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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绿中心气候与金融政策研究

以全球视野展开立足本土的研究，推动有效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并实现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多方对

话，使多元观点交汇，促成积极改变。

我们努力推动中国向着更可持续的、公平的、具有气候韧性的、且降低对全球生态足迹的方向转型与

发展。

创绿中心

是一个扎根本土，放眼全球的环保公益组织。我们相信人类的发展应以生态为本，解决环境问题须多

方协力。机构旨在提供创新的工具和渠道促进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融合社会、企业和政府的力量，共

同推动中国的绿色转型。

所有文章可点击电子版链接或在官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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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气候公正- 达成2015全球气候协议的关键

对“气候公平”展开解读，贡献于UNFCCC“德班加强行动

平台”的关于“责任分担”的讨论。研究回顾与分析了传统的“

公平”思潮和《公约》文本，结合可持续发展大背景，重新架构

了“气候公平”的原则，并识别出即在的责任分担指标，推动

2015年前达成全球新气候协定。借助全球气候治理下气候公平

的讨论，亦希望对“公平”的思考和实践能延伸到国内气候的层

面，使政策制定与执行充分考虑区域发展不平衡和生态脆弱性地

区及贫困群体，避免或减少气候变化对弱势群体带来的重袭。

相关文章：

我们在谈气候公正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

什么是公正？

解决历史责任问题需要大智慧

观点透视 
通过对气候变化、可

持续金融的研究与再

解读，参与到多元讨

论，推动有效的政策

制定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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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助力中国能源转型——中资银行支持可再生能源行业研究

中国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十二五”规划明确了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达到11.4%的目标。为实现由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能源转型目标，银行贷款作为能源融资的主要

渠道，对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支持程度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能源目标的决定性因素。研究围绕银行业与

气候变化间的关系进行分析，通过对香港上市的中资银行在可再生能源贷款及银行政策的研究和比

较，探讨中国银行业及其利益相关者应发挥的作用，以助力国家低碳能源转型，实现气候保护目标。

1.3 中国碳市场民间观察 2013

2013年是试点启动碳交易的“元年”，对未来中国的碳价格体系具有先行先试的示范效应。在

参考国际经验和充分吸收各方专家的意见基础上，创绿着手搭建了评估中国碳市场的框架体系。评

估体系涵盖四大领域，包括机制设计、机制执行、市场表现、信息透明度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在四

大领域内又分别设定了具体指标，对2013年碳交易七个试点的运作进行分析和评价，指出中国碳市

场存在的潜在风险和挑战并提出改进建议。

1.4 中国矿业“走出去”的监管、政策及实践分析

报告介绍中国矿业的发展和在全球投资现状的同时，梳理了矿业项目产生的潜在环境和社会影

响以及国际和国内相关监管的准则及法规。研究分别对中国企业在福建、秘鲁、柬埔寨、老挝进行

投资的矿业项目进行调研，通过案例比较，了解到现阶段中国企业的矿业投资在环境、社会方面的

表现还有不尽人意之处，对中国矿业“走出去”进程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与建议。

以下研究报告可在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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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中国在全球的环境足迹”学习交流（2012-2013）

“中国在全球的环境足迹”学习交流计划启动于2012年，旨

在提升中国民间对中国海外投资和援助、全球金融治理等议题的

全方面了解，增进中国与国际民间组织间的互信与合作，共同推

动中国在全球的环境治理。该计划通过主题论坛、读书推荐等形

式展开。启动至今共举办了五期圆桌，参与者来自民间组织、政

策研究机构、学者、媒体、企业等，主题如下：

1. 非洲资源诅咒与境外投资风险 

2. “知晓银行的借贷”——绿色信贷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3. 沟通与尊重——化解中国企业境外投资与当地社区误解的关键 

4.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经济 

5. 中国与全球的气候融资 

多元对话
组织知识分享和议题

讨论，积极推动民间

机构、政府、企业、

学术界、媒体等在全

球气候、金融治理上

的交流与思考。

1

2

3

1. 黄河边排放未脱硫废气的电厂　 摄/创绿　 2013年8月

2. 中国气候政策小组　 摄/创绿

3. 中美水源能源论坛工作组　 摄/创绿　 2013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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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水源-能源圆桌论坛 （2013年8月）

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中国环境论坛 (The Woodrow Wilson Centre-China 

Environment Forum)合作组建了10人的中、美水源-能源专家团队(China WET)。8月

期间，在北京展开8场密集的“水源-能源”为主题的利益相关者圆桌论坛。此次

论坛旨在参与机构和学者间交流经验，对能源发展带来的水资源挑战展开对话，以

期为中国的能源，特别是煤炭产业发展面临的水资源瓶颈找到对策。

2.3  绿色金融圆桌会议（2013年10月）

与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共同组织了“可持续金融与金融改

革”NGO圆桌研讨会，邀请了40位来自金融领域专家和从事绿色金融的NGO

实践者，就国际在可持续金融最新的研究成果分享与交流，包括绿色债

券、搁浅资产、公共信托以及金融市场问责制及透明度等新议题。通过学

习与交流，旨在搭建未来绿色金融政策研究与NGO实践的桥梁。

2.4 中国气候政策小组

中国气候政策小组（CPG）是NGO范围内的学习小组。成立之初，创绿就作为主要发起及协调机

构，定期邀请各领域专家就气候、能源等议题分享和讨论，增强NGO同仁在气候领域的专业能力，形成

可持续的学习机制。此外，创绿及时向网络成员更新气候谈判进程，分享气候信息和知识。CPG网络里

活跃着议题上的思想交锋与激辩，这也不断促进NGO的自我学习、成长。2013年展开的议题包括：

3月：分布式光伏国内实践、光伏贸易战与气候治理反思、2015气候条约战略讨论；

5月：中美气候外交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美气候合作机制的NGO参与；

7月：波恩谈判进展、2050年全球减排框架、气候金融和全球气候资金；

8月：南方电网可再生能源和能效潜力分析、能源与水论坛讨论；

10月：2050气候谈判零碳思考、可持续银行与气候变化、华沙COP19 准备工作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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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波恩中间会议观察

      （2013年4月、6月）

3.2 我们在现场——华沙COP19 

       ( 2013年11月)

3.3 气候谈判进展缓慢，亟需新领袖和新思路

       （2013年11月）

跟进气
候谈判

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创绿中心活跃在各大国际气

候谈判一线，深度跟进并解读谈判进程。我们也积极

协调中国NGO与国际气候网络的交流与合作，让世界了

解中国民间的气候行动，促进中国民间社会深入参与

国际气候治理的对话。

1. 李丽娜在中国角发言　 摄/创绿　 2013年11月

2. NGO与中国谈判代表团见面会　 摄／创绿　 2013年11月

3. “低碳城市引领新城市生活”跨界论坛　 摄/创绿　 2013年11月

4. NGO气候变化边会　 摄/创绿　 2013年11月

2 4

1



7

创绿中心
气候金融政策研究成果

民间回应中欧光伏贸易摩擦

4.1 气候保护需要有序繁荣的全球光伏市场
       （2012年12月）

4.2 反对欧盟征收中国光伏产品关税
       （2013年6月）

背景：2012年底，美国、欧盟相继启动对中

国光伏产品的“双反”调查。接连不断的立案调查

加剧了中国与各国的贸易争端。创绿重点对欧盟

的“反倾销”调查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对事态做

出及时回应。我们认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

下，中欧应共同支持可再生能源，实现气候保护；

我们反对以行业保护为由而实质损害消费者和企

业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呼吁中欧双方展开积极对

话，解决气候和贸易治理间的矛盾，把握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这一紧迫而长远的共同利益。

4.3“十二五”计划的第二年：中国气候政

策和行动回顾2012 （2013年4月）

背景：中国在气候变化、金融、基础建设、

发展等领域，以及在海外事务方面的地位与角色

越发重要，但是，关于自身政治、社会和经济足

迹的长期远景仍在规划过程中。本文回顾了中国

在“十二五”计划的第二年（2012年）的气候政

策和行动表现。

4.4   美国治理PM2.5污染的经验和教训

      （2013年9月）

背景：2013年的春季，雾霾天气笼罩中国中

东部大部分地区，雾霾影响人的健康、生产生活

与经济发展。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严重的空气

污染也曾困扰工业化进程中的美国。美国是如何

治理空气污染的，经验和教训值得中国借鉴。

IPCC 第五次评估报告发布

4.5 新闻稿：科学家几乎确定（95%）气候变

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并且在加剧——这对

中国意味着什么？（2013年9月）

4.6 解读：气候变化中的移民新选择——IPCC

气候预警 （2013年9月）

背景：IPCC第五

次评估报告第一工

作组报告于2013年9

月30日发布，为气候

变化是人类活动引起

的这一事实做出再次

论证。科学研究是政

策制定以及决策的基

础，报告为人类应对

气候变化行动做出科

学依据。借报告发布

之际，创绿对发现做出解读，

结合国家能源气候政策发展提出建议。

政策讨论
与分析
对气候、能源和金融

等相关政策及事件的

及时分析和解读。

©2013 IP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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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取之于碳，用之于碳——从碳市场到气候融资（2013年8月）

借鉴欧洲碳市场的经验，分析中国碳交易试点以及未来国

家碳市场的收益应用在国家的气候减缓和适应行动服务中的必

要性，以及为增加其有效性而需考虑的关键问题。

5.2  中德建筑节能融资对比研究（2013年10月）

这份报告是“2013中欧NGO交流项目”的主要成果。随着

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城市低碳转型的需求越来越高，建筑节能

的重要性愈加凸显。通过分析中、德所面临的在建筑节能上的

挑战，以及建筑节能投融资支持的对比研究，发现问题、学习经验，以促进双方在推动建筑节能的

进展与合作。

新闻稿：中美气候合作，从绿色建筑开始

5.3  联合５０家机构呼吁不予以批准中国煤炭银行成立（2013年12月）

致中国银监会的倡议信 

新闻稿：中国51家民间环保组织联合呼吁不予批准成立中国煤炭银行 

背景：关于十五家大型煤炭企业即将联合成立中国第一家民营资

源性产业银行，即“中国煤炭银行”的消息被广泛报道。环保组织创

绿中心密切关注此事，并与50家本土环保组织联名呼吁银监会不予批

准成立“中国煤炭银行”。至今，中国煤炭银行未获审批，银监会于

一个月后下文示警煤炭业信贷风险。 

工作团队

白韫雯     

陈冀俍     

葛文彬     

郭虹宇     

李莉娜

Mark Grimsditch     

王天驹

行业观察
关注行业动态，

学习与分享国际

经验。

特别致谢

顾问：
杨富强     李   楯     吴逢时     卢思骋 
Red Constantino

志愿者：

陈   源     高卓君     罗   雨     胡可为     任时正     

资助方：

MS Mott 基金会

美国威尔逊中心-中国环境论坛

乐施会香港

2013中欧NGO交流项目（德国墨卡托基金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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