绿色增长

39 世界银行文件，第 108168-LA 号报告，"Program Document for a 

Proposed Credit in the Amount of SDR28.5 Million to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for the First Programmatic Green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Operation" (向老挝提供金额为 2850 万

特别提款权的拟议信贷的计划文件，用于第一个方案性绿色增长发

展政策行动)（2017 年 5 月 3 日）。 
40 同上，第 v 页和第 vi 页。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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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822521496455489803/laos-first-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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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和原则"。41 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开发协会向老

挝提供了高达 4000 万美元的信贷。 

 

第二项 DPF 的重点是加强基础设施对气候风险的抵御

能力，管理污染和改善对水资源、森林和其他保护区的

保护。42 该项发展政策融资也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和 2030 年国家绿色增长战略中阐述的绿色增长愿景相

一致。 

 

奖励和计划 

 

在老挝，可持续金融市场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然而，

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潜力。 

 

(a) 债券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老挝政府尚未出台具体政策或措

施来支持可持续挂钩债券和绿色债券。 

 

然而，老挝有一个债券市场，目前有 15 个由政府发行

的上市债券。截至 2019年 10月，未偿付的债券金额约

为 10,512 亿老挝基普（约 1.188 亿美元）。43  

老挝还利用了泰国等邻国的资本市场，因为它们有更发

达的债券市场，可以支持国内的绿色发行。 

 

例如，老挝政府已经在泰国市场发行了债券，为发电项

目 筹 集 资 金 。 44  此 外 ， EDL-Generation Public 

Company 是一家获得 BBB TRIS 评级的国有公司，拥

有领先的发电业务，自 2014 年以来在泰国发行了几期

债券，最近一次是在 2018 年。45 

 

(b) 贷款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老挝政府尚未出台具体政策或措

施来支持可持续挂钩贷款和绿色贷款。 

 

 
41 世界银行新闻稿 "Lao Programmatic Green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Operation" (老挝方案性绿色增长发展政策行动)（2019 年 5 月

28 日）；世界银行文件，第 136312-LA 号报告， "Program 

Document for a Proposed Credit in the Amount of SDR28.9 Million 
to the Lao People's Democratic Republic for the Second 

Programmatic Green Growth Development Policy Operation" (向老

挝第二次方案性绿色增长发展政策行动提供金额为 2890 万特别提款

权的拟议信贷的方案文件)（2019 年 4 月 30 日）。 
42  世界银行新闻稿 "Lao PDR's Green Growth Reforms Get $40 

million Boost with Credit from World Bank" (老挝绿色增长改革在世

界银行的信贷下获得 4000 万美元的推动)（2019 年 5 月 28 日）。 
43 联合国全球契约网络新加坡报告，"Closing the SDG Financing 

Gap in ASEAN: A Sustainable Finance Guide for Corporates" (缩小

东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差距：企业的可持续融资指南)（2020

年）。 

然而，老挝已经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

（"IFC"）和老挝银行合作，召开研讨会，介绍绿色信

贷政策的概念。在其中一次会议上，国际金融公司分享

了其他新兴市场如何对待可持续融资。从这些经验中吸

取经验教训将有助于促进老挝的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并

逐步将绿色信贷政策和指引纳入银行系统。46  

 

未来举措 

 

第九个 NSEDP（2021-2025） 

 

由于冠病 19 大流行病对老挝的影响以及在该地区产生

的涟漪，第 9 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21-2025）

的重点是确保老挝在大流行病中比以前更加强大。 

 

2020 年 12 月，老挝计划和投资部与联合国共同组织了

一次高级别磋商，以便发展伙伴与老挝政府就第九个国

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21-2025）的政策重点进行磋

商。47第九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2021-2025）的

更多细节和正式版本将在适当的时候定稿并公布。 

 

 

 

44  国际金融评论文章： "Laos markets US$350m 5yr to tackle 

refinancing needs" (老挝销售 3.5 亿美元五年期债券以解决再融资需

求)（2021 年 1 月 26 日）。 
45 泰国民族报文章 "Lao power operator to issue Thai bonds" (老挝电

力运营商将发行泰国债券)（2018 年 5 月 29 日）。 
46 国际金融公司新闻稿 "IFC and Bank of Lao PDR Join to Discuss 

the Benefits of Green Credit Policy" (国际金融公司和老挝银行共同

讨论绿色信贷政策的好处)（2018 年 6 月 5 日）。 
47 联合国新闻稿 "Lao PDR's Development Policy Priorities for the 

Next 5 Years: High-Level Consultation on the 9th NSEDP under the 

Roundtable Process" (老挝未来五年的发展政策优先事项：圆桌会议

进程下关于第九次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计划的高级别磋商)（2020年 12

月 11 日）。 

老
挝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loans-credits/2019/05/28/lao-pdr-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loans-credits/2019/05/28/lao-pdr-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ar/387201559354572095/pdf/Lao-People-s-Democratic-Republic-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gram-Document.pdf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ar/387201559354572095/pdf/Lao-People-s-Democratic-Republic-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gram-Document.pdf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ar/387201559354572095/pdf/Lao-People-s-Democratic-Republic-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gram-Document.pdf
http://documents1.worldbank.org/curated/ar/387201559354572095/pdf/Lao-People-s-Democratic-Republic-Second-Programmatic-Green-Growth-Development-Policy-Operation-Program-Document.pdf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9/05/28/lao-pdrs-green-growth-reforms-get-40-million-boost-with-credit-from-world-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9/05/28/lao-pdrs-green-growth-reforms-get-40-million-boost-with-credit-from-world-bank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Closing-The-SDG-Financing-Gap-in-ASEAN-A-Sustainable-Finance-Guide-for-Corporates-2011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Closing-The-SDG-Financing-Gap-in-ASEAN-A-Sustainable-Finance-Guide-for-Corporates-201120.pdf
https://www.ifre.com/story/2708138/laos-markets-us350m-5yr-to-tackle-refinancing-needs-jsrjg07xhy
https://www.ifre.com/story/2708138/laos-markets-us350m-5yr-to-tackle-refinancing-needs-jsrjg07xhy
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business/30346524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industry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hydro+advisory/news/press+releases/ifc+and+bank+of+lao+pdr+join+to+discuss+the+benefits+of+green+credit+policy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industry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hydro+advisory/news/press+releases/ifc+and+bank+of+lao+pdr+join+to+discuss+the+benefits+of+green+credit+policy
https://laopdr.un.org/en/105110-lao-pdrs-development-policy-priorities-next-5-years-high-level-consultation-9th-nsedp-under
https://laopdr.un.org/en/105110-lao-pdrs-development-policy-priorities-next-5-years-high-level-consultation-9th-nsedp-under
https://laopdr.un.org/en/105110-lao-pdrs-development-policy-priorities-next-5-years-high-level-consultation-9th-nsedp-under


 

 

 

 

 

 

 

 
© Rajah & Tann Asia                 17 

马来西亚 

 
48 "Governor’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Launch of the World Bank 

Sustainable and Inclusive Finance Forum" (行长在世界银行可持续

和包容性金融论坛启动仪式上的主旨演讲) - 拿督 Nor Shamsiah 

Mohd Yunus 2020 年 10 月 6 日的演讲。 
49 巴黎协定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2016年 11月生效的一

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 
5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国家自主贡献登记处：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概况 

 

马来西亚监管机构已经认识到，金融部门必须更认真

地考虑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问题，以应对气候

变化，因为气候相关风险的发生可能会对金融中介活

动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扩大其对经济的破坏性影响。48  

 

考虑到这一点，监管机构和政府机构，如马来西亚国

家银行（"BNM"）、马来西亚证券委员会（"SC"）、

马来西亚交易所和马来西亚绿色技术公司（"MGTC"）

都参加了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和工作队，

以解决这些问题。在国家层面，国家银行、证券委员

会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了气候变化联合委员会，通

过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的合作，共同解决气候变化问

题。马来西亚已经是巴黎协定的签署国，49 并打算在

2030年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年的排放量减少

45%。50除此之外，马来西亚还是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

露工作组（"TCFD"）的支持者，也是东盟资本市场论

坛可持续金融工作组的成员，该工作组制定了东盟绿

色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债券的标准。51 

 

除了监管环境外，马来西亚的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也

受到本地和海外投资者的推动。在本地投资者方面，

最引人注目的是马来西亚养老基金-雇员公积金（"EPF"）

已经宣布，它将对其经纪人小组施加义务，将雇员公

积金因素纳入其研究过程，52 从而强调了可持续金融

中环境、社会和治理问题的重要性。马来西亚也意识

到，如果它希望吸引来自环境、社会和治理意识较高

的发达市场的外国投资者，它需要优先考虑环境、社

会和治理标准，并在当地商业领域巩固这一实践。 53 

特别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在

2020年 9月宣布，它的目标是在 2060 年前将其净碳排

放量减少到零。不难预见，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

的承诺可能会影响到构成其供应链一部分的马来西亚

公司和金融机构，54 从而迎来一个具有较高环境、社

会和治理知名度的经济体，从而增加对可持续金融的

需求。 

 

马来西亚的零售投资者似乎也有了"觉醒"。2020年 3月，

马来西亚的银行因继续为燃煤电厂提供资金而受到抨

Malaysia" (马来西亚政府有意做出国家自主贡献) (2016 年 11 月 16

日)。 
51 东盟资本市场论坛（ACMF）网页 "Development of a sustainable 

asset class in ASEAN" (某种可持续的资产类别在东盟的发展)。 
52 The Edge Markets："Cover Story: ESG becoming mainstream"      

(环境、社会和治理成为主流)（2020 年 12 月 17 日）。 
53 同上。 
5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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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nm.gov.my/-/governor-s-keynote-address-at-the-launch-of-the-world-bank-sustainable-and-inclusive-finance-forum
https://www.bnm.gov.my/-/governor-s-keynote-address-at-the-launch-of-the-world-bank-sustainable-and-inclusive-finance-forum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Malaysia%20First/INDC%20Malaysia%20Final%2027%20November%202015%20Revised%20Final%20UNFCCC.pdf
https://www4.unfccc.int/sites/ndcstaging/PublishedDocuments/Malaysia%20First/INDC%20Malaysia%20Final%2027%20November%202015%20Revised%20Final%20UNFCCC.pdf
https://www.theacmf.org/initiatives/sustainable-finance/development-of-a-sustainable-asset-class-in-asean
https://www.theacmf.org/initiatives/sustainable-finance/development-of-a-sustainable-asset-class-in-asean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cover-story-esg-becoming-main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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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55 因为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贷款人宣布他们将停

止向这种"肮脏"行业提供贷款。马来西亚的银行现在正

在考虑采取"分阶段"的方式，停止向此类行业提供贷款，

并在决策中纳入环境、社会和治理的考虑。56 

 

框架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监管机构没有对绿色贷款或可持

续挂钩贷款（"SLLs"）提出强制性要求。然而，马来

西亚的银行已经开始在各自的集团内引入环境、社会和

治理框架，并在内部实施自己的可持续政策。一些银行

还成立了可持续委员会，根据他们的新框架来评估企业

借款人是否有资格获得贷款。这些都是马来西亚的银行

为发展可持续金融生态系统和促进企业借款人采用可持

续商业战略和实践所做的一些努力。 

 

(a)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 

 

虽然监管机构没有制定很多关于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

钩贷款的框架，但证券委员会利用马来西亚作为该地

区领先的伊斯兰债券（Sukuk）中心的地位，在 2014

年发布了可持续负责任投资（"SRI"）伊斯兰债券框架

（"SRI Sukuk 框架"），作为促进投资者和发行人的可

持续负责任投资的一个步骤，据此，可持续负责任投

资伊斯兰债券的发行收益将被用于与合格可持续负责

任投资项目有关的交易。57 这一框架的引入旨在填补

马来西亚绿色融资的空白。 

 

合格可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分为绿色项目、社会项目、

同时具有绿色和社会特征的项目以及宗教基金项目。绿

色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污染预防和控制、清洁交通、

可持续水和废水管理、适应气候变化和绿色建筑。社会

项目包括负担得起的基本基础设施、获得基本服务和食

品安全。这些项目必须实现以下至少一个目标：(i) 保

全和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ii) 节约使用能源；(iii) 促进

使用可再生能源；(iv)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v) 解决或缓

解特殊社会问题；或(vi) 提高社会生活质量。58   

 

 
55 The Edge Markets "Malaysian banks’ lending to coal sector under 

scrutiny" (马来西亚银行对煤炭行业的贷款受到审查)（2020 年 3 月

14 日）。 
56 同上。 
57 证券委员会网页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Investment Sukuk 

Framework An Overview" (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投资 Sukuk 框架概述)。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包括四个部分，即： 

 

(a) 募集资金的使用：发行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

债券所筹集的收益只能用于与合格可持续负责任

投资项目有关的任何活动或交易； 

 

(b) 项目评估和选择的过程：任何可持续负责任投资

伊斯兰债券的发行人必须建立评估和选择合格可

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的程序，以便利用可持续负

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的收益； 

 

(c) 收益的管理：拟用于可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的发

行收益必须存入指定账户或以适当方式进行跟踪。

这是为了确保透明度，增强公众对其投资用于合

格可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的信心；及 

 

(d) 报告：发行人应每年报告分配给可持续负责任投

资项目的金额、已使用和未使用的金额以及对可

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的简要描述。此外，发行人

需要制定和建立政策和程序，以遵守可持续负责

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这些政策和程序必须在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的整个有效期内在

发行人的网站上公开。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的基本原则与国际资

本市场协会（"ICMA"）发布的绿色债券原则相一致。59

发行人可以根据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将伊

斯兰债券收益用于购买符合伊斯兰法（Shariah）的应

收款项、收购项目、对现有借款进行再融资，以及用于

研究和开发。这些活动必须与合格可持续负责任投资项

目有关。 

 

可以指定独立的外部审查机构来评估发行人所选择的可

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以及发行人对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

斯兰债券框架的遵守情况。在完成评估后，外部审查机

构可以提供一份合规报告。发行人也可以让第三方对其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的社会或绿色项目进行评

级，以展示其在信用评级之外的社会或环境表现评级。

这些评级反映了其对社会的社会或环境影响。 

 

 

 

58 同上。 
59 ICMA "Green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Green Bonds" («绿色债券原则：绿色债券发行自愿性流程指

引»)（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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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malaysian-banks-lending-coal-sector-under-scrutiny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malaysian-banks-lending-coal-sector-under-scrutiny
https://www.sc.com.my/api/documentms/download.ashx?id=84491531-2b7e-4362-bafb-83bb33b07416
https://www.sc.com.my/api/documentms/download.ashx?id=84491531-2b7e-4362-bafb-83bb33b07416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Green-Bonds-Principles-June-2018-2705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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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东盟债券 

 

随着东盟资本市场论坛（"ACMF"）推出各种债券标准，

可持续融资在马来西亚得到进一步加强。它们是东盟绿

色债券标准（2017 年 11 月推出）、东盟社会债券标准

（2018 年 10 月推出）和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2018

年 10 月推出）（合称"东盟债券标准"）。东盟债券的

概念是由东盟资本市场论坛提出的，论坛成员包括东盟

所有十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监管机构。简而言之，东盟债

券是一种符合相关东盟债券标准的债券，其发行收益将

用于为绿色和/或社会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资。 

 

有意发行东盟债券的马来西亚发行人必须遵守相关的东

盟债券标准。东盟债券标准也与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绿色

债券原则、社会债券原则60和可持续债券指引61保持一

致。东盟债券标准旨在为国际资本市场协会绿色债券原

则如何在东盟各国统一适用提供具体指导。 

 

一些绿色项目分享社会共同利益，反之，一些社会项目

分享一些绿色共同利益。因此，东盟资本市场论坛随后

推出了东盟可持续债券的概念，以满足绿色和社会效益

相互交织的项目。东盟可持续债券的发行人必须同时符

合东盟绿色债券标准和东盟社会债券标准，才能发行东

盟可持续债券。所得资金将用于为绿色和社会项目的组

合提供融资或再融资。 

 

东盟债券必须与东盟地区有地理或经济联系，东盟债券

可以由非东盟发行人发行，只要债券的收益用于位于东

盟的合格项目。需要注意的是，东盟债券发行的收益不

能用于化石燃料发电项目，以防止洗绿，也不能将收益

用于涉及有负面社会影响的项目，如与酒精、赌博、烟

草和武器有关的项目。此外，东盟债券标准鼓励发行人

经常提供报告，收益使用等数据应由外部审查机构核实，

以维护投资者的信心，确保东盟债券发行收益使用的透

明度。 

 

东盟债券标准有具体的指引，以建立评估和选择合格项

目的程序。鼓励发行人聘请一家外部审查机构来审查评

估和选择合格项目的过程。此外，发行人必须公布其环

 
60 ICMA "Social Bond Principles: Voluntary Process Guidelines for 

Issuing Social Bonds"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自愿

性流程指引»)（2020 年 6 月）。 
61 ICMA "Sustainability Bond Guidelines" («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 

(2018 年 6 月）。 
62  联 昌 国 际 银 行 新 闻 稿  "CIMB Allocates RM3 Billion for 

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 (联昌国际银行拨出 30 亿马币用于可持

续发展挂钩贷款)（2020 年 1 月 5 日）。 
63 可持续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制定的 17 个目标的集合，概述了结束贫

困、保护地球和改善每个人的生活和前景的意图。每个目标都有具

境可持续发展或社会目标、关于如何确定一个项目有资

格成为合格项目的选择过程以及其他相关的资格标准。 

 

第一笔东盟债券是由马来西亚 PNB Merdeka Ventures 

Sdn Bhd 发行的，金额为 20 亿马币，用于独立遗产大

厦的建设，建成后将为马来西亚最高的建筑之一。

2019 年，Christopher & Lee Ong 律师事务所为联昌国

际投资银行、马来亚投资银行和马来西亚汇丰银行/马

来西亚汇丰伊斯兰银行将 Cagamas 伊斯兰债券/债券的

规模从 400亿马币扩大到 600亿马币提供咨询。规模扩

大的部分原因是为了不定期地发行东盟可持续债券，其

收益将用于购买合格伊斯兰融资，用于可负担住房，也

用于购买与中小企业、可再生能源和可持续水及水废物

管理相关的合格贷款。截至 2021 年 1 月，马来西亚发

行人共发行了 13 笔东盟债券。 

 

(c) 主要交易 

 

虽然关于马来西亚可持续融资交易的消息明显不多

（可能是由于此类信息通常不公开），但联昌国际银

行（"CIMB"）和 RHB 银行集团（"RHB"）等银行已承

诺扩大其可持续挂钩贷款和绿色融资奖励。联昌国际

银行宣布，他们对企业借款人的可持续挂钩贷款奖励

措施62 现在将包括与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63中的任何一个目标相一致。至于RHB，它已将其绿色

融资组合增加到 30 亿马币，从 2019 年 12 月起增加到

6.3%，以支持绿色项目，并承诺到 2023 年实现 50 亿

马币的绿色融资。64马来西亚的渣打集团也明确表示，

可持续金融是其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三大支柱之一，它

每隔几年就会与各行业参与者接触一次，以确保其框

架始终符合目的。华侨银行集团也一直在积极参与马

来西亚的可持续融资交易，特别是在为太阳能发电厂

融资方面。 

 

据 2010 年至 2016 年期间担任国家银行副行长的

Muhammad bin Ibrahim 称，伊斯兰金融在促进可持续

融资生态系统方面具有强大的潜力，因为伊斯兰金融

寻求提高社会的总体福利，因此需要环境保护和可持

续发展，以确保履行伊斯兰教的宗旨。65  

体的指标，以及衡量实现每个目标进展情况的指标。所有联合国会

员国都在 2015 年通过了这 17 个目标，而这些目标打算在 2030 年实

现。联合国网页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 (可持续发

展议程)。 
64 The Edge Markets "RHB commits RM5b to support green 

financing by 2025" (RHB 承诺在 2025 年前以 50 亿马币支持绿色融

资) （2020 年 11 月 11 日）。 
65 "Deputy Governor's Keynote Address at The Green Financing: 
Discover Green Technology Industry in Malaysia "Role of the Islamic 

Financial System in Supporting Green Technology" (副行长在绿色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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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June-2020/Social-Bond-PrinciplesJune-2020-0906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June-2020/Social-Bond-PrinciplesJune-2020-090620.pdf
https://www.cimb.com/en/newsroom/2020/cimb-allocates-rm3-billion-for-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htm
https://www.cimb.com/en/newsroom/2020/cimb-allocates-rm3-billion-for-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htm
https://www.un.org/sustainabledevelopment/development-agenda/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rhb-commits-rm5b-support-green-financing-2025
https://www.theedgemarkets.com/article/rhb-commits-rm5b-support-green-financing-2025
https://www.bnm.gov.my/-/deputy-governor-s-keynote-address-at-the-green-financing-discover-green-technology-industry-in-malaysia-role-of-the-islamic-financial-system-in-supporting-green-technology-
https://www.bnm.gov.my/-/deputy-governor-s-keynote-address-at-the-green-financing-discover-green-technology-industry-in-malaysia-role-of-the-islamic-financial-system-in-supporting-green-technology-
https://www.bnm.gov.my/-/deputy-governor-s-keynote-address-at-the-green-financing-discover-green-technology-industry-in-malaysia-role-of-the-islamic-financial-system-in-supporting-green-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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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绿色债券市场已经出现了持续增长。2019

年，该国有六个新的绿色债券发行人，是 2018 年的两

倍。66 截至 2021 年 1 月，马来西亚已经有 16 个可持

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的发行，这使得马来西亚成

为东盟地区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企业发行数

量最多的国家。67 马来西亚正在利用其在发行伊斯兰

债券方面的世界领先地位，把重点放在绿色债券上。68 

 

很明显，马来西亚的绿色债券市场已经从证券委员会

的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中受益。根据由

汇丰银行支持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国际非营利组织"

气候债券倡议"的报告，马来西亚的债券市场已经足够

成熟，足以支持当地绿色债券市场的发展，75%的未

偿付绿色债券以伊斯兰债券形式提供。69马来西亚政府

在 2020 年发行的以环境、社会和治理为重点的爱民伊

斯兰债券也许是最好的证明，该债券获得了超额认购，

总认购额超过 6.66 亿马币，超过了其 5 亿马币的目标

发行规模。70 马来西亚政府还计划发行他们的第一个

可持续债券，预计在 2021 年。71 

 

在私营部门，达道能源有限公司（"达道"）在 2017年 6

月发行了世界上第一支绿色伊斯兰债券（在可持续负责

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下发行），为在马来西亚沙巴州

建设总容量为 50 兆瓦的太阳能光伏发电站提供资金。

此后不久，Quantum Solar Park (Semenanjung) Sdn. 

Bhd. ("QSPS")于 2017年 10月 6日发行了 10亿马币的

绿色伊斯兰债券（在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

下发行），为在马来西亚建设总容量为 150兆瓦的太阳

能光伏电站提供资金。Christopher & Lee Ong 律师事

务所为达道和QSPS的一个联合发起人兼股权投资者就

各自的发行提供咨询。 

 

奖励和计划 

 

(a) 绿色技术融资计划 

 

绿色技术融资计划（"GTFS"）是马来西亚政府在提交

2010 年国家预算报告时首次推出的融资计划，提供给

从事生产或使用绿色技术的企业借款人或投资者，或从

 
资会议上的主旨演讲：发现马来西亚的绿色科技产业 "伊斯兰金融体

系在支持绿色科技方面的作用"）-2013 年 10 月 8 日，FCB 的

Muhammad bin Ibrahim 的演讲。 
66 绿色金融平台 "ASEAN Green Finance State of the Market 2019" 

(2019 年东盟绿色金融市场状况)（2020 年 4 月）。 
67 Capital Markets Malaysia 网页 "SRI Sukuk" (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

斯兰债券)。 
68 中国全球电视网（CCTN）"Green bonds gain traction in Malaysia" 

(绿色债券在马来西亚获得牵引力) (2020 年 11 月 18 日)。 

事开发节能项目和/或能源性能合同的企业。简而言之，

在马来西亚注册的主要从事此类业务的公司可以在绿色

技术融资计划下申请贷款，以满足其营运资金需求，该

计划旨在为满足"绿色技术"标准的所有成本部分提供资

金。在这方面，绿色技术融资计划贷款申请人将需要证

明所采用的商业模式和技术能够保护自然资源和环境，

并根据他们的工作范围满足特定的标准。例如，从事制

造业的申请人将需要证明他们已经在生产线上部署了绿

色工艺。 

 

马来西亚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中心（前称马来西亚绿色

科技公司或绿色技术公司）（"MGTC"）是负责评估和

批准绿色技术融资计划贷款申请的主要执行机构。政府

担保和补贴将由信用担保公司发放、管理和核实。第一

轮绿色技术融资计划的实施有效期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为止。作为政府持续支持绿色技术项目发展的努力的

一部分，政府于 2017 年 4 月宣布延长绿色技术融资计

划，并对其进行某些改进，称为"绿色几乎融资计划

2.0"，从 2019 年 1 月至 2020 年底开放申请。 

 

参与者（借款人）在绿色技术融资计划 2.0 下享受的主

要奖励是：72  

 

(a) 在符合条件的贷款/融资的前七年，政府给予每年

2%的利息/利润率补贴；及 

 

(b) 由马来西亚信贷担保公司（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

领域的主要信贷担保机构）（"CGC"）向相关贷

款人提供绿色技术组件成本的担保，担保额度为

获批贷款/融资金额的 60%。 

 

首相在 2020 年 7 月 1 日宣布的 2021 年国家预算案演

讲中重申了政府推动马来西亚成为可持续金融的区域中

心的愿望。这在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中心对绿色技术融

资计划的扩展中得到了呼应，73 该计划被称为新的"绿

色技术融资计划 3.0"。政府打算为绿色技术融资计划

3.0 分配 20 亿令吉的资金规模，该计划将在 2022 年底

前开放申请，为期两年。建议在绿色技术融资计划 3.0

下发放的贷款将由政府担保的提供者国家金融担保机构

69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Gree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Malaysia: 2020 Report" (马来西亚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机会：2020 年

报告) （2021 年 3 月 8 日）。  
70 星报 "Sukuk Prihatin oversubscribed, demand hitting RM666mil" (

爱民伊斯兰债券超额认购，需求达到 6.66 亿马币) （2020 年 9 月 21

日）。 
71 财政部 "Malaysia Budget 2021 Speech" (马来西亚 2021 年预算案

演讲) (2020 年 11 月 6 日)。 
72 MGTC 网页 "Features of GTFS 2.0" GTFS 2.0 的特点。 
73 前注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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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reenfinanceplatform.org/research/asean-green-finance-state-market-2019
https://www.capitalmarketsmalaysia.com/public-sri-sukuk/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11-17/Green-bonds-gain-traction-in-Malaysia-VuQeF0tESk/index.html
https://www.climatebonds.net/resources/reports/gree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opportunities-malaysia
https://www.climatebonds.net/resources/reports/green-infrastructure-investment-opportunities-malaysia
https://www.thestar.com.my/business/business-news/2020/09/21/sukuk-prihatin-oversubscribed-demand-hitting-rm666mil
http://www1.treasury.gov.my/pdf/speech/2021/bs21.pdf
https://www.gtfs.my/page/features-gtfs-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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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到目前为止，与绿色技术融资计划 3.0 有关的指

引还没有由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中心公布。 

 

(b) 可持续债务资本市场发行的奖励 

 

2018 年，证券委员会设立了 600 万令吉的绿色可持续

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补助计划。每个绿色可持续负责

任投资伊斯兰债券发行人都可以向证券委员会申请这笔

补助，以资助高达 90%的外部审查费用，每次发行不

超过 30 万令吉。绿色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补

助计划保持有效，可供利用，直到该笔资助全部用完。

该计划旨在激励发行人参与绿色项目，并促进绿色伊斯

兰债券在马来西亚的发行。它还旨在减少发行人承担的

绿色伊斯兰债券发行成本，并体现马来西亚对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承诺。可以就一项发行或方案进行申请，如果

每个方案有不止一项发行需要单独的外部审查，发行人

将能够申请所有审查费用。此外，绿色可持续负责任伊

斯兰债券发行人收到的补助将免征所得税。 

 

最近，在 2021 年 1 月，证券委员会将奖励的范围从单

纯的绿色项目扩大到社会、可持续发展和其他可持续负

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框架下的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

债券发行，从 2020年 8月 25日起生效。奖励范围的扩

大还包括根据东盟绿色债券标准、东盟社会债券标准或

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发行的债券，自 2020 年 10 月 29

日起生效。该补助已被重新命名为"可持续负责任投资

伊斯兰债券和债券补助计划"。 

 

根据 2021 年国家预算案演讲，现有的绿色可持续负责

任投资伊斯兰债券补助计划的所得税豁免也将扩大到可

持续负责任投资伊斯兰债券和债券补助计划下的所有受

补助者，对于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收到的任何申请，这项补助豁免将为期五年。74  

  

此外，2017 年所得税（发行或发售可持续负责任投资

伊斯兰债券的支出扣除）规则（与 2020 年国家预算报

告一并解读），75 规定发行人在 2016纳税年度至 2023

纳税年度向证券委员会提交的发行可持续负责任投资伊

斯兰债券的费用可获得所得税扣除。90%的收益必须完

 
74 前注 74 [222] 。 
75 财政部 "Malaysia Budget 2021 Speech" (马来西亚 2020 年预算演

讲) [64]。 
76 证券委员会新闻稿 "SC Holds Inaugural Capital Market Green 

Financing Series - Widening Access To Sustainable Financing For 

MSMEs" (证券委员会举行首届资本市场绿色融资系列活动-为中小微

企业拓宽可持续融资渠道)（2021 年 2 月 26 日）。 
77  证券委员会网页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the Equity 

Crowdfunding (ECF) Framework" (关于股权众筹（ECF）框架的常

见问题) 。 

全用于资助可持续负责任投资项目，才有资格获得这一

税收减免。 

 

证券委员会宣布的最新举措是"NaviGate：资本市场绿

色融资系列"。该计划将中小微企业（"MSMEs"）和其

他注重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公司与其他资本市场融资渠

道联系起来，如股权众筹（"ECF"）和点对点（"P2P"）

融资。76 在绿色技术和气候变化中心和可持续能源发展

局（"SEDA"）的支持下，该计划旨在促进资本市场的

包容性，加快可持续负责任投资议程，以推动马来西亚

的可持续发展。中小微企业通常有较低的资本要求，这

使得股权众筹和 P2P 融资平台成为传统融资的实用替

代品。股权众筹为初创企业和企业家提供来自一群投资

者的早期融资-这些投资者将从公司获得股权或股份，

成为公司的股东之一。77 另一方面，P2P 融资有利于中

小微企业通过在线平台从零售和成熟投资者那里筹集周

转资金或增长资金。在 P2P 运营商的推动下，投资者

可以在指定期限内投资于企业发行的投资票据或伊斯兰

投资票据，期望获得预定的财务回报。78自这两个数字

平台推出以来，截至 2020年 12月，这两个数字平台筹

集的资金总额达到 13 亿令吉，约有 3,000 家中小微企

业受益。79此外，2021 年预算案为 P2P 和股权众筹投

资分别拨款 5000 万令吉和 3000 万令吉，突出了马来

西亚政府通过金融科技促进中小微企业参与绿色经济的

努力。在首届活动中，该活动共吸引了 100名参与者和

40 家来自马来西亚绿色技术和可持续能源行业的中小

微企业。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证券委员会主席 Datuk 

Syed Zaid Albar 的说法，股权众筹和 P2P 平台中 60%

的个人投资者的年龄在 35 岁以下。80 因此，这是一个

积极的信号，表明马来西亚的绿色融资不仅仅局限于较

大和较成熟的公司和参与者。 

 

进一步的举措/改革 

 

(a) 国家银行鼓励可持续金融的框架和改革建议-伊斯

兰金融机构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 

 

 在与国际伊斯兰金融教育中心（"INCEIF"）、基于价

值的中介服务从业者社群（"CoP"）和世界银行集团

78 证券委员会网页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on the Peer-to-Peer 

Financing (P2P) Framework" (关于 P2P 融资（P2P）框架的常见问

题)。 
79 前注 79。 
80  "Welcoming Remarks At Navigate: Capital Market Green 

Financing Series" (在 Navigate 的欢迎词：资本市场绿色融资系列) - 

2021年 2月 26日，证券委员会主席Datuk Syed Zaid Albar 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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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1.treasury.gov.my/pdf/speech/2021/bs21.pdf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media/media-release/sc-holds-inaugural-capital-market-green-financing-series-widening-access-to-sustainable-financing-for-msmes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media/media-release/sc-holds-inaugural-capital-market-green-financing-series-widening-access-to-sustainable-financing-for-msmes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media/media-release/sc-holds-inaugural-capital-market-green-financing-series-widening-access-to-sustainable-financing-for-msmes
https://www.sc.com.my/api/documentms/download.ashx?id=b392ed41-0d9b-47ef-95a8-f64f39a7498b
https://www.sc.com.my/api/documentms/download.ashx?id=b392ed41-0d9b-47ef-95a8-f64f39a7498b
https://www.sc.com.my/regulation/regulatory-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on-the-peer-to-peer-financing-p2p-framework
https://www.sc.com.my/regulation/regulatory-faqs/frequently-asked-questions-on-the-peer-to-peer-financing-p2p-framework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speeches/welcoming-remarks-at-navigate-capital-market-green-financing-series
https://www.sc.com.my/resources/speeches/welcoming-remarks-at-navigate-capital-market-green-financing-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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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办事处）的合作下，国家银行于 2019 年 11

月发布了一份指引文件，以促进马来西亚的伊斯兰金融

机构（"IFI"）采用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VBI"）。 

 

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鼓励伊斯兰金融机构在评估交易时

考虑可持续实践；特别是在其各自的技术、运营和财务

部门以及其融资和投资活动中应用基于影响的风险管理

策略。81 与环境、社会和治理和道德金融以及可持续负

责任的影响力融资的概念类似，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以

伊斯兰教法的原则为基础，作为加强国际金融机构风险

管理框架的参考点。例如，国际金融机构进行的任何融

资和投资活动都将根据"实现利益和防止伤害"的原则进

行评估，国际金融机构对其涉足的业务类型和部门的决

策过程应以伊斯兰教法的价值主张为指导。强烈鼓励国

际金融机构在实施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时，考虑国家可

持续发展目标和最能表达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国际标准

（包括但不限于 2015 年巴黎协定、气候相关金融信息

披露工作组和基于科学的国际多方利益相关者标准），

以及其他数据来源，作为其评估和量化过程的一部分。 

 

为了实施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指引文件中规定的广泛指

引原则，国家银行与相关监管机构和组织，如从业者社

群、知名金融机构、马来西亚能源委员会、马来西亚棕

榈油理事会和世界自然基金会等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

逐步编制实施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的部门指南。2020

年 8 月，工作组发布了关于棕榈油、可再生能源和能源

效率的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融资和投资影响评估框架

（VBIAF）部门指南，旨在为国际金融机构在交易层面

上为这些部门推出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融资和投资影响

评估框架提供指导。82关于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基

础设施和建筑业的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融资和投资影响

评估框架行业指南预计将在 2021 年发布。83 

 

(b) 国家银行鼓励可持续金融的框架和改革建议-气候

变化和基于原则的分类法 

 

2019 年 12 月，国家银行发布了一份与国家绿色分类法

（处于公众咨询阶段）有关的讨论文件，称为气候变化

和基于原则的分类法，旨在通过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物

理风险、过渡风险和责任风险的表现，积极建立金融机

构对可能影响客户的气候相关风险的认识。该分类法一

 
81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  "Implementation Guide for Value-based 

Intermediation" (基于价值的中介服务实施指南)（2018 年 10 月 3

日）。 
82  "Assistant Governor Fraziali Ismail's Keynote at the Financing 

Climate Action Conference" (行长助理 Fraziali Ismail 在融资气候行

动会议上的主题演讲) - Fraziali Ismail在 2020 年 10 月 20日的演讲。 

旦定稿，将作为金融机构的指南，支持资金的输送，以

实现马来西亚的去碳化目标。 

 

以下是供马来西亚金融机构实施的主要建议： 

 

(a) 将与气候有关的风险纳入各自的风险管理战略，

并根据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通

过自愿披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来提高透明度； 

 

(b) 实施经济活动的分类系统（分为六类），这将确

定对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的积极影响的范围或

程度，或由于所进行的商业活动或采取（或不采

取）减少有害做法而可能损害更广泛环境的消极

影响。金融机构将能够根据国家气候变化目标，

一致和系统地确定其客户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及 

 

(c) 依靠和利用第三方核查或当地机构、全球公认的

标准或监管机构的认可认证，以确保对客户开展

的环境可持续实践的保证。 

 

根据国家银行行长助理在 2020 年马来西亚国际绿色科

技和生态产品展览会和会议（IGEM）上的主题演讲，

国家银行已经计划根据气候相关金融信息披露工作组的

建议，让金融机构披露更多与气候有关的信息。84至于

建立碳排放披露或报告框架的建议是强制性的还是自愿

性的，还有待观察。 

 

83 同上。 
84 国家银行新闻稿 "Joint Statement by Bank Negara Malaysia and 

Securities Commission Malaysia - Accelerating climate action 

through the financial sector" (马来西亚国家银行和马来西亚证券委员

会的联合声明-通过金融部门加速气候行动)（2020 年 9 月 15 日）。 

马
来
西
亚

 

 

https://www.bnm.gov.my/documents/20124/938039/VBI+Implementation+Guide_20181002_final+to+FSAv3.pdf/c83b8a63-9cc2-95fa-d677-28791a5db0a6?t=1592249252692
https://www.bnm.gov.my/documents/20124/938039/VBI+Implementation+Guide_20181002_final+to+FSAv3.pdf/c83b8a63-9cc2-95fa-d677-28791a5db0a6?t=1592249252692
https://www.bnm.gov.my/-/assistant-governor-fraziali-ismail-s-keynote-at-the-financing-climate-action-conference
https://www.bnm.gov.my/-/assistant-governor-fraziali-ismail-s-keynote-at-the-financing-climate-action-conference
https://www.bnm.gov.my/-/joint-statement-by-bank-negara-malaysia-and-securities-commission-malaysia-accelerating-climate-action-through-the-financial-sector
https://www.bnm.gov.my/-/joint-statement-by-bank-negara-malaysia-and-securities-commission-malaysia-accelerating-climate-action-through-the-financial-sector
https://www.bnm.gov.my/-/joint-statement-by-bank-negara-malaysia-and-securities-commission-malaysia-accelerating-climate-action-through-the-financial-s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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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 

 
85  世界自然基金会概念说明： "Unveiling a Green Economy in 

Myanmar" （揭开缅甸绿色经济的面纱）（2017 年 11 月）。 
86 同上，[50]。 
87  世界银行综合报告  "Country Environmental Analysis: A Road 

towards Sustainability, Peace, and Prosperity – Myanmar" （国家环

概况 

 

对于像缅甸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来说，应用可持续和绿

色方法来发展他们的各种产业，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规避

新兴经济增长对环境造成的通常的负面影响。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正在与缅甸自然资源和环境

保护部合作，制定缅甸的绿色经济框架。85  

 

缅甸致力于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颁布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2018 年 8 月，缅甸政

府宣布了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缅甸可持续发展计划

（MSDP），其中列出了以下举措。 

 

(a) 确保清洁的环境和生态系统 

 

缅甸打算通过可持续土地和海洋利用和实践来管理其丰

富的生物多样性。这将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力，促进能

源安全，并以环境友好的方式维持增长。86  

 

据估计，缅甸的森林生态系统服务以及海洋和沿海生态

系统服务每年所获得的总价值分别为 73亿美元和 85亿

美元。87  

 

例如，红树林是灾害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

于红树林为沿海地区提供了对气旋和风暴潮的保护，它

们是减轻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和成本的重要力量。然而，

这些红树林正面临着威胁。从 2000 年到 2014 年，缅

甸每年估计有14619公顷的红树林消失，每年的经济损

失接近 240 万美元。88  

 

(b) 提供可靠的能源 

 

缅甸打算使其能源来源多样化，因为所有行业和家庭对

可靠的能源供应有更大的需要和需求。对缅甸来说，实

现能源的适当组合是当务之急，其中包括可再生 

能源。89  

 

一个值得关注的领域是，该国农村地区使用木材燃料作

为能源的人口比例很高。90 目前从森林中开采木材的规

模令人担忧，由于砍伐森林影响严重，需要加以规范。 

 

 

境分析：走向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繁荣之路-缅甸）（2019 年 5 月），

见[xi]和[14]。 
88 同上，[15]。 
89 同上，[82]。 
90 同上，[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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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88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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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资源型产业的有效管理 

 

缅甸打算将经济发展与保护工作同步进行。政府已经认

识到，国家的不发达可能部分归因于基本生态系统的开

发和快速退化。91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人们更加关注长

期可持续土地管理、水体和森林。92 

 

例如，对鱼类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了缅甸海洋鱼类资源

的严重下降，据说自 1980 年以来下降了 90%之多。93

因此，如果不对环境进行可持续、负责任的利用，经济

生产的来源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这也是情理之中

的事。 

 

框架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还没有颁布法律规定绿色贷款或

可持续挂钩贷款（"SLLs"）的要求。 

 

然而，在 2020 年 2 月，新加坡的银行即华侨银行有限

公司和大华银行有限公司的仰光分行向缅甸金山集团提

供了第一笔高达 4400 万美元的有担保绿色贷款。94  

 

在这方面，新加坡的银行提供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

贷款通常是基于贷款市场协会（"LMA"）、亚太区贷款

市场公会（ "APLMA" ）和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

（"LSTA"）联合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95和可持续挂钩贷

款原则。96 

 

此外，荷兰企业发展银行（FMO）和荷兰合作银行向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全球农业供应链公司 Agrocorp 发放

了结构独特的可持续挂钩贷款。可持续挂钩贷款设定的

目标是 Agrocorp 与荷兰企业发展银行合作，在

Agrocorp 拥有强大业务的缅甸等市场建立农民培训计

划。97 大多数可持续挂钩贷款会在借款人未能达到约定

的环境或社会基准时提高利息，而 Agrocorp 获得的可

持续挂钩贷款将在未能达到约定目标时停止。98 

 

 
91 同上，[58]。 
92 同上，[58]。 
93 同上，[40]。 
94 金山和华侨银行联合发布的新闻稿 "OCBC Bank Partners Shwe 

Taung Group on Myanmar's First Green Loan" （华侨银行与金山集

团就缅甸第一笔绿色贷款展开合作）（2020 年 2 月 5 日）。 
95 APLMA、LMA 和 LSTA，"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

（2021 年 2 月）；APLMA、LMA 和 LSTA，"Guidance on 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指引)（2021 年 2 月）。 
96 APLMA、LMA 和 LSTA，"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2020 年 5 月）；APLMA、LMA 和

LSTA，"Guidance on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

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指引）（2020 年 5 月）。 

在这个时候，也许应该强调的是，部分挑战是东盟（包

括缅甸）在报告和/或审查可持续绩效目标方面可能有

各种标准。如果标准不统一，可能会导致贷款被洗绿，

成本增加，因为银行必须进行自己的研究，以制定适合

本地区的框架。将用于衡量和监测解决方案的指标标准

化，并对可持续项目的影响实施独立跟踪，将有望防止

洗绿行为。2021 年 1 月，由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召集的

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发布了一份针对新加坡金融机构的

拟议分类标准，供公众咨询。除其他事项外，拟议的分

类法将制定一个考虑到该地区（包括东盟）的社会经济

利益的分类法，因此导致该地区更多采用该分类法。 

 

奖励和计划 

 

可持续金融市场在缅甸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然而，

这个市场有很大的潜力。 

 

(a) 债券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缅甸政府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

或措施来支持可持续挂钩债券或绿色债券。 

 

自 2008 年以来，缅甸一直在制定"资本市场发展路线图

"，并在建立主权债券市场方面取得了进展，以减少由

中央银行为财政赤字提供资金的借款。99 随着缅甸资本

市场蓝图的正式确定，该国现在需要发行人和投资者的

更大流量。 

 

目前，政府是该国唯一的债券发行人，并负责制定利率。
100 然而，政府的意图是，当二级市场发展起来后，利

率将由市场力量决定。101 

 

(b) 贷款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缅甸政府还没有出台具体的政策

或措施来支持可持续挂钩贷款或绿色贷款。 

 

97 Agrocorp、FMO 和荷兰合作银行的联合新闻稿 "Agrocorp receives 

USD 50M sustainable borrowing base facility from FMO and 
Rabobank to enhance food supply chains in developing markets" 

（Agrocorp 从 FMO 和荷兰合作银行获得 5000 万美元的可持续借贷

基础贷款，以加强发展中市场的食品供应链）（2020年6月2日）。 
98 Eco-Business 文章 "An unusual loan that made the sustainable 

finance world take notice" (引起可持续金融界的注意的一笔不寻常的

贷款)（2020 年 10 月 15 日）。 
99 商业时报文章 "Myanmar's progress towards a bond market boon 

to private, state firms" (缅甸朝向债券市场的进展为私营、国有企业带

来福音)（2019 年 1 月 31 日）。 
100 同上。 
101 同上。 

缅
甸

 

 

https://www.shwetaung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2/OCBC-Shwe-Taung-Myanmar-First-Green-Loan.pdf
https://www.shwetaunggroup.com/wp-content/uploads/2020/02/OCBC-Shwe-Taung-Myanmar-First-Green-Loan.pdf
https://www.lsta.org/content/green-loan-principles/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green-loan-principles-g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green-loan-principles-g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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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新兴的发展阶段，缅甸政府主要依靠多边机构

（如亚洲开发银行（"ADB"））为可持续挂钩项目提供

资金。 

 

例如，2015 年，亚洲开发银行和缅甸政府签署了一项

8000 万美元的贷款协议，用于修复一条主要道路，以

支持农业资源丰富但欠发达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地区的

经济发展。102  

 

为了促进对食品和饮料行业中小企业的绿色融资，缅甸

的四家主要银行已经与储蓄银行国际合作基金会

（SBFIC）签署了关于 Tha Bar Wa 项目的谅解备忘录。

这些银行是伊洛瓦底农民发展银行（A Bank）、合作

银行（CB）、缅北Apex银行（MAB）和缅甸公民银行

（MCB）。103 Tha Bar Wa 项目支持银行在绿色融资领

域的内部能力建设，并协助他们在市场上设计和销售面

向中小企业的绿色融资产品。该项目由欧盟在亚洲转型

（SWITCH-Asia）项目下资助。该项目于 2018 年 2 月

开始，将持续到 2022 年 1 月。Tha Bar Wa 通过支持废

水处理厂、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来促进食品和饮料行

业的清洁生产。104  

 

未来举措/改革 

 

在服装生产行业，有一项由欧盟资助的举措（中小型企

业环境问责、责任和透明度（"SMART"）），鼓励缅

甸的服装公司遵守环境和社会标准，以获得进入国际市

场的机会。105  

 

该举措的两个阶段，即 SMART 1 和 SMART 2，已经

成功完成。第三阶段从 2019 年到 2022 年，重点关注

缅甸服装业的资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该项目将汇集专

家、工厂和相关部委，为可持续实践提供培训和能力建

设方案。106  

 

同时，SMART 不仅仅关注服装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作

为对其项目融资的回报，SMART 也参与了与绿色和可

持续融资有关的举措。亚洲及太平洋发展融资机构协会

（ADFIAP）与 SMART 在仰光的项目办公室合作，提

供培训，以发展当地的监管能力以及私营部门贷款经理

和贷款官员在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方面的知识。该项目

 
102  亚洲开发银行新闻稿  "Myanmar, ADB Sign $80 Million Loan 

Agreement to Improve Connectivity in Ayeyarwaddy Delta" (缅甸、

亚洲开发银行签署 8000 万美元贷款协议，改善伊洛瓦底江三角洲的

连通性)（2015 年 2 月 10 日）。 
103 世界自然基金会新闻稿 "Green Finance for Myanmar's Industries 

Through Tha Bar Wa" (通过 Tha Bar Wa 为缅甸工业提供绿色金融)

（2018 年 11 月 27 日）。 

提出一些倡议，如为废水处理设施提供减息贷款方案，

或为安装光伏太阳能电池板提供减息贷款。107  

 

SMART 还在与缅甸中央银行协调，制定 "国家绿色金

融指引"，该指引尚未发布。108  

 

注：截至发稿时，大多数私营银行仍在营业，但在公民

广泛参与公民抗命运动（CDM）（2021 年 2 月 1 日宣

布紧急状态后，抵抗军政府的抗议运动）后，其经营活

动有所限制。 

 

 

104 世界基金关于 "Tha Bar Wa"的网站。 
105 欧盟委员会网站上的 "SMART Myanmar II"（2020 年 3 月 10 日）。 
106 缅甸时报文章 "EU to boost garment industry in Myanmar" （欧盟

将促进缅甸的服装业）（2019 年 12 月 9 日）。 
107  SMART 纺 织 服 装 公 司 关 于 " 绿 色 金 融 " 的 网 站 ：

https://smartmyanmar.org/en/green-finance 。 
108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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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adb.org/news/myanmar-adb-sign-80-million-loan-agreement-improve-connectivity-ayeyarwaddy-delta
https://www.adb.org/news/myanmar-adb-sign-80-million-loan-agreement-improve-connectivity-ayeyarwaddy-delta
https://www.wwf.org.mm/en/yangon_wwf_today_list_page/green_finance_for_myanmars_industries_through_tha_bar_wa_project/
https://www.wwf.org.mm/en/yangon_wwf_today_list_page/green_finance_for_myanmars_industries_through_tha_bar_wa_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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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 

 
109 气候行动财长联盟新闻稿 "COP25: Finance Ministers from over 

50 countries join forces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COP25：50 多个

国家的财长联手应对气候变化)（2019 年 12 月 9 日）。 
110  商业世界 (BusinessWorld)文章  "Philippines cited for ASEAN 

green-finance leadership" (菲律宾被称为东盟绿色金融的领导者)

（2020 年 11 月 27 日）。 
111  "Philippine Banking System: Transforming for Economic 

Recovery" (菲律宾银行系统：为经济复苏而转型) - 2021 年 3 月 9 日，

菲律宾中央银行行长Benjamin E. Diokno先生在菲律宾外国商会联合

网络研讨会上的演讲。 
112 菲律宾中央银行，第 1085 号通知，2020 年系列。 

概况 

 

菲律宾地处地震和台风多发地区，这使其人民敏锐地

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影响。2019年，菲律宾成为气候行

动财政部长联盟的成员，并从那时起认可了通过碳定

价、宏观财政政策、公共预算编制和金融部门举措等

措施促进国家气候行动的赫尔辛基原则。109  

 

尽管菲律宾在气候风险方面具有脆弱性，但在政府、

银行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该国已成为可持续金融的

区域领导者。110 菲律宾中央银行（"BSP"）倡导在金

融系统中促进可持续发展议程。111 可持续金融框架
112可要求银行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其公司治理框架、

风险管理系统和战略目标。113 

 

中央银行也是绿色金融体系网络（NGFS）的成员，该

网络由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组成，旨在加强金融部门在

管理气候和其他环境相关风险方面的作用，并调动资本

以支持向可持续经济的过渡。114  

 

中央银行与财政部和其他主要的政府机构（合称"绿色

力量 " ）一起，已经开始制定一个基于原则的 

分类法。115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外来投资者的定

义并协调绿色政策和法规。 

 

为了给可持续金融市场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除

其他措施外，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PSEC"）通过

其菲律宾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下的可持续债券发行指引

（"PSEC 指引"）采用了东盟绿色债券标准（GBS）、

东盟社会债券标准（SBS）和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

（SUS）（"东盟标准"）。116 

 

私营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给予了支持，自从东盟标准通

过后，菲律宾绿色债券市场出现了快速增长。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东盟标签的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

券的发行总额为120.7亿美元，其中42.8亿美元或38%

由菲律宾公司发行。117  

113 联合国全球契约网络新加坡报告 "Closing the SDG Financing Gap 

in ASEAN: A Sustainable Finance Guide For Corporates" (缩小东盟

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融资差距：企业的可持续金融指南)（2020 年）。 
114 前注 111.  
115 同上。 
116 PSEC 备忘录通告第 8 号，2019 年系列，题为“Guidelines on the 

Issuance of Sustainability Bonds under the ASEAN Sustainability 

Bonds Standards in the Philippines” (关于在菲律宾根据东盟可持续

发展债券标准发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指引)（2019 年 4 月 25 日）。 
117  PSEC ，市场和证券监管部门 "Sustainable Finance Market 

Update (As of 30 June 2021)" (可持续金融市场最新情况（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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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inanceministersforclimate.org/events/cop25-finance-ministers-over-50-countries-join-forces-tackle-climate-change
https://www.financeministersforclimate.org/events/cop25-finance-ministers-over-50-countries-join-forces-tackle-climate-change
https://www.bworldonline.com/philippines-cited-for-asean-green-finance-leadership/
https://www.bworldonline.com/philippines-cited-for-asean-green-finance-leadership/
https://www.bis.org/review/r210311e.htm
https://www.bis.org/review/r210311e.htm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Closing-The-SDG-Financing-Gap-in-ASEAN-A-Sustainable-Finance-Guide-for-Corporates-201120.pdf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Regulatory/Green-Bonds/Closing-The-SDG-Financing-Gap-in-ASEAN-A-Sustainable-Finance-Guide-for-Corporates-201120.pdf
https://www.sec.gov.ph/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MCNo08.pdf
https://www.sec.gov.ph/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MCNo08.pdf
https://www.sec.gov.ph/wp-content/uploads/2019/10/2019MCNo08.pdf
https://www.sec.gov.ph/cm-sustainable/sustainable-finance-market-update-10/
https://www.sec.gov.ph/cm-sustainable/sustainable-finance-market-updat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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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可持续金融框架 

 

可持续金融框架规定了中央银行对将可持续发展原则

（包括那些涉及环境和社会（"E&S"）风险领域的原则）

纳入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框架，以及纳入银行战略目标

和运营的期望。 

 

在可持续金融框架下强调的一个关键领域是董事会在每

个银行的组织中采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重要性。另一个

重点是在银行内部建立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系统，以管

理特定的风险领域，如信贷风险管理系统。关于环境和

社会风险管理的广泛原则，以及银行必须在其年度报告

中包括的新的可持续披露要求的概要，见可持续金融框

架。118 

 

为了帮助银行遵守可持续金融框架，中央银行在 2020-

2023 年的战略重点之一是可持续中央银行计划，该计

划的一部分是让监管机构与利益相关者协调，在 2019

年 5 月开始的三年过渡期内，后者如何遵守可持续金融

框架。119  

 

银行农业和土地贷款法 

 

为确保有资金维持农业供应，菲律宾制定了一定的政策，

对银行实施规则和条例，120 规定银行可贷资金总额的

至少 25%必须留给农业和渔业，其中至少 10%应提供

给土地改革受益者。121 

 

绿色能源选择计划 

 

一项名为"绿色能源选择计划 "（"GEOP"）的计划于

2018 年启动，允许使用 100 千瓦或以上的大型消费者

选择合格的可再生能源供应商来供应他们的电力 

需求。122 截至 2021 年 6 月，绿色能源选择计划供应商

 
118 "Integrating sustainability in corporate strategy – BSP sustainable 

finance framework" (将可持续发展融入企业战略) - BSP 可持续金融

框架"-BSP 行长 Benjamin E. Diokno 先生在公司董事协会（ICD）公

司治理宣传网络研讨会上的演讲 菲律宾: 渴望、崛起、持续系列

2020 年 10 月 28 日。 
119 菲律宾新闻社新闻稿"BSP eyes incentives for banks' sustainable 

finance compliance" (BSP 关注银行遵守可持续金融的奖励措施)

（2020 年 8 月 27 日）。 
120 The Implemen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IRR) of the Agri Agra 

Reform Credit Act 2009 (Republic Act 10000) (2009 年农业和土地贷

款改革信贷法（共和国法 10000）的实施细则与条例)（2011 年 7 月

14 日）。 
121 菲律宾农业部 , "Guidelines to Implement New Agri-Agra Law 

Issued"(新农业法实施指引)。 

名单中共有 12 家可再生能源公司。123 有关各方仍在等

待能源监管委员会发布绿色能源选择计划的监管框架和

适用规则。124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引 

 

菲律宾证券交易委员会指引的颁布是为了给发行人提供

指导，并向投资者保证带有东盟绿色和可持续标签的债

券符合国际最佳实践。除其他事项外，证券交易委员会

指引指出，东盟可持续债券标准下的可持续债券发行指

引适用于在菲律宾发行的东盟可持续债券。证券交易委

员会指引还要求东盟可持续债券的发行者同时遵守东盟

政府债券和东盟科技债券的规定。分配给项目的收益不

得用于东盟政府公报和东盟科技公报规定的不合格项目。

证券交易委员会保留对任何发行人使用"东盟可持续债

券"标签施加限制的权利，限制的理由包括符合公共利

益和保护投资者、要求透明度和需要确保东盟可持续债

券的完整性。125  

 

当前举措、奖励和计划 

 

根据共和国法第 11534 号或企业复苏与税收奖励法

（CREATE），向优先行业提供基于绩效的财政奖励。

财政部试图根据政府的战略投资优先计划，推动对可再

生能源行业给予基于绩效的税收优惠。此外，随着企业

向绿色工作的转变，绿色项目的研发活动将获得更多的

扣除，以及更大的劳动力培训的扣除。126  

 

在可持续中央银行计划正式实施之前，政府已经推出了

一些绿色举措，其中包括绿色债券基金和节能举措。 

 

绿色债券基金 

 

菲律宾参加了由国际清算银行发起的绿色债券基金，作

为其储备管理可持续投资的一部分。127  

 

122 能源部 "Green Energy Option Program"(绿色能源选择计划)。 
123 商业镜报文章 "DOE adds 2 firms to green energy suppliers list" (

能源部将 2家公司列入绿色能源供应商名单)（2021年 6月 14日）。 
124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该规则尚未颁布。 
125 前注 116。 
126 INQUIRER.net 文章 "Tax perks dangled to pull up more 'green' 

energy investments to PH" (为吸引更多'绿色'能源投资到菲律宾而提

供的税收优惠)（2020 年 11 月 2 日）。 
127  "Philippine banking system - "Crossing the threshold" for 

economic and financial recovery" (菲律宾银行系统-"跨过门槛，促进

经济和金融复苏) - 菲律宾银行行长 Benjamin E. Diokno 先生在菲律

宾金融经理人 53 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 2021 年 1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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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s.org/review/r201210e.htm
https://www.bis.org/review/r201210e.htm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13648
https://www.pna.gov.ph/articles/1113648
https://www.bsp.gov.ph/Regulations/Banking%20Laws/RA10000_IRR.pdf
https://www.bsp.gov.ph/Regulations/Banking%20Laws/RA10000_IRR.pdf
https://pcic.gov.ph/guidelines-to-implement-new-agri-agra-law-issued/
https://pcic.gov.ph/guidelines-to-implement-new-agri-agra-law-issued/
https://businessmirror.com.ph/2021/06/14/doe-adds-2-firms-to-green-energy-suppliers-list/
https://business.inquirer.net/310966/tax-perks-dangled-to-pull-more-green-energy-investments-to-ph
https://business.inquirer.net/310966/tax-perks-dangled-to-pull-more-green-energy-investments-to-ph
https://www.bis.org/review/r210212l.htm
https://www.bis.org/review/r210212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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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中央银行已经向绿色债券基金投资了 3.5 亿美

元，以鼓励可持续投资并使该国的国际储备总额 

多样化。128  

 

节能举措 

 

中央银行还实施了货币委员会节纸措施，从而大大减少

了货币委员会会议期间的用纸量，并在空调系统中采用

了太阳能电池板和变频器技术等节能机制。129  

 

未来举措 

 

关于环境与社会风险和关键风险领域的相互作用的

进一步指引 

 

除了可持续金融框架中规定的关于采用环境与社会风险

管理系统的广泛原则外，中央银行还将发布更详细的期

望，涉及环境与社会风险与关键风险领域的相互作用，

如信贷、市场和运营风险。130  

 

可再生能源项目 

 

除其他事项外，菲律宾可再生能源计划的目标是到

2040年实现 55.8%的电力组合份额。截至 2020年底，

能源部批准了 103 个项目进行电网影响研究。它还向

73 个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了电网影响研究许可，其中

包括 26个太阳能项目，21个水电项目，13个可再生能

源中心，11 个风能项目，一个垃圾发电项目和一个综

合可再生能源项目。131  

 

菲律宾预计到 2030 年将吸引价值约 119 亿美元的风能

和太阳能投资，占亚太地区风能和太阳能投资总额的 1%

左右。132  

 

能源部和农业部正在合作，在农业和渔业部门实施可再

生能源项目，以促进使用清洁能源来保障和支持粮食生

产。133  

 

 
128 前注 118。 
129 同上。 
130 前注 111。 
131 PSEC，市场和证券监管部可持续金融市场更新（截至 2021 年 2

月 28 日）。 
132 商业世界文章 "PHL solar, wind investments projected at $11.9 

billion by 2030" (到 2030 年，菲律宾的太阳能、风能投资预计为 119

亿美元)（2021 年 6 月 28 日）。 

碳税 

 

菲律宾正在权衡实施碳定价和征税的方案，作为应对气

候变化的手段。这是因为认识到需要实施减少碳排放的

措施，同时平衡短期与长期经济目标和环境目标。134  

 

 

133  农业部新闻稿  "DA, DOE join forces in promoting renewable 

energy use in agri-fishery" (DA，DOE 联手促进可再生能源在农业渔

业的使用)（2020 年 8 月 6 日）。 
134 INQUIRER.net 文章 "PH looks into carbon tax to fight climate 

change" (菲律宾研究碳税以应对气候变化)（2021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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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worldonline.com/phl-solar-wind-investments-projected-at-11-9-billion-by-2030/#:~:text=THE%20PHILIPPINES%20will%20attract%20an,billion%20for%202021%20to%202030.
https://www.bworldonline.com/phl-solar-wind-investments-projected-at-11-9-billion-by-2030/#:~:text=THE%20PHILIPPINES%20will%20attract%20an,billion%20for%202021%20to%202030.
https://www.da.gov.ph/da-doe-join-forces-in-promoting-renewable-energy-use-in-agri-fishery/
https://www.da.gov.ph/da-doe-join-forces-in-promoting-renewable-energy-use-in-agri-fishery/
https://business.inquirer.net/318668/ph-looks-into-carbon-tax-to-fight-climate-change
https://business.inquirer.net/318668/ph-looks-into-carbon-tax-to-fight-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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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135巴黎协定是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于 2016 年 11 月生效的

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条约。 
136  国家发展部的新闻稿  "Singapore Green Plan 2030 Charts 

Ambitious Targets for Next 10 Years to Catalyse National 

Sustainability Movement" (新加坡 2030 年绿色计划描绘了未来 10 年

的宏伟目标，以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运动)（2021 年 2 月 10 日）。 
137 同上。 

概况   

 

为了加强新加坡对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巴

黎协定135的承诺，新加坡政府通过"2030 年绿色计划"

勾勒出新加坡未来的发展道路。该计划包含五大支柱，

即自然之城、可持续生活、能源重置、绿色经济和弹性

未来。136 与绿色经济议程相关的举措尤其会改变在新

加坡开展业务的方式。政府在 2030 年新加坡绿色计划

中确定的举措之一是将新加坡发展成为亚洲和全球领先

的绿色金融中心，以支持新加坡的可持续发展并促进亚

洲向可持续未来的过渡。137  

 

为支持政府的绿色愿望，金融业越来越倾向于更绿色的

做法和交易。近年来，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和银行制定了

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以更多的绿色和可持续的融资产

品来创建或填补他们的投资组合。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于 2019 年出台了一项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以支持新加坡成为亚洲领先的绿色

金融中心的愿景。138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有四个关键要

素：139  

  

• 强调金融部门面临的环境风险； 

• 在市场上发展绿色和可持续融资； 

• 利用金融科技（“金融科技”）实现可持续的资金流

动；及 

• 提高可持续金融方面的知识。 

 

四个要素中每个要素的简要说明如下：   

 

(i) 环境风险管理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为认识和管理环境风险，为金融机构

和银行发展绿色和可持续融资提供了理由和动力。它承

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全球变暖持续下去，全球金融

资产将面临严重减值的风险，如果落后地区不采取适当

的准备措施向绿色经济过渡，基础设施、工业和能源等

各部门的资产可能无法得到优化配置。140  

 

138 "Green Finance for a Sustainable World" (可持续世界的绿色金

融)— 新加坡教育部长兼金管局董事会成员王乙康先生于 2019 年 11 

月 11 日在 SFF x SWITCH 2019 上的主题演讲。 
139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Finance for a Sustainable Future” (利

用金融的力量实现可持续的未来) - 金管局常务董事 Ravi Menon 先生

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在金融时报投资促进亚洲数码会议上的主题演

讲。 
14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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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nd.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view/singapore-green-plan-2030-charts-ambitious-targets-for-next-10-years-to-catalyse-national-sustainability-movement-1
https://www.mnd.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view/singapore-green-plan-2030-charts-ambitious-targets-for-next-10-years-to-catalyse-national-sustainability-movement-1
https://www.mnd.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view/singapore-green-plan-2030-charts-ambitious-targets-for-next-10-years-to-catalyse-national-sustainability-movement-1
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19/green-finance-for-a-sustainable-world
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20/harnessing-the-power-of-finance-for-a-sustainable-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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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金管局向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

司（统称为 "金融机构"）发布了"环境风险管理指引"。
141 这些指引规定了对金融机构识别、评估、监测、缓

解和披露环境风险的期望，旨在涵盖气候变化以外的环

境风险，如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以及土地使用的变

化。这些指引是根据金融业各部门的业务活动而制定的。
142 

 

对于金融行业环境风险管理的最佳做法，由金管局召集

的绿色金融行业工作组（“工作组”）制定了"实施环境风

险管理手册"（“手册”）。143 环境风险管理指引要求金

融机构的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对实体的环境风险敞口有

一个机构范围的看法，并监督将这种风险纳入实体的企

业风险管理框架。144 例如，手册强调不能孤立地看待

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风险，而应与投资或资产管理的所有

其他主流和重大风险一起看待。145  

 

此外，为了帮助金融机构遵守环境风险管理指引中关于

披露适用于其业务的环境风险的要求，手册中强调了一

些关于最佳披露做法的例子。关于气候报告的进一步指

引见工作组发布的"金融机构气候相关披露文件"（"金融

机构气候相关披露文件"）。金融机构气候相关披露文

件采用了工作组建议的气候相关财务披露作为披露的指

导性框架。146 

 

(ii) 绿色和可持续融资 

 

绿色金融行动计划的第二个要素是促进和发展一个有凝

聚力的绿色生态系统，让金融机构在其中茁壮成长。新

加坡是东盟最大的绿色金融市场，占东盟绿色债券和贷

款累计发行量的近 50%，147 这旨在形成行动计划的主

要推动力，以开发绿色金融解决方案和市场。 

 

除了促进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融资外，新加坡还一直在开

发解决方案，例如保险挂钩证券（即巨灾债券）以应对

气候风险。 

 

 
141 "MAS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Banks)"   

(金管局环境风险管理指引（银行） )（2020 年 12 月）、"MAS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Asset Managers)" 

(金管局环境风险管理指引（资产经理）)（2020 年 12 月）和"MAS 

Guidelines on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Insurers)" (金管局

环境风险管理指引（保险公司）)（2020 年 12 月）（统称为 "金管局

环境风险管理指引"）。 
142 同上，[2.1]。 

迄今为止，新加坡立杰已代理超过 15 宗位于新加坡的

巨灾债券交易。 其中包括本所担任新加坡交易顾问的

以下交易： 

 

• （一家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特殊目的再保险公

司”））发行 7,500 万澳元的 2019-1系列 A 级本金

风险可变利率票据， Insurance Australia Limited、

IAG Re Labuan (L) Berhad 、  Labuan F.T., 

Malaysia 及 代 表 Insurance Australia Group 

Limited 的 IAG Re Singapore Pte Ltd 作为分出保

险公司。这是新加坡首个获金管局许可的特殊目

的再保险公司发行的巨灾债券交易。 此次交易也

是市场上第一只澳大利亚的风险巨灾债券和第一

只以澳元计价的巨灾债券; 

 

• First Coast Re II 发行 1 亿美元的 2019-1 系列本

金风险可变利率票据。这是新加坡首次发行 144A

规则的巨灾债券； 

 

• （一家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发行 1 亿美元的 

2020-1 系列 A 级本金风险可变利率票据，Mitsui 

Sumitomo Insurance Co., Ltd作为分出保险公司； 

 

• Alamo Re II Pte. Ltd. （一家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

发行 4 亿美元的 2020-1 系列 A 级本金风险可变利

率票据。Hannover Ruck SE 作为分出再保险公司； 

 

• Phoenix 1 Re Pte. （一家特殊目的再保险公司） 

发行 42,135,000 美元的 2021-1 系列分红票据，

MS Amlin Asia Pacific Pte. Ltd. 和  MS Amlin 

Labuan Ltd 作为分出保险公司。 本次交易是第一

笔专门针对亚洲房地产巨灾风险的巨灾债券交易。 

 

关于政府发展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融资计划的更多细节，

请参见以下部分。 

 

143  新 加 坡 银 行 协 会 发 布 的 "Handbook on Implementing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实施环境风险管理手册)（2021年

1 月 28 日）（"工作组手册"）。 
144 金管局环境风险管理指引，[3]。 
145 工作组手册，[5.2.3]。 
146 工作组发布的 The Association of Banks of Singap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limate-related Disclosure Document" (新加坡银行协会 

金融机构气候相关披露文件)（2021 年 5 月 19 日）。 
147 前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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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Commercial-Banks/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Guideline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Bank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for-Banks.pdf
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Securities-Futures-and-Fund-Management/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Guideline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for-Asset-Managers.pdf
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Securities-Futures-and-Fund-Management/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Guideline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for-Asset-Managers.pdf
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Insurance/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Guideline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Insurers.pdf
https://www.mas.gov.sg/-/media/MAS/Regulations-and-Financial-Stability/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Insurance/Regulations-Guidance-and-Licensing/Guidelines/Guidelines-on-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Insurers.pdf
https://abs.org.sg/docs/library/handbook-on-implementing-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
https://abs.org.sg/docs/library/handbook-on-implementing-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
https://abs.org.sg/docs/library/financial-institutions-climate-related-disclosure-document.pdf
https://abs.org.sg/docs/library/financial-institutions-climate-related-disclosure-docu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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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绿色金融科技 

 

金管局于 2020年 12月启动了绿洲计划，在新加坡发展

一个充满活力的绿色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绿洲计划旨在

通过以下方式促进一个更绿色的金融生态系统：148  

 

• 为从事绿色和可持续项目的中小型企业和金融科

技公司筹集资金，因为他们往往难以有效地获得

资金； 

 

• 部署技术来收集可靠的数据，以更好地监测对相

关绿色标准和要求的承诺；及 

 

• 探索人工智能和其他技术在第三方数据源的应用，

如评级服务和众包，以量化潜在投资和贷款组合

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环境、社会和治理"）影

响。 

 

(iv) 绿色知识-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 

 

新加坡绿色金融中心是新加坡管理大学和帝国理工学院

商学院的合作项目，预计将在亚洲范围内开展与气候融

资等相关的研究。149  

 

框架  

 

(a) 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尚无立法规定绿色贷款或可持续

挂钩贷款（“SLLs”）的要求。 

 

取而代之的是，根据环境风险管理指引的要求，银行必

须考虑到它们的环境风险。这就要求每家银行必须与其

客户接触，帮助客户改善其环境风险状况，并逐渐过渡

到可持续的商业行为。银行、商业银行和金融公司可以

通过向客户提供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来帮助他们

改善和过渡到更绿色的做法。 

 

工作组开展了一项培训计划，即 2021 年至 2022 年的

能力建设系列，其中包括为金融机构和企业举办的研讨

 
148 “FinTech for an Inclusive Society and a Sustainable Planet” (金融

科技促进包容性社会和可持续的地球) -金管局常务董事 Ravi Menon

先生在 2020 年 12 月 8 日的新加坡金融科技节上的讲话。 
149 金管局新闻稿"Singapore's First Centre of Excellence to Drive 

Asia-focused Green Finance Research and Talent Development" (新

加坡首个推动以亚洲为重点的绿色金融研究和人才开发的卓越中心)

（2020 年 10 月 13 日）。 
150 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贷款市场协会 和 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

"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2021 年 2 月）； 亚太

会、工作坊和电子学习模块，以建设可持续金融的能力。

培训的目的是加强金融机构在环境风险管理方面的能力，

加强他们与环境有关的披露，加深对绿色金融工具的了

解，并使金融机构和企业能够为转型部门定制可持续融

资解决方案。 

 

新加坡的银行所提供的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通常

是基于贷款市场协会（"LMA "）、亚太区贷款市场公

会（"APLMA "）以及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LTSA"）

联合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150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
151  

 

新加坡的许多银行现在都有专门的部门来监督可持续发

展和环境、社会和治理相关的银行产品和服务。 这些

银行有能力制定各自的框架和要求，向各商业部门提供

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 

 

新加坡立杰参与了多项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包

括： 

 

• 为两家新加坡主要银行担任代理，就其作为联合

贷款人和可持续发展协调人，为一家位于新加坡

的发电厂提供 7亿新元的可持续挂钩贷款，用于其

燃气热电联合能源厂。这是新加坡能源行业的第

一个可持续挂钩贷款； 

 

• 为大华银行有限公司提供的 5 亿新元可持续挂钩

定期贷款融资的借款人和担保人担任代理。这是

新加坡房地产行业最大的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双

边贷款之一。 

 

• 为某新加坡主要银行就其向一家在新加坡证券交

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主板上市的房地产投资

信托基金 的受托人提供 3 亿新元的可持续挂钩贷

款担任代理。可持续挂钩贷款的利率与房地产投

资信托基金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披露的特定可

持续发展绩效目标的表现挂钩。  

• 为东南亚某主要太阳能系统开发商、所有者和运

营商担任代理，其以借款人的身份从 ING Bank 

NV 新加坡分行获得 5,000 万新元贷款，用于建设

区贷款市场公会、贷款市场协会  和  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

"Guidance on Green Loan Principles" （绿色贷款原则指引）（2021 

年 2 月）。 
151 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贷款市场协会和银团贷款与交易协会，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

（2021 年 5 月）；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贷款市场协会和银团贷款

与交易协会，"Guidance on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Principles" 

（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指引）（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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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gov.sg/news/speeches/2020/fintech-for-an-inclusive-society-and-a-sustainable-planet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0/singapores-first-centre-of-excellence-to-drive-asia-focused-green-finance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0/singapores-first-centre-of-excellence-to-drive-asia-focused-green-finance
https://www.lsta.org/content/green-loan-principles/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green-loan-principles-g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https://www.lsta.org/content/guidance-on-sustainability-linked-loan-principles-sllp/


 

 

 

 

 

 

 

 
© Rajah & Tann Asia                 32 

和开发新加坡的屋顶太阳能组合项目。这是东盟

第一笔针对屋顶太阳能组合项目的绿色贷款，符

合贷款市场协会和亚太区贷款市场公会于 2018 年

发布的绿色贷款原则。 

 

• 为某新加坡主要银行就新加坡海事行业的第一个

可持续挂钩贷款担任代理。三年期 3000 万欧元

（4780 万新元）等值贷款的特点是利率调整与借

款人的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挂钩，借款人是主

要的海事行业业者。 

 

(b) 绿色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尚无规范绿色债券或可持续挂钩

债券的具体立法框架。 

 

新加坡政府在 2021 年预算案中宣布，它将发行绿色债

券，为选定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为此，已经确定

了总额高达 190亿新元的公共部门绿色项目。财政部表

示，绿色债券的发行将 "作为新币企业绿色债券市场的

参考，包括应用的标准和框架，及实现的收益率"。这

一举措将进一步加强新加坡作为东盟绿色债券市场领导

者的地位。 

 

除绿色债券外，新交所还上市了相当数量的社会债券、

可持续债券和可持续挂钩债券（“可持续挂钩债券”）。 

可持续挂钩债券是新交所广泛的债务证券中最新增加的

品种。我们分别位于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法律团队

Assegaf Hamzah & Partners 和新加坡立杰有限责任合

伙律师事务所，共同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农业食品公司 

PT Japfa Comfeed Indonesia Tbk 发行 3.5 亿美元的可

持续挂钩债券提供咨询，这是迄今为止在新交所上市的

四个可持续挂钩债券之一。 

 

作为对上述支持新加坡绿色和可持续经济努力的补充，

自 2016 年以来，新加坡交易所有限公司（“新交所"）

建立了新交所可持续发展指数，旨在为那些希望投资于

具有良好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的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提

供指导，并提高具有良好环境、社会和治理得分的公司

的形象和曝光率。值得注意的是，iEdge SG ESG 指数

由在新交所上市的股票组成，这些股票是根据

Sustainalytics 制定的透明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进行

筛选的，Sustainalytics 是一家专门从事环境、社会和

 
152 金管局就 2020 年 11 月 24 日出台的 “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津贴

计划”发布的手册。 
153 金管局新闻稿 "MAS Launches World's First Grant Scheme to 

Support Green and 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 （金管局出台全球

首个支持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津贴计划）（2020 年 11 月 24 日）。 

治理研究和分析的全球责任投资研究公司。被纳入

iEdge SG ESG 指数的上市公司被认为是具有既定和领

先的环境、社会和治理实践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领导者。   

 

奖励和计划 

 

(a) 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津贴计划152 

 

作为绿色金融行动计划的一部分，金管局推出了绿色与

可持续挂钩贷款津贴计划（“贷款津贴计划”）。153  

 

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贷款津贴计划作为世界上第一

个旨在发展和支持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增长的同类计划而

引人注目。该计划有两个广泛的目的。首先，帮助有兴

趣获得绿色和可持续融资的企业或金融机构支付聘请独

立服务提供商认证贷款是否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的费用。

第二，激励金融机构制定绿色贷款和可持续挂钩贷款的

框架。 

 

贷款津贴计划有两个计划，计划 A 和计划 B，下面详细

说明。 

 

(i) 计划 A-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  

 

计划 A是在三年内为每笔贷款提供最多 100,000新元的

津贴，以帮助申请人支付一些符合条件的费用，即聘请

可持续发展咨询和评估服务供应商在绿色或可持续挂钩

贷款的发放前和发放后进行某些工作，以验证贷款的绿

色和可持续发展资格。 

 

要获得贷款津贴计划计划 A 下的津贴资格，贷款必须满

足以下主要要求：154  

 

• 借款实体可以是境内或境外的公司或金融机构，

包括国际组织，但不包括主权国家; 

 

• 每笔贷款的期限必须至少为三年，金额至少为

2000 万新元，而且不能是现有绿色和可持续挂钩

贷款的再融资； 

• 贷款总收入的 50%以上必须归属于金融行业激励

计划（"金融行业激励计划"）公司； 

 

154  金管 局网页 "Green and Sustainability-Linked Loans Grant 

Scheme" (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津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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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0/mas-launches-worlds-first-grant-scheme-to-support-green-and-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
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0/mas-launches-worlds-first-grant-scheme-to-support-green-and-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
https://www.mas.gov.sg/schemes-and-initiatives/green-and-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grant
https://www.mas.gov.sg/schemes-and-initiatives/green-and-sustainability-linked-loans-gr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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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持续发展咨询和评估工作必须在新加坡进行；

及 

 

• 在绿色贷款发放前，应进行外部审查，以证明该

贷款符合国际公认的绿色贷款原则； 

 

• 关于可持续挂钩贷款： 

o 在贷款发放前，必须进行外部审查，以证明贷

款符合国际公认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并且该贷

款的全部可持续绩效目标（"可持续绩效目标"）

中至少有两项有助于实现环境目标，或者该贷

款必须有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及 

o 在贷款发放后，必须每年进行一次外部审查，

以核实可持续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 

 

(ii) 计划 B-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框架 

 

计划B是向金融行业激励计划公司155提供津贴，帮助支

付开发绿色和可持续挂钩贷款框架的成本和费用。为中

小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和个人开发的框架有资格获

得 90%的联合资助，总成本的上限为 18 万新元，为期

三年。任何其他框架都有资格获得 60%的联合资助，

总成本的上限为 12 万新元，为期三年。 

 

要获得贷款津贴计划计划 B 下的津贴资格，框架必须满

足以下主要要求：156  

 

• 框架的设计、构思，及对框架下发放的贷款的绿

色或可持续挂钩方面的评估工作，都应在新加坡

进行； 

 

• 50%的可持续评估和咨询工作的总收入必须归属

于新加坡的供应商； 

 

• 在贷款发放前，应进行外部审查，以证明与国际

公认的绿色或与可持续挂钩贷款原则相一致，或

与可持续评估和咨询服务提供商共同创建该框架；

及 

 

• 在贷款发放后，应每年进行一次外部审查，以证

明该框架与国际公认的绿色或可持续挂钩贷款原

则持续一致。 

 

 
155 金融行业激励计划公司是在新加坡设立的持牌金融机构，属于金

融行业激励计划。要了解更多关于该计划的信息，请参见金管局网

页 "Financial Sector Tax Incentive Schemes"（金融业税收优惠计

划）。 

(b) 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  

 

自 2017 年起，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 157为发行前的费用

提供资助，这些费用用于审查发行情况，并证明这些债

券符合任何国际公认的绿色、社会、可持续和可持续挂

钩债券原则。此外，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可持续债

券津贴计划已被扩大到包括债券有效期内的发行后成本。 

 

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有效期至 2023年 5月 31日）旨

在鼓励绿色、社会、可持续和可持续挂钩债券的发行人，

为其聘请外部审查人员以确定其绿色、社会、可持续和

可持续挂钩债券的状况而支付最多 10 万新元的合格费

用。 

 

要获得可持续债券津贴计划下的津贴资格，发行人必须

注意以下主要要求：158  

 

• 在发行前，任何货币的债券发行都必须经过外部

审查，以表明符合国际公认的绿色、社会、可持

续和可持续挂钩原则； 

o 每次发行必须至少为 2 亿新元，或者，至少为

2 亿新元的债券计划，首次发行至少为 2000 万

新元； 

o 每次发行的最低期限为一年； 

 

• 对于可持续挂钩债券，还要求在发行后的前三年

或直到债券的有效期届满（以较早者为准）对债

券进行外部审查； 

 

• 发行后的审查需要由新加坡的外部审查机构进行； 

 

• 发行人可以是首次或再次申请绿色、社会、可持

续和可持续挂钩债券的发行人，并且可以多次申

请津贴；及 

 

• 可持续咨询和评估工作将由新加坡的金融机构提

供。 

 

未来举措/改革 

 

(a) 新加坡金融机构的拟议分类法 

 

2021 年 1 月 28 日，工作组发布了一份针对新加坡金融

机构的拟议分类法，以征求公众意见。拟议分类法有助

156 前注 131。 
157 金管局网页"Sustainable Bond Grant Scheme"(可持续债券津贴计

划)。 
158 前注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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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gov.sg/schemes-and-initiatives/financial-sector-tax-incentive-schemes/financial-sector-incentive-sch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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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些机构识别绿色活动或正在向绿色目的过渡 

的活动。159  

 

如果人们希望在全球市场上保持一致，那么在其他地方

已经/正在制定分类法（即欧盟（"欧盟"）分类法条例）

的情况下，制定一个新的分类法，可能会令人 

惊讶。 160  

 

然而，开展这个项目是有充分理由的：161  

 

• 第一，考虑到欧盟与亚洲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期

望值不同，为总部设在新加坡的金融机构制定自

生形式的分类标准可能是合适的。 

 

• 第二，新加坡的机构需要考虑其他框架内的环境

目标（有背景），并评估它们是否与我们地区的

社会经济利益相一致。 

 

• 第三，制定一个考虑到东盟地区社会经济利益的

分类法（有上下文）可能会增加我们地区的采用

率。 

 

• 最后，拟议分类法还可以规避现有分类法中可能

发现的任何隐患（通过公众咨询或已采纳欧盟分

类法条例的人的经验）。一些领域已经确定，例

如需要改进披露和报告标准，根据我们地区特有

的部门和行业进行定制分类等。 

 

截至本指南发布之日，工作组尚未对根据咨询文件收到

的关于拟议分类法的反馈意见做出回应。由于人们对绿

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兴趣日益浓厚，工作组认为市场参与

者可能会有本末倒置的风险，尤其是在产品、术语和误

解在市场上泛滥之前，没有制定适当的分类标准。 162

我们期待着公众咨询的结果，并希望在新加坡乃至更广

泛的东盟地区范围内，分类标准的制定将促进可持续融

资的可持续发展。 

 

(b) 高质量碳信用的全球交易所和市场 

 

2021 年 5 月 20 日，新交所宣布，它正在通过星展银行、

新交所、渣打银行和淡马锡的合资企业开发一个碳交易

所和市场-气候影响 X（"气候影响 X"）。 

 

 
159  金管局新闻稿  "Industry taskforce proposes taxonomy and 

launches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handbook to support 

green finance"（行业工作组提出分类标准并推出环境风险管理手册

以支持绿色金融）（2020 年 1 月 28 日）。 

为了成为高质量碳信用的全球交易所和市场，气候影响

X 将建立交易所和项目市场，目标是在 2021 年底推出。

交易所将通过标准化的合同促进大规模高质量碳信用的

销售，主要满足跨国公司和机构投资者的需求。项目市

场将迎合更广泛的寻求参与自愿碳市场的企业，提供经

过精心挑选的自然气候解决方案项目，以帮助实现其可

持续目标。 

 

气候影响 X将帮助企业处理碳排放问题，并将鼓励全球

更多的碳信用项目，这需要一个充满活力的可持续金融

生态系统的支持。

160 新加坡银行协会，工作组关于 "Identifying a Green Taxonomy and 

Relevant Standards for Singapore and ASEAN" （确定新加坡和东

盟的绿色分类标准和相关标准）的咨询文件（2021年1月），[17]。 
161同上，[40]-[46]。 
162 同上，[114]-[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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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mas.gov.sg/news/media-releases/2021/industry-taskforce-proposes-taxonomy-and-launches-environmental-risk-management-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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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 

 
163 泰国银行家协会"Sustainable Banking Guidelines – Responsible 

Lending" （可持续银行指引-负责任的贷款）（2019 年 8 月 13 日）。 

概况 

 

近年来，随着企业开始处理可持续发展原则并将其纳入

其业务中，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泰国得到了重视。银行、

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也在为可持续发展的融资行为提供

更多的支持，以加强监管机构和行业在这方面的合作，

提高泰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发展。 

 

框架  

 

目前，泰国没有直接针对可持续金融的法律。 然而，

泰国银行家协会和泰国银行（“泰国银行”）认识到采用

可持续商业业务来应对环境、社会和治理（“环境、社

会和治理”）风险的重要性，并发布了许多指导方针和

政策来提高人们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认识，并支

持泰国的可持续金融。 下面列出了一些促进泰国可持

续金融的现有指导方针和政策。 

 

(a) 泰国银行家协会可持续银行准则 - 负责任的贷款  

 

2019 年 8 月中旬，泰国银行家协会发布了可持续银行

业指引--负责任的借贷。163这些指引旨在为泰国的银行

制定负责任贷款行为的最低标准。 

 

根据这些指引，"负责任的贷款 "涵盖了重大的环境、社

会和治理问题，如气候变化、海洋健康、人权和反腐。

这些指引还强调了银行应采纳的四个要素，以确保它们

充分管理与贷款活动相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即： 

 

• 领导力和负责任的贷款承诺； 

• 利益相关者的参与； 

• 内部实施机制；及 

• 透明度。 

 

(b) 泰国银行关于市场行为的通知 

 

在采用可持续金融时，企业应努力实现更深入的目标，

而不仅仅是为营销目的建立品牌声誉。企业应将可持续

发展原则纳入其业务，以确保其最终客户得到良好的保

护。 

 

泰国银行承认鼓励金融服务提供商以更负责任和合乎道

德的方式迎合客户的重要性，以推动和保持可持续的业

务运营。 因此，2018 年初，泰国银行发布了 SVG 

1/2561 号通知关于市场行为的规定，以鼓励金融服务

泰
国
 

http://www.tba.or.th/wp-content/uploads/2019/08/Guidelines-ResponsibleLend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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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商采取公平和负责任的市场行为并进行适当的管理，

以促进可持续经济并确保客户的安全和福利 .164  

 

该通知为各种问题设定了最低标准，范围从金融服务提

供商的高级管理层和董事会的公司结构和职责、客户细

分和薪酬计划，到销售流程和数据隐私。 

 

这些指引应使企业和金融服务提供商在披露产品信息和

服务质量数据方面承担一定的责任，以确保其客户能够

充分掌握信息，对产品或服务做出明智的决定。 

 

(c) 基本银行账户的协议备忘录  

 

实现可持续的银行和金融体系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到从根

本上确保所有泰国人都能获得安全和负担得起的基本金

融服务。 

 

为此，泰国银行与 16 家银行联手，提供免收存款费用

的基本银行账户，并免除最低余额要求。165  该计划于

2018 年年中推出，最初针对的是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和享受泰国政府福利和补贴计划的低收入者的需求。 

 

该计划旨在使人们能够获得基本的银行和金融服务，作

为个人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并作为打击社会不平等和推

动泰国国内金融可持续性的一个步骤。最终，该计划将

在支持泰国的可持续和广泛的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d) 可持续金融交易的趋势 

 

自 2018 年以来，泰国已经发行了一些绿色债券、社会

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以资助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事

业。166 在 2020 年，泰国评级和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TRIS"）是财政部和泰国银行为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

展而发起设立的信用评级机构，出台了本地绿色债券验

证机构。该绿色债券验证机构由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

 
164 泰国银行关于"Notification No. SVG 1/2561 Re: Regulations on 

Market Conduct"(市场行为法规的第 SVG 1/2561 号通知)（2018 年 

1 月 12 日）。 

165  泰国银行新闻稿 "Press News No. 46/2561: Basic Banking 

Account"(新闻第 46/2561 号：基本银行账户)（2018 年 7 月）。 

166 东盟资本市场发展工作委员会"Report on Promoting Sustainable 

Finance in Asean"(关于促进东盟可持续金融的报告)（2020 年 4 月 

29 日）。 
167 曼谷邮报文章“Tris Rating debuts green bond verifier" (Tris 评级推

出绿色债券验证机构)（2020 年 11 月 20 日）。 
168 同上。 
169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是一个国际组织，旨在促进对快速过渡到低碳

和气候适应性经济所需的项目和资产的投资。它负责管理国际气候

债券标准和认证计划。 

是 促 进 和 推 动 泰 国 国 内 绿 色 债 券 融 资 的 一 项 

新服务。167 这意味着本地绿色债券核查过程中的成本

节约，因为每次发行中 TRIS 的核查费用大大低于国际

核查费用。168 经认证的气候债券和经认证的气候贷款

正在泰 国加速发展。 例如，在 2020 年下半年，泰国

政府发行了 300 亿泰铢的可持续发展债券，该债券由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169 为建设曼谷大众捷运橙线

筹集资金，170  亚洲开发银行（ “亚行 ”）已同意  向

Energy Absolute Public Company Limited（ “Energy 

Absolute PCL”）提供绿色贷款，为泰国正在进行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和全国电动汽车充电网络提供资金。这笔 

15 亿泰铢的绿色贷款是气候债券倡议组织认证的气候

贷 款 ， 是 亚 洲 第 一 家 获 得 此 类 证 书 的 

贷款。171 Energy Absolute PCL 还发行了若干绿色债券，

其收益用于资助与可再生能源相关的项目和资产。 

 

奖励和计划 

 

(a) 对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性债券发行的奖励措施  

 

随着重点开始转向可持续发展，监管机构也提供奖励措

施，以创造更多机会并支持公司为实现可持续金融所做

的努力。 值得注意的是，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泰国

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为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的

发行制定了许多指导方针和奖励措施。 2019 年 5 月，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关于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发

展债券的发行和发售指引，以鼓励对有助于环境保护和

社会发展的项目进行融资。172 

 

SEC 还批准了泰国债券市场协会（"泰国债券市场协会

"）在泰国发行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性债券的奖励计划。

2019 年 2 月，泰国债券市场协会发布通知，免除绿色、

社会和可持续债券发行的申请费用，173以支持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债券发行，降低筹资成本。到期日超过 7 年

的债券的年度注册费也被免除，以鼓励长期的可持续金

170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新闻稿 "Thai Govt Marks 2020 with Certified 

Sovereign Green Issuance: Commitment to Recovery, Sustainability, 

Infrastructure"（泰国政府以经认证的主权绿色发行来标记 2020 年。

对复苏、可持续发展和基础设施的承诺）（2020 年 12 月 9 日）。 
171  亚行新闻稿  "ADB, Energy Absolute Sign Green Loan for 

Renewable Energy and Electric Vehicle Charging Network"（亚行与

Energy Absolute 签署可再生能源和电动汽车充电网络的绿色贷款）

（2021 年 2 月 11 日）。 
172 “SEC Guidelines on Issuance and Offer for Sale of Green Bond, 

Social Bond and Sustainability Bond“(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绿色

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发展债券的发行和发售要约的指引)。 
173 “Notification of the Thai BMA Re: Setting the Registration Fees for 

Green, Social and Sustainable Bonds” （泰国债券市场协会通知：关

于设定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的注册费）（2019 年 2 月 14 日）。 

泰
国
 

 

https://www.bot.or.th/Thai/FIPCS/Documents/FPG/2561/EngPDF/25610034.pdf
https://www.bot.or.th/Thai/FIPCS/Documents/FPG/2561/EngPDF/25610034.pdf
https://www.bot.or.th/Thai/PressandSpeeches/Press/News2561/n4661t.pdf
https://www.bot.or.th/Thai/PressandSpeeches/Press/News2561/n4661t.pdf
https://asean.org/storage/2012/05/Report-on-Promoting-Sustainable-Finance-in-ASEAN-for-AFCDM-AFMGM.pdf
https://asean.org/storage/2012/05/Report-on-Promoting-Sustainable-Finance-in-ASEAN-for-AFCDM-AFMGM.pdf
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20/12/thai-govt-marks-2020-certified-sovereign-green-issuance-commitment-recovery-sustainability
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20/12/thai-govt-marks-2020-certified-sovereign-green-issuance-commitment-recovery-sustainability
https://www.climatebonds.net/2020/12/thai-govt-marks-2020-certified-sovereign-green-issuance-commitment-recovery-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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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务。 174 这些奖励措施将适用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

前已注册的债券。175  

 

(b) 泰国可持续投资（“泰国可持续投资”）名单  

 

对企业来说，另一个有形的可持续金融奖励措施是被列

入泰国证券交易所（"泰国证券交易所"）的泰国可持续

投资（"泰国可持续投资"）名单。可持续投资的趋势在

不断上升，投资者在探索和评估现有机会时注重环境、

社会和治理标准。  

 

为了支持泰国在可持续融资和吸引采取负责任投资方式

的投资者方面所做的努力，泰国证券交易所创建了泰国

可持续投资名单，其中包括泰国具有可持续商业运作的

上市公司。176  泰国可持续投资名单是公司吸引那些有

兴趣将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其投资战略的投资者的一个

渠道。   

 

首次创建于 2015 年，泰国证券交易所持续更新泰国可

持续投资名单，作为对公司发展可持续商业行为的持续

奖励和鼓励泰国金融业发展的一种手段。要列入该名单，

公司必须符合泰国证券交易所的资格标准和评估方法，

包括审查公司在经济（包括公司治理）、环境和社会指

标方面的可持续发展绩效。 

 

未来举措/改革 

 

2019 年底，泰国银行 与国际金融公司（“国际金融公

司”）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以进一步推动可持续金

融在泰国的影响。 177 此次合作旨在努力应对环境、社

会和治理风险，并鼓励金融行业采取更可持续的做法。 

 

其中一些成果包括制定可持续金融政策路线图，并将更

多的资本引向具有环境和社会效益的部门和项目。将资

本获取与可持续发展绩效联系起来，本身就会激励企业

和终端客户帮助解决和应对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的挑

战。 

 

展望未来，有关方面正在讨论对现有法规进行进一步的

修改。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最近举行了一次公开

 
174 同上。 
175 “Notification of the Thai BMA Re: Setting the Registration Fees for 

Green, Social and Sustainable Bonds (No. 2)”（泰国债券市场协会通

知：关于设定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的注册费（第 2 号））

（2019 年 3 月 26 日）。 
176 泰国证券交易所网页“"Thailand Sustainability Investment (THSI) 

List"（泰国可持续发展投资名单）。 

177 泰国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联合发布的新闻稿"IFC and Bank of 

Thailand Join Hands to Accelerate Sustainable Finance in 

听证会，该听证会于 2020年 12月结束，内容是对可持

续发展相关债券（"可持续发展相关债券"）的发行和销

售条例的拟议修改。178 鉴于可持续发展相关债券的性

质，这些变化将帮助企业轻松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而

无需筹集资金来资助特定的可持续项目。 

 

随着社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不断提高，主要参与者对

其决策和做法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有了更多的认识，新

的标准和准则也将被创建，以指导企业朝着正确的方向

为更可持续的经济作出贡献。 

 

 

 

Thailand"(国际金融公司和泰国银行联手加速泰国的可持续发展金融)

（2019 年 11 月 27 日）。 

178 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咨询文件第 38/2563 号：" SEC hearing on 

proposed regulations related to issuance and offer for sale of 

Sustainability-Linked Bond"(泰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就与可持续发展相

关债券的发行和发售有关的拟议法规举行听证会)（2020 年 12 月 21

日）。 

泰
国
 

 

https://www.setsustainability.com/libraries/710/item/thailand-sustainability-investment-lists
https://www.setsustainability.com/libraries/710/item/thailand-sustainability-investment-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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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 

 
179 “Decision No. 1393/QD-TTg of the Prime Minister on approval of 

the National Green Growth Strategy”（总理关于批准《国家绿色增长

战略》的第 1393/QD-TTg 号决定）（2012 年 9 月 25 日）。 
180  “Decision No. 622/QD-TTg of the Prime Minister issuing the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genda”（总理发布实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家

行动计划的第 622/QD-TTg 号决定）（2017 年 5 月 10 日）。 
181 “Decision No. 1552/QD-NHNN of SBV on introducing the action 
plan of the banking sector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green growth by 2020”（越南国家银行关于出台银行业到 2020 年

实施绿色增长国家战略的行动计划的第 1552/QD-NHNN 号决定）

（2015 年 8 月 6 日）。 

概况 

 

在国家层面，越南的可持续发展目前是由(i) 2011-2020 

年国家绿色增长战略和 2050 年愿景（“绿色增长战略”）
179及(ii) 越南政府与联合国合作制定的 2030 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2030 年议程"）推动的，以期在 2030 年前实

现某些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80  

 

作为 2030 年议程的一部分，越南将 17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国有化，其中包括 115 个具体发展目标，作为其

综合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 17 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在环境和社会 (“环境和社会”) 政策方面范围广泛，不仅

涉及可持续发展和金融，还涉及消除贫困、改善营养、

实现性别平等、减少社会不平等和改善教育等社会方面

的考量。 

 

作为越南中央银行的越南国家银行（“越南国家银行”），

在批准 2030 年议程时，已采取措施鼓励信贷和金融机

构开发产品、计划和服务，向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增长重

点项目和企业提供贷款、激励或其他帮助。181越南国

家银行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支持越南的可持续发展

倡议，以进一步鼓励和激励绿色信贷流动182此类信贷

计划与越南国家化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相一致。在越南国

家银行 2025年最新发展战略中（2030 年愿景），其已

将促进绿色信贷和绿色银行业务列入其议程。183    

 

此外，2020年11月17日，新的《环境保护法》颁布，

并将于 202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184  与之前的法律相

比，新法引入了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作为环境保护的资

源。它还将为发放绿色信贷和鼓励此类绿色信贷的机制

制定进一步的路线图。 

 

 

 

 

 

 

 

182 ”Decision No. 1604/QD-NHNN of SBV on approving the scheme 

for green banking growt 和”（越南国家银行关于批准绿色银行增长计

划的第 1604/QD-NHNN 号决定）（2018 年 8 月 7 日）。 
183  " Decision No. 986/QD-TTg of SBV on approval to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Vietnam banking sector to 2025 with a 

vision to 2030"(越南国家银行关于批准越南银行业到 2025 年的发展

战略和到 2030 年愿景的第 986/QD-TTg 号决定)（2018 年 8 月 8 

日）。 
184 Law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o. 72/2020/QH14《环境保护

法》第 72/2020/QH14 号（2020 年 11 月 17 日）。 

越
南
 

https://climate-laws.org/geographies/vietnam/policies/vietnam-s-green-growth-strategy-and-related-pm-decisions
https://climate-laws.org/geographies/vietnam/policies/vietnam-s-green-growth-strategy-and-related-pm-decisions
https://vietnam.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8/ke%20hoach%20hanh%20dong%20quoc%20gia_04-07-ENG_CHXHCNVN.pdf
https://vietnam.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8/ke%20hoach%20hanh%20dong%20quoc%20gia_04-07-ENG_CHXHCNVN.pdf
https://vietnam.un.org/sites/default/files/2020-08/ke%20hoach%20hanh%20dong%20quoc%20gia_04-07-ENG_CHXHCNVN.pdf


 

 

 

 

 

 

 

 
© Rajah & Tann Asia                 39 

(a) 挑战 

 

随着越南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日

益明显，2030 年议程面临诸多挑战，即： 

 

• 成倍增加的能源需求； 

• 过度依赖煤炭和石油作为主要能源，以及对这些

能源的需求不断增加； 

• 私营部门参与不足； 

• 法律框架不健全；及 

• 缺乏预算。 

 

(b) 机遇 

 

越南的目标是到 2030 年拥有 6,200MV 的风能 

容量。185  然而，截至 2018 年，77 个注册的工业风力

项目中只有 3 个已经完成并与国家电网并网。生物质能

和太阳能的目标也达不到要求。 

 

尽管如此，越南被认为为可持续金融、气候智能型农业

和可再生能源提供了广泛的潜力，因为该国正在努力更

好地实施指导性框架，同时还得到了该国相对强大的信

息技术基础设施的支持。 

 

因此，Rajah & Tann LCT Lawyers 正准备支持越南清

洁能源行业的发展。Rajah & Tann LCT Lawyers 已在

该行业的交易中担任顾问，包括为以下机构提供服务： 

 

• CMX Sunseap Vietnam Solar Power 为其位于宁

顺省的 1.5 亿美元太阳能项目融资； 

 

• 中国电力公司为多个项目提供融资，包括 Dau 

Tieng 1、Dau Tieng 2 和 Dau Tieng 3 太阳能农场

（420MW）、Truong Tra Vinh V1-2 海上风力项

目（48MW）、Bac Lieu 风力发电厂（141MW）

和 Soc Trang 风力发电厂（30MW）； 

 

• 马来西亚清洁能源公司以 3000 万美元收购越南水

电项目公司； 

 

• 马来亚银行为 Song Ma提供 2000万美元的贷款，

用于 Van Chan 水电站的融资； 

 
185  联合国与规划和投资部合作，"Viet Nam's Voluntary National 

Review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越南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实施情况的自愿国家审查）

（2018 年 6 月），第 48 页。 

• 某越南开发商将其两个 Van Giao 太阳能发电项目

（100MW）脱售给某泰国投资者；及 

 

• 某澳大利亚太阳能公司与越南合作伙伴建立合资

企业，在越南中部开发屋顶太阳能项目 

 

框架 

 

(a) 国际框架 

 

越南了解区域和国际相互联系的必要性，以满足其可持

续发展和金融需求，并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制

定其可持续发展计划。 

 

越南是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可持续发展银行网络”）

的成员，该网络目前由来自 41 个新兴市场的 57 个金

融监管机构和银行协会组成。186 越南国家证券委员会

也是东盟资本市场论坛（“东盟资本市场论坛”）的成员，

该机构的主要目标是发展一个有深度、流动性和一体化

的区域资本市场。ACMF 的举措之一是促进该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它已经制定了准则或标准来规范和指导社会、

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债券的发行。187 

 

(b) 地方框架 

 

越南寻求与全球环境和社会标准及最佳市场实践接轨。

成功的 ESG 整合取决于成功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信贷

机构和金融机构的适当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以及政府

为支持这一目标而发布的指令的执行。这些指令和政府

的举措为金融机构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方面设定了量

化目标，下面将讨论这些目标。 

 

(i) 国家绿色增长战略 

 

推动越南可持续发展的绿色增长战略提出了几个重要的

观点、目标和战略任务，以实现这一目标。 

 

增长战略将绿色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优先事项，

并着眼于让人民、各级政府、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参与

这项国家努力。188  绿色增长战略的总体目标是使绿色

增长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模式，具体目标是调整经济

结构以适应这些目标。 绿色增长战略中提出的战略任

186  可持续银行网络  (SBN) 主页， "SSBN — An Innovat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World Bank Group" （SSBN — 

世界银行集团国际金融公司的创新）。 
187  ACMF 网页"Initiatives: Sustainable Finance" (倡议：可持续发展

金融)。 
188 前注 156。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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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vietnam.un.org/en/4122-viet-nams-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ext=Viet%20Nam's%20Voluntary%20National%20Review%20on%20the%20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Goals,-In%20our%20endeavour&text=The%20National%20Action%20Plan%20emphasizes,local%20levels%20in%20SDG%20implementation.
https://vietnam.un.org/en/4122-viet-nams-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ext=Viet%20Nam's%20Voluntary%20National%20Review%20on%20the%20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Goals,-In%20our%20endeavour&text=The%20National%20Action%20Plan%20emphasizes,local%20levels%20in%20SDG%20implementation.
https://vietnam.un.org/en/4122-viet-nams-voluntary-national-review-implementation-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ext=Viet%20Nam's%20Voluntary%20National%20Review%20on%20the%20Implementation%20of%20the%20Sustainable%20Development%20Goals,-In%20our%20endeavour&text=The%20National%20Action%20Plan%20emphasizes,local%20levels%20in%20SDG%20implementation.
https://www.sustainablebankingnetwork.org/
https://www.sustainablebankingnetwork.org/
https://www.theacmf.org/initiatives/sustainabl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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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围绕着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和促进使用清洁和可再

生能源的需要。 实现这一战略的一个途径是刺激外资

和国内企业投资绿色经济发展。 

 

根据这一目标，越南国家银行发布了一项指令，要求信

贷机构审查、调整和完善符合绿色增长目标的体制框架，

并资助和支持有意实施绿色增长的环保项目或 

企业。189 

 

(ii) 可持续农业发展 

 

越南已将可持续农业发展作为其可持续发展框架的一个

主要内容来优先考虑。所做的努力包括在农村地区实施

可持续的减贫政策190批准一项旨在提高附加值和可持

续发展的农业结构调整计划，191 以及其他侧重于发展

高科技农业和加强科学、技术和技术进步在生产方式上

的应用的计划。 

 

(iii) 2030 年议程  

 

2030 年议程由计划投资部牵头，省级计划投资部门协

助。 国民议会负责监督其实施，并设有一个跨部门工

作组，在各机构之间进行协调。 由越南工商会领导的

越南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负责参与和协调商界和私营

部门。 

 

越南国家银行参与指导银行业实现 2030 年议程和越南

的国有化可持续发展目标。192 

 

监管机构通过设定到 2025 年的两个目标，力求将 ESG 

风险考虑纳入贷款决策，即 (i) 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

和管理体系，以及 (ii) 将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纳入信用

风险评估流程。 

 

 

 

 

 
189 ”Directive No. 03/CT-NHNN of SBV on promoting green credit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 social risks management in credit 

granting activities”（越南国家银行关于在授予信贷活动中促进绿色信

贷增长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的第 03/CT-NHNN 号指令）（2015 年 3 

月 24 日）。 
190  “Resolution 80/NQ-CP of the Government of Vietnam on 

sustainable poverty reduction”（越南政府关于可持续减贫的第 

80/NQ-CP 号决议）（2011 年 5 月 19 日）。 
191  “Decision 899/QD-TTg of the Prime Minister approving the 
detailed plan on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radiation in 
meteorology, hydrology, geology, mineralo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rough 2020"(总理批准到 2020 年在气象学、水文学、地

(c) 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 

 

(i) 绿色债券  

 

政府旨在根据《环境保护法》规范绿色债券的发行。 

 

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绿色债券市场发展的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引导企业披露信息，提供绿色金融活动的

透明度。 绿色债券市场募集资金分配机制和政策旨在

促进发行人通过发行债券筹集资金开展绿色项目。193  

 

然而，目前政府还没有制定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来支

持绿色债券的发行。在缺乏明确的报告准则和适用国

际标准的机制的情况下，发行绿色债券仍然具有挑战

性--后者的部分原因是缺乏独立的组织，如信用评级机

构来评估这些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指标。 

 

目前，《环境保护法》只是笼统地要求发行人向投资者

提供投资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和环境许可信息，以及发

行绿色债券所筹资金的用途信息。预计政府将发布进一

步的指导意见，详细说明此类发行的标准和程序。 

 

(ii) 绿色信贷计划   

 

越南银行历来为大型国有企业和传统企业提供融资。 

然而，建立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

效率和推广绿色信贷计划，这是越南国家银行的首要

政策重点之一。 194 乐观的是，这将为涉及可持续金融

等创新领域新技术的项目打开融资之门。  

 

除绿色债券外，《环境保护法》还规范了绿色信贷的发

放。 它将要求信贷机构遵守有关贷款活动中环境风险

管理的规定。 这些规定将由越南国家银行的行长发布。 

 

质学、矿物学和环境保护方面发展和应用辐射的详细计划的第 

899/QD-TTg 号决定)（2011 年 6 月 10 日）。 
192 " Decision No. 1731/2018/QD-NHNN of SBV approving the Action 
Plan of the banking sector towards the 2030 agenda and Vietnam 

SDGs" (越南国家银行批准银行业实现 2030 年议程和越南可持续发

展目标的行动计划的第 1731/2018/QD-NHNN 号决定)（2018 年 8 月 

31 日）。 
193 " Decision No. 1191/QD-TTg of the Prime Minister approving the 
roadmap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ond market in 2017 – 2020 

(with a vision to 2030)"(总理批准 2017-2020 年债券市场发展战略规

划（2030 年愿景）的第 1191/QD-TTg 号决定)（2017 年 8 月 14 

日）。 
194前注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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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https://www.sbv.gov.vn/webcenter/portal/en/home/sbv/news/news_chitiet?leftWidth=20%25&showFooter=false&showHeader=false&dDocName=CNTHWEBAP0116211775554&rightWidth=0%25&centerWidth=80%25&_afrLoop=21707618864356297#%40%3F_afrLoop%3D21707618864356297%26centerWidth%3D80%2525%26dDocName%3DCNTHWEBAP0116211775554%26leftWidth%3D20%2525%26rightWidth%3D0%2525%26showFooter%3Dfalse%26showHeader%3Dfalse%26_adf.ctrl-state%3D1f2e3ybzp_9
https://www.sbv.gov.vn/webcenter/portal/en/home/sbv/news/news_chitiet?leftWidth=20%25&showFooter=false&showHeader=false&dDocName=CNTHWEBAP0116211775554&rightWidth=0%25&centerWidth=80%25&_afrLoop=21707618864356297#%40%3F_afrLoop%3D21707618864356297%26centerWidth%3D80%2525%26dDocName%3DCNTHWEBAP0116211775554%26leftWidth%3D20%2525%26rightWidth%3D0%2525%26showFooter%3Dfalse%26showHeader%3Dfalse%26_adf.ctrl-state%3D1f2e3ybzp_9
https://www.sbv.gov.vn/webcenter/portal/en/home/sbv/news/news_chitiet?leftWidth=20%25&showFooter=false&showHeader=false&dDocName=CNTHWEBAP0116211775554&rightWidth=0%25&centerWidth=80%25&_afrLoop=21707618864356297#%40%3F_afrLoop%3D21707618864356297%26centerWidth%3D80%2525%26dDocName%3DCNTHWEBAP0116211775554%26leftWidth%3D20%2525%26rightWidth%3D0%2525%26showFooter%3Dfalse%26showHeader%3Dfalse%26_adf.ctrl-state%3D1f2e3ybzp_9
http://vbpl.vn/TW/Pages/vbpqen-toanvan.aspx?ItemID=10745
http://vbpl.vn/TW/Pages/vbpqen-toanvan.aspx?ItemID=10745
https://www.ecolex.org/details/legislation/decision-no-899qd-ttg-approving-the-detailed-plan-on-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radiation-in-meteorology-hydrology-geology-mineralog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rough-2020-lex-faoc105087/
https://www.ecolex.org/details/legislation/decision-no-899qd-ttg-approving-the-detailed-plan-on-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radiation-in-meteorology-hydrology-geology-mineralog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rough-2020-lex-faoc105087/
https://www.ecolex.org/details/legislation/decision-no-899qd-ttg-approving-the-detailed-plan-on-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radiation-in-meteorology-hydrology-geology-mineralog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rough-2020-lex-faoc105087/
https://www.ecolex.org/details/legislation/decision-no-899qd-ttg-approving-the-detailed-plan-on-development-and-application-of-radiation-in-meteorology-hydrology-geology-mineralogy-and-environmental-protection-through-2020-lex-faoc105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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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绿色和可持续发展指数 

 

在越南，绿色指数与可持续发展指数相结合，形成绿色

和可持续指数（“VNSI”），追踪在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

（HOSE）上市的选定可持续发展公司的表现。  自 

2017 年推出以来，VNSI 已成为可持续金融市场投资者

的有效参考工具。 

 

奖励和计划 

 

根据最近的《2020 年投资法》，195 生产和提供满足环

境保护要求的技术、设备、产品和服务的企业（根据环

境保护法）将有资格获得投资奖励。涉及以下相关业务

领域的企业也将获得奖励，其中包括： 

 

• 新材料、新能源、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生产； 

• 制造节能产品；及 

• 废物的收集、处理、回收或再利用。 

 

这些奖励措施通常包括企业所得税的豁免或减免。 

 

《环境保护法》196还为国家提供环境保护的奖励和援

助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开展合格的环境保护活动的实体

将有权获得特定的奖励和援助，这些奖励和援助将根据

越南每个时期的环境保护政策进行调整。  

 

未来举措/改革 

 

根据《环境保护法》，政府将就围绕环境保护的奖励和

援助的规定发布进一步的指导意见。因此，在适当的时

候，可能会颁布更明确的此类奖励措施的范围（和资格

标准）。 

 

《环境保护法》还计划： 

 

• 授予绿色信贷及这种授予机制的路线图；及 

• 为绿色债券的发行者和投资者提供奖励措施，具

体细节有待由政府发布。 

 

 
195  Law on Investment No. 61/2020/QH14 《 投 资 法 》 第 

61/2020/QH14 号（2020 年 6 月 17 日）。 

196 前注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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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杰亚洲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律所网络 

 

成员律所根据当地相关法律要求独立组建和监管。 成员律所提供的服务受成员律所与客户之间的委托条款约束。 

 

本指南仅旨在提供一般信息，不提供任何建议或建立任何关系，无论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立杰亚洲及其成员律所不接受且完全拒绝因访问或

依赖本指南而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任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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