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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In 2015, over 190 nations had adopted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committed to make all financial 

flows consistent with a pathway towards low-emissions, 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 as one of the 

three long-term goals. However, current public finance and private capitals that flow into climate 

action are far from achieving the goals of the Agreement, so there are urgent needs to steer global 

financial flows to more sustainable, inclusive and resilient areas through strategies, mechanism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n addition, the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finance is still highly unbalanced and the 

share of climate adaptation is rather low.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committed to mobilize $100 billion per year in 

climate finance to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2020, but the commitment has not yet been fulfilled. 

Studies show that the global climate finance gap is enormous, as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demand 

for climate finance is far greater than previously estimated. By 2030, the gap of climate adaptation 

finance alone will reach $140 billion to $300 billion.  

As the impacts of extreme weather events on developing countries, especially on vulnerable groups 

grow, mobilizing more financial resources to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uild green, low-carbon, 

and climate-resilient economies and societies is critical for achiev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climate actio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disproportionally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as they have fewer resources to adapt socially, economically, financially and technically.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impacts has become global emergency and it’s urgently needed to 

mobilize more climate finance to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nhance their climate resilience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process, public finance could play a leading role in 

leveraging and mobilising financial resources. However, questions regarding ways to establish an 

appropriate, reasonable, scientific-based and systematic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ramework, to 

ensure the stable flow of climate finance,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create climate benefits still require further discussion and research. 

This decade is critical for global poverty eradication, climate change respons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activities under the framework of UNFCCC, more diverse actors have 

started to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 in the past few years.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launched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support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promote green, low-carbon and climate resilient development. As 

the launch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and institutions such a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South-South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the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CIDCA) as well as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limat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Association (CIFA), China gradually 

increases its influence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global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has also presented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China’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n climate change. On the one hand,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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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going rapid urbanis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that involved in BRI and the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ave great developing potential and become the world’s energy hotspots in the next 

decade. China’s experience and lessons of air pollution control, energy transition, electric vehicles 

development, as well as its technology and finance resources, could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shift 

towards a green, low-carbon and efficient growth. On the other hand, China needs to incorporate 

climate change into the policy framework, standards and procedures of it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o facilitate wider and stronger climate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na and Germany have had a long-term bilateral climate cooperation and dialogue. Sino-German 

cooperation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has already been well established and jointly led by the 

Ministry of the Environment, Nature Conservation and Nuclear Safety (BMU) from the German side 

and the Ministry of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EE) from the Chinese side. The basis for cooperation 

is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Cooperation in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ino-German Working Group on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In addition, the 

National Centre for Climate Change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NCSC) and the German 

Federal Environment Agency (UBA) regularly host political and expert climate dialogues such as the 

Sino-German Track-2-Dialogue, to exchange opinions and experiences of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 

and propos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As an OECD member, Germany has been one of the largest 

traditional foreign aid providers, and has been an active contributor 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UNFCCC framework. Therefore, the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of 

Germany’s public climate financ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including its mechanism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flows, could be a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a to formulate and improve the 

policy framework of South-South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rough desk research and expert interviews, this report introduces the overall scale, strategy and 

mechanisms, financial flows, financing models, as well as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of German 

public climate finan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report also presents cases of Germ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from institutional and project levels. Based on such analysis, the 

report finds that Germ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not established 

overnight, but is a gradual process of incorporating climate targets into existing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driven by both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European climate targets. The 

report summarizes the experience and challenges of German public finance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as following: 

Integrating climate targets into the foreign aid framework is mutual-beneficial. The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climate finance and foreign aid in Germany, including BMU and BMZ, have incorporated 

the climate targets at national, EU and UNFCCC level into their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policie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foreign aid frameworks. Through mainstreaming climate targets, 

Germany is capable of better identifying the demands of partner countries in combatting climate 

change and thus make foreign aid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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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coordination and clear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y between departments could facilitate 
wider and more effective international climate assistance. Germany does not have a single 

coordinating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BMU and BMZ have their respective roles 

and coordinate well with each other. The projects are mainly implemented by KfW and GIZ. At project 

level, building on the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network that BMZ established through traditional aid 

cooperation, GIZ is enabled to identify the needs of partner countries, which helps Germany identify 

the key areas of foreign aid and inform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lans. In addition, as the major 

implementation agency for BMZ’s financial cooperation, KfW uses grants, development loans and 

concessional loans to support climate-friendly projects in market-based approaches.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IKI), a major cooperative initiative of BMU, has issued smaller grants that are more 

suitable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projects, and thus finds synergy betwee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These institutions have established a mature model of 

coordination, which maintains the regula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facilitates 

collaboration and creates co-benefit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way, the close coordination 

helps meet the demand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priorities, and diverse project pipelines 

of varying scales.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and transparent project evalu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helps enhance mutual trust between donor country and partner countries. It is important 

to ensure that systematic evaluation and project-level evaluation are conducted by independent 

agencies or departments, to ensure the justice, independence and transparency of the evaluation 

process.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mechanism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improvement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models. Establishing the regular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formation is another step to enhance the mutual trust 

between two parties.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s, priority areas and demands of partner countries is 
the basis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emerging 

economies lack incentive mechanisms, climate-related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legislation. 

Deepened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s, needs in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of partner countries 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Germany to establish more informed and tailored cooperation mechanisms that 

enable partner countries to take climate action.  

Establishing and maintaining a cooperation network with partner country and non-state 
stakeholders, could help coordinate foreign aid. German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maintaining 

the networks with partner countries when 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e networks 

integrate the whole engagement process with partner countries and ensure the participation of 

relevant stakeholders such as local communities, local governments,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private sectors and acade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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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 capacity building and fostering policy exchang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could 
contribute to a more sustainable aid cooperation. Capacity building and policy exchange are 

important ways to maintain long-ter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build mutual trust, as well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aid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jects. 

Challenges remain for German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First, climate adaptation finance 
is far less than mitigation finance, with the adaptation finance gap increasing. The distribution 

of climate adaption finance and mitigation finance is highly imbalanced, except grants. Only one fifth 

of the government's public finance and mobilized finance is allocated to climate adaptation. And only 

grants achieved the balance betwee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finance in Germany’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Germany needs to further scale up its climate finance to protec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especially in areas where food and water security and climate risks are highly 

intertwined. Second, the accounting methodology of climate finance requires refinement. A 

study points out that Germany counts 50 percent of project funding as climate finance for the projects 

that set climate mitigation or adaptation as one of the multiple objectives. This might result in over-

estimating the total climate finance than the actual amount. This is not to deny the value of such 

projects in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poverty reduction or the difficulty of climate finance 

accounting. But a more accurate accounting methodology would allow Germany to better measure its 

own progress in fulfilling its climate finance commitments under the UNFCCC. It would also help 

strengthen developing countries' confidenc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governance and incentives to 

take climate action at home.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 has been supporting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efforts to 

improve their people’s livelihood and achieve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has become a major 

threat for all humankin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to climate change impacts 

which could even affect their long-term development. South-South Cooperation and BRI are the major 

platforms where China promote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CIDC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RI, it is time 

for China to help developing countries achieve a green, low-carbon and climate-resilient transition 

through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Chinese policymaker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uld 

consider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for formulating policy framework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outbound investment: 

For Chinese policy makers, 

1. Integrate the Paris Agreement goals and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to 
the policy framework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et quantitative targets and 
assessment criteria for mobilising public finance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ensuring the balance of public finance in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in order 
to support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deal with climate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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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mprove the information shar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f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to enhance the synergy in providing and mobilising public finance 
to support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stablish a mechanism for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regular communication among releva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division of 

functions, regarding the policies, procedures, standards, information accounting, monitoring and 

review, in order to provide mechanism guarantee for achieving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objective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anwhile, provide mandate and guidance for policy 

banks and other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provide and mobilize public finance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3. Identify priority areas and exclusion list for public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and increase the emphasis on climate adaptation, through multipl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of regional and national situations. 
Chinese policy makers should effectively assess local needs by taking into accounts of national 

situations, climate action goals and development plan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determine priority 

areas and exclusion list of public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At project level, incorporate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into project screening, and 

conduct communication and consultation with local governments, communities and other 

stakeholders throughout the project’s entire cycle. In addition, balance the public finance flow 

towards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putting increasing emphasis on projects that could 

increase local climate adaptation abilities and climate resilience. 

4. Gradually establish a sound system for project-level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and climate 
performance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and strengthen climat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regarding public finance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nd overseas 
investment. First, account the scale of public finance used to support climate ac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ased on the current available definition of climate finance, to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 database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Second, select pilot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projects to conduct project-level clim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to gain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for the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regarding climate benefit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ird, gradually 

develop the mechanism for long-term project climate information collection,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Fourth, strengthen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volving public finance, and thus increase the mutual trust with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partner countries. Lastly, integrate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into the overall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for overseas investments involving public finance, including identification of 

climate-related physical risks and transitional risks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sponse measures.  

5. Strengthen capacity building and talent exchange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On the one 

hand, strengthen policy exchanges with relevant German agencies and gradually impr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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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mechanisms and policy frameworks through mutual learning. At 

institutional level,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its leaders and staff to promote their capacity of 

formulating sou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goals and of evaluating project climate 

performance. At project level, develop knowledge products and toolkits on project-level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and clim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or management team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projects, based on Germany’s experiences and challenges i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On the other hand, improve it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s, think 

tanks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in partner developing nations, and provide advice for 

formulating their local policy frameworks on tackling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dditionally, conduct regula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communication, in order to increase 

mutual trust between China and partner developing nations as well as to improve the sustaina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projects.  

For China’s policy banks and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Integrate climate related quantitative targets into the institution’s overall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China’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policies, plans and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s, to gradually align with the goals of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substantiable development. Meanwhile, ensure the balance of financial flows between climate 

mitigation and adaptation. 

2. Identify the priority areas and exclusion list for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Considering China’s climate-related policies and goals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olicy 

banks and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identify priority areas and exclusion list 

in formulating their own policies regarding climate investment and finance as well as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In particular, policy banks and export credit agencies could focus on 

supporting emerging green, low carbon technologies and cutting-edge fields which are not 

fully viable commercially, to provide enabling environment for the scaling up and deployment 

of such projects. 

3. Establish climate risk assessment, climate finance accounting as well as climate 
performance reporting,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timely disclose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 Policy banks could 

improve th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cale and share of climate finance in their 

portfolios, drawing from the definition of climate finance in China and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accounting methods. Establish a long-term 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for 

climate-related projects, and disclose climate-related information through publicly accessible 

channels in a timely fashion, helping China further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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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plore innovative mechanism for public finance, to lead and leverage private capital to 
contribute to closing the huge financing gap faced by developing countries. Policy banks 

could innovate ways and mechanisms of financing and leverage low-cost public finance to 

mobilise more private capital into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rough low interest loans, 

blended financing and climate funds. Polic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ould also help scale up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by providing risk mitigation instruments, such as guarantees, to 

reduce the risks faced by commercial banks and investors in investing in developing nations. 

5. Strengthen th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ultilateral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enhance capacity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hrough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Drawing from the good practices on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through 

cooperation with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Chinese policy banks could further strengthen 

their own policy design, build project-level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mechanisms, as well as conduct capacity building and talent development, to play an 

active role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climat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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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015 年，190 多个缔约方达成了《巴黎协定》，其中第三个长期目标是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

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远不足以实

现《协定》目标，全球亟需从战略、机制、政策及实践等多个层面引导资金加速流向可持续、包容且具

有气候韧性的领域。此外，在资金分配方面，用于减缓和适应的资金量仍然很不平衡，气候适应资金占

比偏低。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机制下，发达国家提出的到 2020 年每年为发展中

国家筹集 1000 亿美元资金的承诺尚未完全兑现；而研究显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规

模远超预期，全球气候资金缺口巨大。到 2030 年，仅气候适应资金需求就达到 1400 亿至 3000 亿美元。 

随着极端天气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脆弱人群的冲击不断增强，动员更广泛的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构建

绿色、低碳和具有气候韧性的繁荣是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气候变化的当务之急。受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可动员资金和自然生态系统特点等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脆弱性

更高。通过国际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自身的气候韧性，弥合气候资金差距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显而易

见。在此过程中，公共资金可以发挥的引领和撬动作用。然而，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合作框架切实帮助

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如何建立恰当、合理、科学、系统的国际气候合作机制以确保气候资金的流

向，如何使合作项目有效落地，并带来正向气候效益等问题仍待深入讨论与研究。 

这个十年是全球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期。过去几年里，除了《公约》框架

下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气候资金流动之外，更加多元的主体逐渐加入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

变化的行列。作为负责任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推进绿色、

低碳和具有气候韧性的发展。 

近几年，随着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南南气候合作、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建立国

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并成立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

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影响日益显著，这也为中国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机遇和

挑战。一方面，许多带路沿线和南南气候合作发展中国家处于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是未来全球

能源需求热点地区。中国在能源转型、交通电气化、大气污染治理等绿色低碳政策与行动的经验与教训

及其技术与资金，可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以绿色、低碳、高效的方式实现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国际气候

合作政策体系、程序与标准仍待完善，以实现更广泛更有效地与发展中国家开展气候合作。中国国际发

展合作和对外投资尚未在顶层设计、评估流程、信息披露方面明确纳入气候变化目标与指标，这不利于

中国增强、监测与评估气候合作的成效。 

中国与德国双边气候合作源远流长。中德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已经具备良好基础，由德国环境、自然

保护与核安全部（BMU）和中国生态环境部（MEE）共同领导，以《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谅解备忘录》和

中德环境与气候变化工作组会年度会议作为合作基础，设有专门的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环境团队。此外，

中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与国际合作中心（NCSC）和德国联邦环境署（UBA）还会定期组织中德二

轨对话（Sino-German Track-2-Dialogue），就双边关心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交换意见和经验，

并提出政策建议。德国作为 OECD 成员国，其对外援助历史悠久，是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之一；此外，

在《公约》进程下，一直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援助。因此，德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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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机制、组织架构及资金流向及相应的经验与挑战，可以为中

国制定并完善其国际气候合作有关公共资金角色的政策框架提供一定的参考。 

本报告将以全球气候融资的现状与挑战为背景，通过案头研究、专家访谈等研究方法，重点介绍德国国

际气候融资规模、战略与机制框架、资金来源与流向、融资模式以及气候融资评估方式。此外，报告还

分别从机制层面和项目层面介绍了德国国际合作气候融资实践。基于分析报告发现，德国国际气候融资

合作机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和欧盟气候目标的影响下，逐步纳入了气候保护目标

以及对应的气候融资机制。报告总结了如下德国公共资金支持双多边国际气候合作的经验，为中国公共

资金支持低碳、具有气候韧性的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投融资提供参考。 

将气候目标纳入对外援助框架是一种双赢。德国涉及到气候资金和对外援助的部门，如环境、自然保育

和核能安全部（BMU）、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等，均已将《公约》目标、欧盟气候目标以及德国

国家气候目标纳入其部门发展战略、政策制定和决策过程中，并在对外援助框架中纳入气候目标。通过

将气候目标纳入对外援助框架，德国能更好地识别受援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需求，从而实现更有效

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 

机构间的有效协调和分工有助于德国开展更广泛、更有效的国际气候援助。德国气候合作没有一个统筹

机构，由 BMU、BMZ 各司其职，并彼此协调。德国气候融资的执行部门包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

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政策制定机构分开设立。在项目层面，依托于 BMZ 在海外广泛的外援

机构网络，GIZ 形成了对合作国家情况的基本了解，有助于德国开展对外援助时识别重点领域、协调发

展合作规划。此外 KfW 作为 BMZ 金融合作的主要执行机构，除了赠款与发展性贷款之外，其优惠贷款

也发挥了通过市场方式支持气候友好项目的功能。国际气候倡议（IKI）作为 BMU 的主要合作倡议，其

发起的小规模赠款更适合中小型项目，并以此兼顾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减贫目标的协同。以上机构搭建起

成熟的合作模式，保持定期沟通与信息交流，有助于不同部门在开展国际合作中相互配合，发挥协同效

益，以回应发展中国家对于不同规模项目的合作需求。 

建立独立、透明的项目评估和信息披露机制，增进双方互信。系统性评估与项目评估均需要由独立第三

方的机构或部门来完成，以确保评估机制的公正、独立与透明，并促进国际发展援助模式与框架的不断

完善。建立定期的国际气候合作信息核算及披露机制也有助于增进援助双方的互信。 

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优先领域和需求。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常缺乏政策激励机制，

而且发展中国国内与气候相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往往不够完善。充分了解受援国国情、应对气候变化方

面的需求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合作机制，有助于为伙伴国家开展气候应对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国际合作网络的搭建与维护有助于统筹对外援助发展。德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重视与伙伴国搭建与维护

合作网络。另外，双方的合作网络充分融入了与伙伴国家的互动过程，并且确保当地社区的参与，联动

当地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者等利益相关方。 

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有助于使援助合作更具持续性。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是维护长

期国际合作关系、建立双方互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确保援助的有效性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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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气候融资仍面临一些挑战。首先，适应资金估摸远低于减缓资金规模，适应气候资金缺口巨大。政

府财政拨款和募集的资金（Mobilized finance）规模中仅有五分之一用于气候适应，用于减缓和适应的资

金极不平衡。目前德国仅在赠款方面实现了减缓与适应资金的平衡。为保护脆弱人群，特别是在粮食、

水安全以及气候风险高度挂钩的领域，德国依然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气候资金的核算方式需要

进一步完善。研究指出，对于将实现气候减缓或适应作为多个目标之一的项目，德国会将其项目资金的

50%算作气候资金，这会导致对德国气候资金总量的统计高于实际金额。这并不是在否认这类项目在发

展合作和减贫中的价值，同时也认识到进一步核算的难度，但若能更准确地核算项目所创造的实际气候

效益（Climate benefit），将有利于德国更好地衡量其自身落实《公约》框架下气候资金承诺的进展，同

时也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及在国内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气候变化

正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脆弱性较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甚至影

响其长期发展。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一带一路”更是中国开展国家发展合作的

重要平台。基于此，随着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以及“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中国通

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融资及国际发展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和具有气候韧性转型正

当其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与金融机构在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投资时，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对于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 

1. 将《巴黎协定》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际合作的政策框架，制定动员公共资金支持国际气

候合作的量化目标与衡量标准，确保公共资金在减缓与适应领域的平衡，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气

候应对能力。 

2. 完善部门和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机制，以加强其在提供和动员公共资金支持国际合作方面

的协同。根据职能分工，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定期沟通机制，在公共资金支持国际气候合作的政

策目标、方法、标准、气候相关信息统计与核算及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加强协调与互补，为各部门和

机构落实国际合作气候减缓与适应目标提供机制保障。同时，明确并引导政策性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

动员公共资金支持国际合作的授权与模式。 

3.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结合区域、国别特征，明确公共资金重点支持领域与排除清单，提高对气候

适应领域的侧重。结合发展中国家国情、气候行动目标与发展规划，有效评估当地需求，明确国际发

展合作和对外投资中公共资金的优先领域并编制禁入清单。在项目层面，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纳入项

目筛选，并在项目全流程充分与当地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展开交流和咨商。此外，应注意平衡用

于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公共资金，对提高当地气候适应能力与气候韧性的项目有所侧重。 

4. 逐步建立完善的项目气候风险评估和气候绩效报告、监测与评估体系，并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投

资中公共资金的气候相关信息公开。首先，依据现有的气候投融资定义，核算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用于

支持气候行动的公共资金规模，为中国国际气候合作建立数据基础。其次，选取部分国际气候合作项

目，开展项目层面的气候绩效评估试点，为逐步推行国际气候合作的气候绩效报告、监测与评估机制

积累经验与教训。第三，逐步建立长期项目气候信息统计、报告、监测与评估机制。第四，加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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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参与的国际合作的气候相关信息公开工作，增进与发展合作伙伴国的互信。最后，在公共资金参

与的对外投资领域，需要将气候风险管理整合到整体的项目风险管理制度中，包括识别气候相关的物

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并提出对应的风险应对措施等。 

5. 通过互学互鉴，强化能力建设与人才交流。一方面，加强与德国相关部门的政策交流，通过互学互鉴，

逐步完善国际气候合作的机制和政策框架。在部门内部，加强对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培训，增进其

对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气候合作目标、开展项目气候效益的监测和评估的能力建设。在项目层面，基

于德国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的经验与挑战，为对外援助与对外合作项目管理人员开发针对国际合作

的气候风险评估和气候绩效评估的资料库与工具包，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予以应用。另一方面，中国

可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智库与民间社会的交流，协助当地完善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相关

的政策框架建设。此外，开展定期的人才交流和沟通，以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并强化国际

气候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对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来说： 

1. 结合中国国际气候合作有关政策与规划以及国际倡议，在机构总体发展战略中纳入气候相关的量化

目标，并尽量体现与全球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同时，尽量保障资金分配方面对气候

减缓与适应的并重。 

2. 明确国际气候合作支持的优先领域和排除清单。结合中国国际合作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与目标，政策

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在自身气候投融资、项目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中，明确资金支持的优先领

域和排除清单。特别是，政策性银行与出口信贷机构可以重点支持暂不具有市场效益、不够成熟的绿

色低碳技术和前沿领域，为此类项目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创造条件。 

3. 建立对国际合作项目中的气候风险评估、气候资金核算以及气候绩效的报告、监测和评估，并及时披

露气候相关信息。政策性银行可以参考国内气候投融资定义和国际气候资金的核算方法，加强对其气

候资金规模和投资组合占比的统计。建立起对项目气候效益的长期监测和评估机制，并及时在公开可

得的渠道披露项目的气候相关信息，助力中国进一步完善其国际气候合作机制。 

4. 探索创新机制，发挥公共资金引领和撬动私人资金的能力，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气候资金缺口提

供有力补充。政策性银行可以创新融资方式和机制，利用低息贷款、混合融资和气候基金等方式，以

低成本的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考虑通过提供担保

等手段，降低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的风险。 

5. 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交流和学习增进自身的能力水

平和人才培养。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有助于了解其国际气候合作的良好实践，强化自身的政策制定、

项目气候风险管理与气候绩效评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国际气候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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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190 余个缔约方达成了《巴黎协定》，其中第三个长期目标是使资金流动符合温室气体低排放

和气候适应型发展的路径。然而，目前全球范围内用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远远不足以

满足实现《协定》目标的需要，全球亟需从战略、机制、政策及实践等多个层面引导资金加速流向可持

续、包容且具有气候韧性的领域。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发达国家承诺到 2020 年前，

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1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但根据 OECD 的估计，这部分公共资金可能要到 2023

年才能落位。在《公约》机制之外，《协定》也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气候资金支持，作

为对发达国家气候资金的补充。尽管减缓与适应同样是《协定》的主要目标，且国际气候治理反复强调

减缓与适应的并重，但在资金分配方面，用于减缓和适应的资金量仍然很不平衡，气候适应资金占比偏

低。根据联合国环境署的估算，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资金规模远超预期。特别是在气候适应

方面，目前，仅发展中国家的年度适应成本就达到 700 亿美元左右 ，这一数字到 2030 年将达到 1400

亿到 3000 亿美元，2050 年则将达到 2800 亿至 5000 亿美元。1 全球气候资金缺口巨大。 

公共资金是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过往实践表明，多边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募集公共资金的过

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领作用。除了募集公共资金之外，开发性金融机构还具有撬动私人资本、释放经济

信号和引导投融资活动的作用。随着全球进入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期，公

共资金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毋庸置疑。然而，如何更好地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框架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双方如何建立恰当、合理、科学、系统的援助机制以确保

气候资金的流向，如何使援助项目有效落地并带来正向气候效益等问题仍待深入讨论与研究。 

目前，对外援助的两种主要范式是以发达国家主导的“官方发展援助”（ODA）和由南方国家发起的南

南合作（SSC）2。官方发展援助以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为始，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展援助

委员会（OECD-DAC）为主要依托，占据对外援助的主流位置，被认为是促进发展中国家以及最不发

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工具之一。3 南南合作则萌生于 1955 年召开的万隆会议，是“南方国家在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领域之间展开合作的广泛框架”4 ，并遵循“尊重国家主权、国家

所有和独立、平等、无条件、不干涉内政以及互惠互利”的五项原则。对于南方国家来说，南南合作区

别于官方发展援助，而是一种发展合作（Development cooperation），更强调建立在经验贡献和共同

感情基础上的团结和合作。5 

官方发展援助的资金总量很大，但其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在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下，援助资金的筹

集和分配又将面临新的挑战。首先，受援国的经济增长容易对发展援助产生依赖性，在经历长时间的援

助后，经济反而可能陷入停滞或倒退。其次，官方发展援助通常伴随一定的政治目的，存在特定的附加

条件，因此援助不一定会流向最需要帮助的国家。此外，官方发展援助的重心逐渐转向民主制度建设，

对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难以真正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6 最后，全球挑战日益增多，新冠疫情的

                                                           
1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21 排放差距报告》(2021):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2 刘靖,《全球援助治理困境下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国际关系研究》（2017）Vol. 4, pp.30-47 
3 贺文萍,《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 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西亚非洲》(2011)  Issue 9 , pp.120 - 135  
4 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South-South Cooperation, “What Is South-South Cooperation?” 

http://unossc1.undp.org/sscexpo/content/ssc/about/what_is_ssc.htm 
5 G77,《第 33 届七十七国集团部长级宣言》: http://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09.htm 
6 刘靖,《全球援助治理困境下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国际关系研究》（2017）Vol. 4, pp.30-47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http://unossc1.undp.org/sscexpo/content/ssc/about/what_is_ssc.htm
http://www.g77.org/doc/Declaration200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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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又使国际社会空前重视对公共安全领域的援助 7，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资金

缺口或将进一步拉大。 

同样，以南南合作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间的发展合作也存在不足，比如缺乏统一的概念、机构、规章、

监督体系以及公开透明的数据统计。8 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也面临一系列挑战和限制。对中国来说，第

一，国际发展合作中的某些项目可能不适合受援国的国情和需求，不同区域受援国的政治条件和文化传

统可能天差地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路径和阶段也不尽相同，推行“一刀切”的合作模式会影响国际发

展合作的效果。第二，中国在国际发展合作的决策条件、援助规模和性质方面的透明度有待加强，赠款

和优惠贷款的分配方式、附加条件、偿还模式和政府违约后果等尚待在合作前就明确。第三，随着国际

挑战的深化和多样化，许多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援助要求越来越高，但中国在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和能力建

设有所不足。9 在涉及气候变化议题的国际发展合作方面，中国还没有把相关国际公约和目标纳入国际

发展合作的总体框架，在缺乏纲领性指导的背景下，可能无法有效引导发展合作资金流入相应领域。 

通过 UNFCCC、G20 等国际多边机制，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南南合作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区域倡

议和合作，中国在国际气候治理、推动全球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影响日益显著，且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机遇来看，带路国家自然资源丰富，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且在电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有较

大资金和发展需求，中国有机会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强化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国际

合作和气候领域的南南合作。此外，中国在对外援助和气候投融资领域的政策框架和机制建设也在不断

发展完善。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于 2018 年成立，旨在加强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加大对其援助力

度，这对于促进南南气候与能源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具有重大意义。2019 年，中国成立了气

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旨在引导和促进更多资金投向气候减缓和适应领域，为促进气候投融资政策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推动更多气候友好型的项目在海外落地奠定基础。从挑战来

看，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性正在加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因其气候脆弱性较强，有更加迫切地应对气候

变化、增强发展韧性的需求。但是，在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上，带路沿线国家环境和气候差异很大，生态

环境总体敏感，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不高 10 ，因此，在进行带路相关的投资和国际合作时，有可

能出现绿色发展理念落实不到位的问题。此外，在新的去碳化趋势的影响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受援需

求势必发生变化，中国也需要及时调整其气候融资模式和对外援助发展战略，为促进南南合作、推动全

球气候治理贡献力量。 

德国作为传统的对外援助国家以及国际资金的重要来源之一，其对外援助经验及气候投融资领域的政策

方法对中国的对外援助以及南南气候合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7 毛小菁,《国际发展合作展望与分析》,《国际经济合作》(2020) Issue 6, pp.31 - 37 
8 刘靖,《全球援助治理困境下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新范式》，《国际关系研究》（2017）Vol. 4, pp.30-47 
9 丹·巴尼克,《在全球化世界中协调中国的对外援助》, (2019), 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 
10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案例研究报告》(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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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气候融资的定义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公约》）已经统一了气候融资的定义。《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

黎协定》都要求拥有更多财政资源的缔约方向资源较少和更脆弱的缔约方提供资金支持。根据 《公约》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以及各自能力（CBDR-RC）”原则，发达国家缔约方需要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提供

资金支持，帮助其应对气候变化，落实《公约》目标。一方面，《协定》在第九条中重申了发达国家在

《公约》下有关气候资金的义务，指出发达国家缔约方应提供资金，协助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此外，《协定》还提出发达国家应继续带头，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的需求与优先事项，从不同

来源和渠道、通过不同手段调集气候资金，还特别强调了公共资金的重要作用以及资金在适应与减缓之

间的平衡。另一方面，《协定》首次鼓励其他缔约方自愿提供或继续提供气候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

《公约》对于气候融资的解释演变为：所有地方、国家层面以及国家间用于支持减缓与适应行动的融资活

动，资金来源包括公共资金、私营部门以及其他来源。11 

中国也明确了气候投融资的定义和支持范围。在 2020 年 10 月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出台的《关于促进应

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中，气候投融资是指“为实现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和低碳发展目标，引导和

促进更多资金投向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投资和融资活动，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支持范围包括减

缓和适应两个方面。”12 

本报告采用了《公约》对气候融资的定义，即以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为目的的资金流动，并侧重用于支持

发展中国家强化气候适应能力、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气候资金的流动。从研究主体来看，

这部分气候融资包括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气候资金援助、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气候资金流动，这其中就

包括了南南合作。而在上述资金流动中，特别是在对外援助和南南合作中，公共资金发挥着主导作用。因

此，本报告将重点关注并探讨公共资金在国际气候融资领域角色与作用，并以此为中国提供参考。 

下面的小节将概览全球国际气候融资自 2012 年以来的进展，包括规模、流向、重点合作领域、重点地

区，以及其距离《协定》长期目标的融资差距。 

 

2.2 全球国际气候资金现状 

本小节通过综合分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资金常设委员会评估报告、气候政策倡

议（CPI）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成果，系统总结出全球气候资金的发展现状。 

 

 

                                                           
11 UNFCCC. n.d. Introduction to Climate Finance: https://unfccc.int/topics/climate-finance/the-big-picture/introduction-to-climate-finance  
12 生态环境部,《关于促进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的指导意见》(2020).  

https://unfccc.int/topics/climate-finance/the-big-picture/introduction-to-climate-f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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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气候融资规模总体呈上升趋势，目前公共资金和私营部门的贡献基本持平 

根据气候政策倡议（CPI）2021 年的报告，过去十年，气候资金总额稳步上升，但近年来增速有所放缓。

2019 年和 2020 年全球平均气候资金总量达到 632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0%左右，但此前数年，气候投融

资的增速一度超过 20%，驱动气候资金持续增长的动力是否依旧强劲还有待观察。此外，COVID-19 对气

候融资的影响还没有完全展露，气候融资的增长速度就已经放缓，这一趋势令人担忧。13 根据研究，如果

要实现《协定》气候目标，避免气候变化的最危险结果，气候资金总量需要比现有水平增加至少 590%，达

到 4.5 - 5 万亿美元每年左右。14 目前气候资金动员的情况与目标值还存在较大差距。 

图 1  2013-2020 年全球气候融资总量（单位：亿/美元）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2019/2020 年度，全球公共气候资金平均为 3210 亿美元，占气候资金总量的 51%，比 2017/2018 年度

增长了 7%，成为全球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其中，开发性金融机构是公共资金的主要来源，占公共来源

的 68%，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在其中的贡献最大，动员资金总量达到每年 1200 亿美元。由于东亚和太

平洋地区数据收集的完善以及可再生能源融资的计入，国有企业在公共气候资金的占比达到 14%。受低

碳交通的驱动，政府直接投资增加了 17%，且主要通过赠款形式交付。 

 

 

 

                                                           
13 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CPI),  (2021): 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publication/global-landscape-of-climate-finance-2021/ 
14 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CPI),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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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3-2020 年全球公共和私有气候资金流（两年的平均值，亿/美元）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表 1  全球公共和私有气候资金情况明细（亿/美元） 

部门 2019 2020 2019-2020 年平均值 
私有 2800 3400 3100 

商业金融 1110 1340 1220 

公司 1110 1360 1240 

基金 800 300 500 

户/个人 4700 6400 5500 

机构投资者 30 40 30 

公共 3430 3000 3210 
双边发展融资机构 470 230 350 

出口信贷机构（ECA） 10 10 10 

政府 410 350 380 

多边气候基金 40 30 40 

多边发展融资机构 620 670 650 

国家发展融资机构 1370 1030 1200 

公共基金 20 20 20 

国有企业 120 130 130 

国有金融机构 380 520 450 

总金额 6230 6400 6320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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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气候领域的私人资金比 2017/2018 年度增加了 13%，达到 3100 亿美元。企业、商业金融机构和家

庭支出是私人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来自商业金融机构的气候资金增幅最大，其次是来自家庭的气候支

出，主要由消费者购买电动汽车及其相关支出驱动。 

UNFCCC 对全球气候融资的规模的估算高于 CPI，《第四次气候资金两年期评估报告（2020）》显示，全

球气候资金规模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17/2018 年全球气候资金总量比 2015/2016 年度增加了 16%，达到

年均 7750 亿美元。这样的增长主要由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显著成果拉动，并在 2017 年达到一个高峰。 

气候适应资金占比依旧偏低，且主要来源仍然为公共资金 

全球适应性融资的发展仍然较为滞后。CPI 研究显示，目前全球大部分气候资金还是被用于气候减缓，

适应资金仅占公共资金总量的 14%，且来自私营部门的适应资金的数据仍然不可得。过去两年，全球适

应资金的增长很快，增幅达到 53%，年平均适应资金达到 460 亿美元。15 此外，在 COP26 上达成的《格

拉斯哥气候协议》中，各缔约方就需要迅速、大规模增加气候适应资金达成一致，发达国家也表示将把

适应资金的规模比 2019 年的水平至少增加一倍。尽管有上述积极趋势，但适应资金的总额仍远远低于

应对气候变化所需的规模。联合国环境署发布的《2021 排放差距报告》估计，到 2030 年，发展中国家

的年度适应成本将达到 1550 亿至 3300 亿美元。16 因此，在公共层面进一步动员适应资金，强化各国应

对气候变化动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雄心十分重要。 

2019-2020 年，全球用于气候适应的资金占气候资金总量的 7%，此外，还有 150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2%）

被用于支持同时兼顾气候减缓、适应的项目和活动。这部分资金主要投向了水和废水管理，农业、林业

和其他土地利用（AFOLU），建筑和基础设施，交通和其他跨部门领域。 

 

 

 

 

 

 

 

 

 
 
 
 

                                                           
15 Climate Policy Initiative (CPI), Global Landscape of Climate Finance 2021 (2021).  
16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21 排放差距报告》(2021):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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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9-2020 年气候适应资金流向的主要领域（亿/美元）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减缓方面，可再生能源与低碳交通是全球气候融资的重点领域  

可再生能源和低碳交通仍是气候减缓资金投入的重点领域。2019/2020 年度，用于气候减缓的资金总额达

到 5710 亿美元，占全球气候资金总量的九成以上。减缓资金中约有 58%流向了能源供应领域，其中，绝

大多数资金（97%）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达到每年 3240 亿美元。在能源领域之外，也有大量气候

资金流入了低碳交通领域，占减缓资金总量的 31%。其中，流向私人道路交通的资金量很大，达到 825 亿

美元，主要用于支持纯电动车（BEVs）和电动车充电桩的发展。虽然目前对该领域的投资增速很快，但

根据与《协定》相一致的情景预估，到 2030 年，对纯电动车和充电桩的年度投入在 5430 亿美元和 7650

亿美元，现在的资金投入水平与该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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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2020 年气候减缓资金流向的主要领域（亿/美元）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从地区来看，亚洲是全球气候融资的主要受援地区 

从全球气候资金整体流向来看，各国将大部分气候资金用于本国的气候行动及对相关项目的支持。

UNFCCC 的研究显示：2017/2018 年，全球有 76%的气候资金（约 4280 亿美元）流向本国，而流向海

外的气候资金只占其中的 24%。与过去两年（2015/2016 年度）相比，国际气候资金从 870 亿美元增加

到了 1410 亿美元。这 1410 亿美元的主要来源为发达国家，共计 1180 亿美元。而这部分来自于发达国

家的国际气候资金大部分（60%）流向了发展中国家。研究还显示，2017/2018 年度，在发展中国家之

间流通的国际气候资金，与 2015/2016 年度相比，从 110 亿万美元提高到 190 亿美元。这也显示南南合

作在全球气候融资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另外， 2017/2018 年度， 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与地区的

气候资金达到 30 亿美元。 

从全球气候资金区域流向来看，2019/2020 年度，大部分气候资金流向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西欧、美

国和加拿大，并在本国内流动，仅有 1/4 气候资金流向了其他地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仍然是气候资金

的主要目的地，占全球流动资金总量的 46%。其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81%的资金集中流向了中国，这

归功于中国在气候项目上数额巨大的公共支出和有利于动员国内投资的国家政策。西欧、美国、加拿大

和其他太平洋国家的气候项目主要由私人资金支持，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气候资金主要来自公共资金，

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对公共资金的依赖程度最高（88%），突出了公共机构和政府部门在推动发展

中国家和气候脆弱性较强的国家气候行动中的关键作用、以及撬动私人资本投入气候领域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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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2020 年气候资金流向区域（单位：亿/美元） 

 
来源：《2021 年全球气候融资格局》（CPI） 

多边气候资金规模整体低于双边气候资金 

通过多边渠道动员并发放的气候资金少于双边渠道的气候资金流动。有研究表明，在 2013—2016 期间，

通过多边募资渠道而来的气候资金共计 768 亿美元，占国际气候融资总规模的 41%，远低于双边渠道募

集的气候资金 1105 亿美元的水平。多边开发银行是多边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在这期间多边开发银行

援助的资金在多边气候总资金中的占比分别是 88.7%、86.9%、92.5%和 89%。17 UNFCCC 研究表明，

多边开发银行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对受援国家分别拨款 234 亿和 255 亿。与 2013 到 2014 年期相比，

2015 年到 2016 年平均调动的气候资金上涨了 3.4 个百分点。18 

多边金融机构是气候基金的主要来源，但全球气候基金的增长状况不容乐观。多边气候基金在多边气候

融资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 年，通过 UNFCCC 基金和多边气候基金动员的气候资金达到 140 亿美元，

2016 年为 240 亿美元。这主要归功于绿色环境基金的良性运营。但是与此前的情况相比，多边气候基金

                                                           
17 陈兰，张黛玮，朱留财. 《全球气候融资形势及展望》(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19) 
18 UNFCCC.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the 2018 Biennial Assessment and Overview of Climate 

Finance Flows. (2018). pp.4: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51904%20-%20UNFCCC%20BA%202018%20-%20Summary%20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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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的气候资金总量有所下跌。19 此外，关于私有气候资金的来源，OECD 估计，从 2012 年到 2015 年，

有 140 亿美元私有气候资金来源于多边融资渠道，77 亿来源于双边融资渠道。20 

 

2.3 挑战：全球气候融资距离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依然存在巨大缺口 

虽然全球气候资金总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但若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全球仍然面临巨大的资金缺口。

从国际社会对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适应活动实际需要调动的气候资金来看。虽然发达国家已经承诺，

到 2020 年，实现每年调动 1000 亿美元的气候资金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但该承诺预计到 2023

年才能兑现 21。此外，根据 UNEP 发布的《适应差距报告 2020》，到 2030 年，为应对全球变化发展中

国家所需要的年度适应成本预计约为 1400-3000 亿美元，而到 2050 年，相关成本将增至 2800-5000 亿

美元每年，是之前估算成本的 5 倍之多。由此可见，未来发展中国家将面临巨大的气候风险，亟需发达

国家加强气候援助的力度，在资金方面给予充分、足够的支持。 

同时，包括气候资金动员情况在内、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力度距离实现《协定》的气候目标也存在很

大差距。二十国集团（G20）国家占全球排放总量的 78%，在当前政策下，只有十个 G20 国家可能实现

最初的无条件国家自主贡献（NDCs）目标，且从总体来看，G20 成员国预计无法实现其新的或更新的无

条件 NDCs 目标，以及其他已宣布的 2030 年减缓承诺。根据最新的《2021 排放差距报告》，即使将新的

或更新的 NDCs 和已宣布的 2030 年减缓承诺全部考虑在内，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幅度将达到 2.7℃。 

 

 

 

 

 

 

 

 

 

 

                                                           
19 UNFCCC.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the 2018 Biennial Assessment and Overview of Climate 

Finance Flows. (2018). pp.4. 
20 UNFCCC. Summary and recommendations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n Finance on the 2018 Biennial Assessment and Overview of Climate 

Finance Flows. (2018). pp.8. 
21 OECD. Climate Finance Delivery Plan (2018): https://ukcop26.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Climate-Finance-Delivery-Plan-1.pdf 

https://ukcop26.org/wp-content/uploads/2021/10/Climate-Finance-Delivery-Plan-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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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与此前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相比，2030 年承诺（NDCs 和其他已宣布承诺）对 2030 年全球排放

量的影响 

 

来源：《2021 排放差距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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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不同情景下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和 2030 年的排放差距 

 
来源：《2021 排放差距报告》22 

新冠疫情爆发后，全球用于低碳转型的公共支出不及用于刺激经济复苏的资金，大多数国家错过了促

进低碳转型的窗口，贫穷和脆弱的国家急需更强力的对外援助。新冠疫情使公共开支大幅增加，主要

形式包括短期用于支撑正常生产生活的资金、长期用来刺激经济复苏的资金，以及用于新的经济发展

模式、加速绿色低碳转型的资金。但从资金的分布来看，用于低碳转型的资金远远不足用于短期支撑

的公共资金。此外，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疫情后的公共支出远远大于低收入经济体，最脆弱国家

调动资源的能力非常有限。如果不大幅增加对外援助，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

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将进一步放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因此，以发达国家为代表，全球应继续

加大动员气候资金的力度，并将它们以负担最小的方式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

                                                           
22 联合国环境署(UNEP).《2021 排放差距报告》(2021):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https://wedocs.unep.org/bitstream/handle/20.500.11822/36991/EGR21_ES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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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援助国之一，一直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气候资金

援助。德国政府也宣布，德国会继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支持。本研究以德国为例，

主要展现了气候资金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本章将从五个小节分别介绍德国气候资金规模、德国国际合

作气候融资战略和机制框架、气候资金来源、气候资金流向，以及气候资金有效性的核算与评估方法。 

 

3.1 德国气候资金规模 

这一小节主要概述德国气候资金的规模趋势，以及气候资金在不同融资方式（双边、多边渠道）下的

具体活动。 

总体上来看，德国气候资金规模呈上升趋势。根据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育以及核能安全全部（BMU）发

布的《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到 2020 年，德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所有应对气候变化资金将达到 2014 年的两倍，也就是从 20 亿欧元提高到 40 亿欧元。 

图 8  德国财政来源气候资金情况 2005-2016 年 

 

来源：《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23 

同时，德国对外援助的公共气候资金也呈现增长的趋势。2016 年，德国为国际气候资金提供了 33.63 亿

欧元（37.19 亿美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相比上一年上涨了 25.3%。其中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

是德国公共气候资金的最主要来源，占其总量的 82.4%。除此之外，德国也承诺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以及它的子公司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 向市场募集 51.72 亿欧元（相当于 57.21 亿美

                                                           
23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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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作为公共资金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也就是说， 2016 年，德国预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公共气候资

金 85.34 亿欧元，与 2005 年相比，德国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气候资金的金额翻了七倍。 

图 9  2016 年预算来源的德国气候融资各部门的贡献百分比 

 

（其他包括：联邦教育与研究部、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联邦外交部） 
来源：《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 

 

3.1.1 双边渠道下的气候融资活动 

双边融资是德国气候资金的主要渠道，其中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是德国双边气候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在

双边融资过程中，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和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育及核能安全部（BMU）是主

要负责部门。BMZ 在气候融资中更侧重支持能促进国际合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气候项目，如可再生能源、

水安全、农业气候适应等项目。而 BMU 更侧重以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为首要目标的气候项目。  

具体来说，德国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和环境部（BMU）会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以及德国

国际合作机构（GIZ）进行合作。其中， KfW 负责“金融合作”的部分，而 GIZ 负责提供“技术合作”的补充。

主要体现在： BMZ 提供财政拨款，然后授权 KfW 以及它的子公司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进行

融资。KfW 和 DEG 主要会通过发放债券的方式的吸引更多公共资金，最后以赠款，或者优惠贷款的方

式赠与受援国。在执行方面，BMZ 直接授权委托 GIZ 来负责。不同于 BMZ 的双边融资活动，德国环境

部（BMU）的主要是依靠国际气候倡议（IKI）渠道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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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多边渠道下的气候融资活动 

除了通过双边渠道筹集的气候资金，多边渠道动员的气候资金也是德国气候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多边融

资机制下，德国为国际气候变化应对基金以及多边机构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下设的基金，如绿色气候基金（GCF）、气候变化适应基金（AF）、全球环境基金（GEF）、最

不发达国家基金（LDCF）、和气候变化特别基金（SCCF）等；还包括独立于《公约》的气候基金，如

由世界银行托管的气候投资基金（CIF）（包括气候复原试验方案（PPCR）、以及森林碳伙伴基金 （FCPF） 

等）。此外，德国也通过对多边开发银行（MDBs）设立的基金注资后，再通过基金直接为发展中国家

提供资金援助，这样的多边融资渠道包括：世界银行附属机构—国际开发协会（IDA）、非洲发展基金

（AfDF）、亚洲发展基金（AsDF）、以及许多加勒比开发银行（CDB）下的基金；除此之外，德国为发

展某些特定的领域，还会每年向一些联合国特设下属机构提供资金，包括联合国发展署（UNDP）、联合

国环境署（UNEP），以及给这些特设专门机构下的倡议方案、 信托基金、知识中心提供资金支持。《气

候公约》秘书处也会每年收到来自德国的气候资金。 

在双边渠道中，德国相关机构会直接参与投融资目标、策略、项目执行以及评估的工作，而多边渠道，

德国主要通过注资的形式开展气候融资援助，项目执行与评估也由相关多边金融机构及其附属金融机构

执行。鉴于此，下文将重点讨论德国在双边渠道的气候融资模式。 

 

3.2 德国国际合作气候融资的战略与机制框架 

3.2.1 德国国际合作的气候融资战略 

德国联邦政府 2016 年通过的《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Climate Action Plan 2050）为德国实现气候保

护目标提供了政策指导。为履行《巴黎协定》的承诺，这个长期的行动计划概述了所有相关领域为实现

德国气候目标的行动方案，包括能源供应、建筑和运输部门、工商业、农业和林业部门等。《行动计划》

还规定了到 2030 年各个行业的减排目标，从而为未来数十年这些部门的战略决策提供指导。BMU 在

《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的制定、形成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24 

在《2050 年气候行动计划》的战略指导下，德国内阁于 2019 年 9 月通过了《全国气候变化框架法》和

《气候行动方案 2030》草案，将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纳入法律，并且为实现 2050 年碳中和提出了

许多具体措施。这一系列文件以及框架法文件的立法程序已经走完，德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承诺和行动方

案已经纳入了国家法律体系。25 

                                                           
24 BMU. n.d. Climate Action Plan 2050-Germany’s long term emiss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https://www.bmu.de/en/topics/climate-

energy/climate/national-climate-policy/greenhouse-gas-neutral-germany-2050/ 
25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d. Climate Action Programme 2030: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issues/climate-

action/klimaschutzprogramm-2030-1674080  

https://www.bmu.de/en/topics/climate-energy/climate/national-climate-policy/greenhouse-gas-neutral-germany-2050/
https://www.bmu.de/en/topics/climate-energy/climate/national-climate-policy/greenhouse-gas-neutral-germany-2050/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issues/climate-action/klimaschutzprogramm-2030-1674080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en/issues/climate-action/klimaschutzprogramm-2030-167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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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德国对外援助管理机构框架 

德国的对外援助管理机制不由统一的部门领导，而是由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和环境部（BMU）共

同负责，彼此协作。虽然 BMZ 和 BMU 没有一个统一领导中心，但各自政策法律制定必须符合德国联邦

政府所制定的气候战略，同时也符合欧盟、《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气候目标。 

BMZ 和 BMU 为了提高合作效率，于 2013 年联合发布了合作战略报告。26 这份文件规定，BMZ 主要负

责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它在发展合作政策和战略的制定方面起到了核心作用。27 BMZ 的主要职责可以

分为资金动员和技术援助两类。 在资金方面，BMZ 主要通过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以及它的子公司

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募资，过程中的技术援助则主要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负责。而 BMU

与 BMZ 并行，德国对外援助同样依靠 BMU 在政策制定和行动规划方面提供支持。《国际气候倡议》

（IKI）是 BMU 开展气候援助的主要渠道。此前 IKI 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欧盟碳交易收入，后来随着碳排放

许可证的价格下跌，IKI 的资金主要来自 BMU 的预算。28  

德国有关气候援助的实施由一系列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教堂以及科学培训机构具体负责。而在这些

执行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GIZ 成立于 2011 年，由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TZ）

兼并国际培训与发展公司（InWent）及德国发展服务公司（DED）组成。GIZ 在气候领域具体执行活动

包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技术培训与发展合作。 

图 10  德国双边气候援助示意图 

 

来源：创绿研究院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26 秦海波等. 《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 《中国软科学》(2015), (2), pp. 22-34. 
27 黄梅波，韦晓慧. 《援外管理机构：主要类型和演化趋势》.《国际经济合作》(2013), (12), pp. 37-44. 
28 秦海波等. 《美国、德国、日本气候援助比较研究及对中国南南气候合作的借鉴》. 《中国软科学》(2015), (2), pp.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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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主要参与者 

本节将主要介绍德国参与国际气候融资活动的四个主要机构及其职能与分工。 

1.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 

经济合作和发展部（BMZ）在德国联邦政府中主管对外援助和发展合作政策，主要负责与国际合作相关

的战略制定。在双边气候援助中，BMZ 与援助方之间的合作主要基于援助伙伴国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协

议，这些协议通常在每两年一次的政府谈判中达成。通过谈判，德国与受援伙伴国共同制定未来计划，

并且在气候援助资金体量等基本问题上达成共识。这主要包括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委托的金融合作（主

要委托 KfW），以及技术合作（委托 GIZ）上达成协议。最后，谈判的结果也会被记录在具有法律约束

力的协定之中。29 

在机构组织层面，BMZ 没有下属的政府机关。通常来说，BMZ 的项目执行会交给其他执行机构，包括

GIZ 负责技术、KfW 以及其子公司 DEG 来负责融资的执行。 BMZ 有三个常设机构，包括综合事务与民

间社会力量合作司（主要负责一般行政工作）；其他国家与区域合作、亚洲、拉丁美洲、欧洲、维护和

平任务、联合国司；以及全球与部门政策、欧洲与多国发展政策、非洲、中东司（负责国际组织的合作，

以及非洲、中东地区的合作与协调）。 

2.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BMU）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部（BMU）主要负责关于环境、自然保护还有核安全相关的事宜。在

气候援助中，BMU 通过国际气候倡议（IKI）融资。IKI 作为 BMU 气候融资的工具和项目执行中介，可

以通过招标选拔的方式决定气候资金的流向。通过选择合适项目，IKI 会更有针对性地为气候友好型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30 

BMU 的职责包括：1. 建立环境、自然保护与核安全相关法律框架，包括监管法规并确保国家法律能与

欧盟的法令相匹配。2. 除法律制定之外，BMU 还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支持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如为研

究开发提供资金，还有支持创新技术的市场推广。3. 为确保法规的有效执行，BMU 还履行协调联邦和

各州、制定计划和联合战略的任务。4. BMU 还负责环境领域与媒体和公关相关的工作，提高公众参与

度和信息透明化。31 

在组织架构上，BMU 设有一位部长和六个内设机构，包括综合事务与环境保护基本政策司；气候变化、

环境与能源、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司；核设施安全、辐射防护、核燃料循环司；水资源管理、废弃物

管理、土壤保护司；环境健康、污染控制、装置安全与运输、化学品安全司和生态保护与自然资源可持

续利用司。BMU 主要的职责包括气候保护、环境与能源、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核能设施安全、辐射

                                                           
29 BMZ. n. d. The direct approach to the partner: https://www.bmz.de/en/ministry/approaches/bilateral_development_cooperation/index.html 
30 IKI. n. d. IKI funding instrument: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about-the-iki/iki-funding-instrument/ 
31 BMU. n. d. The Ministry: Task and structure: https://www.bmu.de/en/ministry/tasks-and-structure/ 

https://www.bmz.de/en/ministry/approaches/bilateral_development_cooperation/index.html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about-the-iki/iki-funding-instrument/
https://www.bmu.de/en/ministry/tasks-and-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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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核燃料循环；水资源管理、废弃物管理、土壤保护；环境健康、注入控制、装置安全与运输、化

学安全；自然保育及自然资源永续使用等。 

与 BMZ 相比，BMU 主要负责关于各类环境问题的对外援助，而 BMZ 主要负责金融和技术方面的气

候相关合作。并且 BMU 负责制定环境相关的法律， 而 BMZ 在国际间发展合作战略制定中起着重要作

用。在面向的援助国方面，BMU 更倾向于拨款到收入中高等国家，例如墨西哥，南非，泰国。然而 BMZ

因为更侧重于支持国际层面的发展议题，例如减贫。因此 BMZ 的援助资金大部分则流向较不发达和低

收入国家。32 

3.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与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 

复兴信贷银行（KfW）是德国一家国有开发性银行，主要通过发行德国联邦政府担保的债券为市场提供

大部分的贷款需求。在海外气候资金援助中，KfW 受 BMZ 的委托，主要负责与受援伙伴国进行金融方面

的合作。KfW 在机构管理上主要以首席执行官为首的五人执行委员会领导，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情况会向

由 36 人组成的监事会报告。而其监事会主席和副主席是德国联邦财政和经济事务部长，这两个职位每年

会轮流交换。 

在国际事务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 包含了其下属发展银行（KfW Development Bank），以及其子

公司“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为：德国开发银行通过双边的渠道（包括

政府间和国家开发性银行间）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开展公共资金方面的合作，而 DEG 则更侧重于促

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私营部门的发展。33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会通过中间机构发放大量贷款，可能在绿色贷款和环境监测标准方面带来不少

问题。因此，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进行国际合作时会与其它开发银行密切合作，比如，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经常与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EIB）以及其他区域的开发银行合作并共同出资。同样，DEG 与荷兰开

发银行（FMO），法国开发署（AFD）和国际金融公司（IFC）等其他双边或多边开发金融机构合作。34 

 

 

 

 

 

 

                                                           
32 根据访谈信息整理 
33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the case of KfW (2016): 

https://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6/07/GriffithJones.Final_.pdf 
34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Initiative. National Development Banks and Sustainable Infrastructure: the case of KfW (2016): 

https://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6/07/GriffithJones.Final_.pdf  

https://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6/07/GriffithJones.Final_.pdf
https://www.bu.edu/pardeeschool/files/2016/07/GriffithJones.Final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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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可持续管理框架 

 

来源：创绿研究院根据公开信息整理 35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可持续管理框架由首席执行官直接负责，并指导可持续产品和商务环节的

运营。框架下主要负责的部门有：首席执行官、环境和可持续小组官员、可持续官员、环境和气候小组

级别指导委员会、运营代表和内部环境保护官员。（图 11） 

4.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是德国政府致力推动国际合作的发展机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 GIZ 唯一的

股东，主要代表是德国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和联邦财政部（BMF）。36 GIZ 主要受 BMZ 的委托，

负责与气候融资相关的技术合作，除此之外，GIZ 也与私营部门，以及其它国家和国家间政府组织合作

（非政府组织除外）。GIZ 在气候融资方面的相关活动需要得到 BMZ 授权，并与 KfW 紧密合作。GIZ 主

要负责实施 BMZ 属于“技术合作”的项目，即与气候投融资相关的能力建设，而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则实施

BMZ 的 “财务合作”项目。 

                                                           
35 Sustainability management system at KfW, https://www.kfw.de/nachhaltigkeit/About-KfW/Sustainability/Strategie-Management/Organisation/ 
36 GIZ. n. d. Shareholder: https://www.giz.de/en/aboutgiz/shareholder.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5%9B%BD
https://www.giz.de/en/aboutgiz/sharehold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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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GIZ 根据德国法律注册成立为 Gmbh（有限责任公司），所以它由代表公司股东行事的管理委员会

管理，并由监事会进行监控。37 从机构架构来看，GIZ 主要分为监事会、受托人董事会、以及私营部门

咨询委员会。 

GIZ 的监事会由十名股东代表和十名雇员代表组成。股东由德国联邦议会的五名成员、BMZ 的四名代表、

以及德国国际发展基金会的一名代表组成，员工则由十名员工代表（三名工会代表，一名执行经理和六

名员工）。38 GIZ 董事会为公司提供发展方面所有重要问题的建议。董事会还会对公司宗旨有关的事项

保持信息和意见的交换。39 在组织架构上，GIZ 由八个公司单位（公司发展，公司沟通，法律事务和保

险，合规与诚信，审计，评估，公司安全，国际合作学院（AIZ））和十个部门组成。40 其中，主要负责

国际合作相关事务的部门是私营部门咨询委员会。41  

 

3.3 德国气候融资的资金从何而来？ 

3.3.1  德国气候资金大部分来源于双边渠道下的公共资金 

从融资渠道来看，德国动员气候资金主要渠道是双边融资，而双边融资的主要来源又是政府的财政拨款。

德国联邦政府发布的《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显示，2013 年-2016 年，通过双边融资渠道动员的公共资

金占德国气候资金总量的大部分。民间研究数据也显示， 2013 年-2016 年德国的气候资金总额（包括赠

款和贷款）,有 94.4%来自于双边融资渠道，而通过多边渠道募集而来的气候资金仅占 5.6%。42 数据还

显示， 2016 年，德国双边气候资金有 83.8%来自德国的公共财政拨款， 2013 年到 2016 年，平均 86%

的双边气候资金来自于德国的公共财政 43， 2018 年，这一数字仍保持在 82%。政府的财政拨款仍然是

德国气候资金的主要来源。44 

3.3.2 德国气候资金来源分类 

德国气候资金主要来源有三，分别是 1）财政拨款而来的公共资金；2）通过 MDBs 筹集、募集而来的公

共资金；3）来源于私人投资者的私人气候资金。 

                                                           
37 GIZ. n.d. Management Board: https://www.giz.de/en/aboutgiz/management_board.html 
38 GIZ. n. d. Supervisory Board: https://www.giz.de/en/aboutgiz/supervisory_board.html 
39 GIZ. n. d. Board of Trustees: https://www.giz.de/en/aboutgiz/board_of_trustees.html 
40 GIZ. n.d. Organization Chart: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202081043/https://www.giz.de/en/downloads/giz2017-en-

unternehmensorganigramm.pdf  
41 GIZ. n. d. Private Sector Advisory Board: https://www.giz.de/en/aboutgiz/private_sector_advisory_board%20.html 
42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Distribution of bilateral/multilateral climate finance (2013-2016*), (2019):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2/ 
43 BMU, Germany’s Seven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

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44 BMZ. n.d. Climate finance: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https://www.giz.de/en/aboutgiz/management_board.html
https://www.giz.de/en/aboutgiz/supervisory_board.html
https://www.giz.de/en/aboutgiz/board_of_trustees.html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202081043/https:/www.giz.de/en/downloads/giz2017-en-unternehmensorganigramm.pdf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70202081043/https:/www.giz.de/en/downloads/giz2017-en-unternehmensorganigramm.pdf
https://www.giz.de/en/aboutgiz/private_sector_advisory_board%20.html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2/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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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的定义，德国公共资金主要分为两大类别。45 第一大类别是来源于德国政府财政公共资金，

一般是通过赠款（Grants）和优惠贷款（Concessional loans）; 第二大类别来自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以及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自身动员的资金，一般以优惠贷款的形式发放，属于官

方发展援助资金。46 

来源于德国政府财政的公共气候资金，会通过 KfW 开展与受援国的双边合作，或者通过注资到双边机构、

国家开发性银行来实现双边气候融资。其中，通过双边融资渠道募集的公共资金来分别来源于 BMU 和

BMZ 的财政拨款。来自发展部的资金主要通过 KfW 的代理，以赠款和“优惠贷款”的方式给赠与受援伙伴

国。来自环境部的资金则通过 IKI 倡议下的双边项目，为受援伙伴国提供赠款。此外， BMZ 和 BMU 也

会直接注资多边机构，将气候资金以赠款和优惠贷款的方式赠与发展中国家。或者通过直接注资多边开

发银行（世界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这类气候资金的利率与市场利率（Market rates）一致，形式以

赠款、优惠贷款，以及普通贷款为主。47 

除了德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外， KfW 和 DEG 还会通过市价发放贷款筹资，KfW 和 DEG 自身的资

金也将作为公共资金用于支持应对气候变化。48 除此之外， KfW 和其他公有主体还会通过共同出资的方

式激励私人投资者投资气候友好型项目，动员私人资本。49 另有一些私人投资者自发提供气候资金，而

这些私有气候资金会以私人投资（Private investment）、或者混合投资(Public-Private investment) 的方

式支持受援国的气候友好型项目。50 据统计，2013/2014 年度，平均每年有 150 亿美元的私有气候资金

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近期的数据官方暂未公开。51 

                                                           
45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 biennial_report_to 

unfccc.pdf 
46 BMU, Germany’s Seven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2017): 

https://unfccc.int/files/national_reports/annex_i_natcom_/application/pdf/26795831_germany-nc7-1-171220_7_natcom_to_unfccc.pdf 
47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n. d. Overview: Climate finance: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overview-climate-finance/ 
48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n. d. Overview: Climate finance. 
49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n. d. Overview: Climate finance. 
50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n. d. Overview: Climate finance. 
51 BMU, BMZ, IKI.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Germany’s contribution (2015): 

http://www.bmz.de/en/publications/type_of_publication/information_flyer/flyer/climate_finance.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20biennial_report_to%20unfcc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20biennial_report_to%20unfccc.pdf
https://unfccc.int/files/national_reports/annex_i_natcom_/application/pdf/26795831_germany-nc7-1-171220_7_natcom_to_unfccc.pdf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overview-climate-finance/
http://www.bmz.de/en/publications/type_of_publication/information_flyer/flyer/climate_fin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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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德国气候资金的来源渠道关系图

 
来源：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 26 — 

 

3.4 德国气候融资流向哪里？ 

气候融资数据测量方法——“里约标记” 

德国主要采用经合组织（OECD）制定的“里约标记”（Rio Marker）气候融资数据测量方法，来衡量投融

资活动与气候目标的关联性，以此进一步判定适合援助的气候资金的金额。 

 “里约标记”将所有相关活动用三种分数分类。“2”代表着适应或者减缓是援助的直接目的（Principle 

objective）。在德国，只有 50%气候援助项目可以标记为“2”。 “1”代表着适应或减缓是援助的间接目的 

(Significant objective)。德国 100%的气候援助项目都与气候变化有关。分数“0”代表着活动与气候目标没

有关联（Not targeted）。52 根据项目对气候目标的三种贡献程度， 也有相应的预算支出固定比（分别

是 100%、40%和 0%）。53 

 

3.4.1 气候资金流向（按领域） 

气候减缓仍然是德国气候资金的主要用途。从 2013 到 2016 年，德国气候资金总量的 68.8%用于气候减

缓活动，5%用于气候适应，22%用于兼顾气候减缓、适应的项目活动，以及 4.2%用于森林固碳。54 来

自政府财政拨款的公共气候资金基本能实现气候减缓和适应的平衡。《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显示，2013

年-2016 年，德国政府努力为气候适应和气候减缓提供更平衡的财政支持，用于气候适应和气候减缓的

财政资金在 2013 年已经实现两者持平。在 2014-2016 年，虽然用于两个领域的气候资金占比稍有波动，

但基本上也趋于平衡。 

 

 

 

 

 

 

 

 

                                                           
52 BMZ. n.d. Germany remains a reliable partner: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53 Petri H. Short guide to the use of Rio markers (2017): https://europa.eu/capacity4dev/public-environment-climate/wiki/short-guide-use-rio-markers 
54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Sector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climate finance (2013-2016), (2019):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

grafics/chart10/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https://europa.eu/capacity4dev/public-environment-climate/wiki/short-guide-use-rio-markers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0/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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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3-2016 年德国预算拨款来源的双边气候资金用于气候适应和减缓的情况（百分比） 

 
来源：Germany‘s Seventh National  Communication on Climate Change 

而来自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气候资金仍主要用于气候减缓。2016 年，KfW 大部分气候资金流入了气候减缓

领域。数据显示：用于气候减缓的资金占总量的 89.02%（其中 80.88%来源于 KfW 的贷款融资，来源于

DEG 占 8.14%），仅有 10.98%用于气候适应（KfW 贡献了 10.63%，DEG 贡献了 0.35%）。 

图 14  2016 年 KfW 和 DEG 募集的公共气候资金贡献情况（百分比） 

 

来源：《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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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气候适应 

在气候适应方面， BMZ 主要支持的领域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bA）、农业生产与粮食安全的适应、

水资源管理和适应、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管理工具（例如：通过创新的保险解决方案，以及在国家范围

内的国家适应计划（NAP）和国家自主贡献（NDC）的背景下制定和实施国家适应战略。）55 截至 2017

年，BMZ 为气候风险保险方案（Climate risk insurance initiative- InsuResilience）捐赠了 1.9 亿欧元。除

此之外，为提高在气候变化情况下粮食安全问题，BMZ 每年也通过“OneWorld，No Hunger”倡议提供 15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56 国际气候倡议（IKI）也为气候适应领域提供了大量支持。但 IKI 更偏向于支持特别

脆弱的国家和地区，以增强其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根据 BMU 提供的数据， 2017 年，IKI 大部分气

候适应资金用于双边基金（5 千万欧元）、以及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 EbA 领域（3 千万欧元）。57 

2. 气候减缓 

德国联邦政府支持气候减缓的主要领域为建立低排放的经济和供应结构，包括使用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源效

率、减少氟化温室气体排放和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同时德国也支持废弃物管理和利用和保护自然碳汇等领域。
58 截至 2016 年，BMZ 为保护森林提供了 20 亿欧元的资金。59 IKI 的重点则是为受援国提供政策建议，以及

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2017 年约 0.6 亿欧元用于提高韧性、发展可持续城市以及循环经济）。60 

3. 森林养护 REDD+ 

减少发展中国家因森林砍伐和森林退化产生的碳排放，以森林可持续管理等方式增加森林碳汇

（REDD+），拥有和生物多样性的协同效益，对减缓和适应都有裨益 61，是德国在林业领域开展国际合

作的重要战略。从 2006 年到 2008 年， BMU 和 BMZ 一共为 REDD+提供了 10 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如

果把德国在 2016 年对 REDD+的承诺计算在内，BMZ 为 REDD+的投入接近林业领域资金量的一半

（49%）。62 IKI 则侧重在国家自主贡献框架下，实施国家 REDD+和森林景观恢复，特别着眼于支持可

持续商业模式和动员私人资本。 

3.4.2 气候资金流向（按地域） 

德国双边气候资金在区域分布上较为平衡。数据显示， 2013 年-2016 年，德国气候资金（包括贷款和

赠款）的 25.5%流向亚洲地区；23.5%用于全球，跨区域地区；撒哈拉非洲区域占德国气候资金的 16%；

中南美洲 15.5%；中东和北非占 3.6%；东欧、欧洲东南部、高加索地区、以及亚洲中部地区占 4.8%。 

                                                           
55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

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56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pp.68 - 69 
57 IKI. n.d. Adapting to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adaptation 
58 BMU, BMZ.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Germany’s contribution (2014):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59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pp.71. 
60 IKI. n.d. Mitigat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mitigation 
61 IKI. n.d. Conserving natural carbon sinks/REDD+: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natural-carbon-sinks/redd 
62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pp.71-72.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adaptation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mitigation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issues/natural-carbon-sinks/re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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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指出，德国财政拨款主要用于支持非洲地区。2016 年，德国为非洲地区提

供了 9460 亿欧元（占比 33.6%）气候资金。除了非洲以外，德国也向亚洲、中东以及欧洲的东南部提

供了 8860 亿欧元（占比 31.5%）气候资金。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则收到约 3720 亿欧元（占比 13.2%）

气候资金援助。 

图 15  德国气候融资的区域分布 (2013-2016) 

 
来源：Deutsche Klimafinzierung 

图 16  2015-2016 年双边气候资金的地区分布占比(资金来源于政府预算) 

 

来源：《德国气候变化双年报》63 

                                                           
63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

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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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机构对德国气候融资研究指出，2013 年-2016 年，德国所有用于气候减缓的气候资金大部分流向亚

洲地区，占比 38.5%，排名第二的拉美占 21%，用于撒哈拉非洲的资金占比为 15.2%。另外，用于气候

适应的资金主要流向撒哈拉以南的非洲（25.3%）、亚洲（17.8%）和中东北非地区（18.1%）；用于森

林保护、森林碳汇的气候资金大部分流向双边气候基金（42.2%），以及中南美洲（31.6%）。64 65 66 

 

3.4.3 德国气候资金受援方 

1. KfW 的受援方 

在开展国际援助时， KfW 主要通过双边融资渠道融资，并将动员到的气候资金转向给非欧洲境内的双边

开发机构，例如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JICA)。除了流向公共部门之外，也有些气候资金会流向新兴国家的

国有开发性银行，通过受援国当地的国有开发银行，气候资金最终用于支持具体气候环境相关项目，中

小型企业(SMEs)67，以及一些私人家庭 68。 

除此之外，为了缓解德国的财政压力，以及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计划专有技术，KfW 会与私营企

业以及金融机构合作，共同实现气候融资目标。这种合作也被称为“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s)，此合作模式在供水设施的运营和基金管理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69 

2. 国际气候倡议（IKI）受援方 

IKI 作为德国环境部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它为其援助方规定了严格的选拔流程。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的潜

在援助方需要满足 IKI 的规定才具有申请项目资金的资格。这些选拔方案主要分为三种：1）以主题导向

的选拔，2）特定国家的选拔，以及 3）中小额赠款的选拔。第一、二种选拔方式主要对来自德国和其他

国家的申请者开放，它支持联邦执行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国际和跨国组

织和机构，例如开发银行、联合国机构等。70 而第三种中小额赠款主要面向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

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国家资助机构。71 

 

                                                           
64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climate finance-mitigation (2013-2016), (2019):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2/ 
65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climate finance-Adaptation (2013-2016), (2019):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 
66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German climate finance-REDD+ (2013-2016), (2019):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3/ 
67 KfW. n.d. Our cooperation partner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

cooperation-partners/ 
68 KfW. n.d. Climate: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opics/Climate/ 
69 KfW. n.d. Our cooperation partner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

cooperation-partners/ 
70 IKI. n.d. Country specific selection procedure: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country-

specific-selection-procedure/ 
71 IKI. n.d. IKI Small and Medium Grant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

medium-grants/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2/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1/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info-grafics/chart3/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cooperation-partner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cooperation-partner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opics/Climate/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cooperation-partner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Tasks-and-goals/Our-cooperation-partner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country-specific-selection-procedure/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country-specific-selection-procedure/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medium-grant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medium-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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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撬动私人资本参与德国国际气候融资 

在参与国际气候融资的私人资本方面，目前德国相关数据并不完整，只有通过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OECD-DAC）认同的算法得出的数据，才被记录到德国的私有气候资金当中。72  

根据已统计在内的私人气候资金， KfW 在 2015 年共动员了 3.57 亿欧元来自私营部门的气候资金。73 

2018 年，KfW 和 DEG 筹集了近 4.7 亿欧元来自私营部门的气候资金。74 为了缓解德国财政的压力，德

国联邦政府主要采用以下两种手法撬动私有资本。第一种是提供直接支持， 例如为发展中国家提供特殊

贷款或气候保险 75，具体包括为当地开发银行循环信用额度（Revolving credit lines），还有对结构性基

金(Structured funds) 以及“公私伙伴关系”（PPPs）投资 76。第二种则是通过间接手法调动私有气候资金，

主要通过为受援国提供气候适应、减缓措施计划，创造更友好的投资环境，即通过对公共部门的干预（包

括政策层面的干预）来刺激受援国或本国的私人资本投入气候友好型项目中。77 

在私有气候资金募集过程中，KfW 以及其子公司 DEG 是主要负责的机构。DEG 通过与私营部门合作，

动员私有气候资金， 这些私营性质的客户投资（主要包括投资者、赞助商或商业银行）是德国私有气候

融资的主要来源。而 DEG 主要通过发放贷款和参股等方式支持项目的实施。78 

 

3.5 如何核算、监督与评估气候融资的有效性 

作为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中的一员，德国评估气候融资有效性的标准首先是必须符

合 OECD-DAC 的规定。为了在全球发展合作中取得更好的结果，DAC 发展评估网络*（DAC Network 

on Development Evaluation）为评估标准核准了定义和一套实施原则。德国 BMZ、GIZ、KfW 以及德国

发展合作评估研究所（DEval）都是 DAC 发展评估网络中的成员机构。79 在具体评估时，除了遵守 DAC

的统一规定之外，相关机构也会有各自不同的标准和方法。DEval 是独立于其它机构的一个公共实体，

主要为德国发展合作活动进行整体层面、战略意义上的评估。而 BMZ、GIZ、KfW，以及 IKI 则侧重具体

的项目评估。 

                                                           
72 BMZ. n.d. Germany remains a reliable partner: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73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

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74 BMZ. n.d. Germany remains a reliable partner: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75 BMU, BMZ.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Germany’s contribution (2014):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76 BMZ. n.d. Germany remains a reliable partner: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77 BMU, BMZ. International climate finance: Germany’s contribution (2014):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78 BMU, Germany’s Third Biennial Report (2017):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

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DAC 发展评估网络是一个独特的国际论坛，汇集了评估管理人员以及来自经合组织发援会成员国和多边发展合作机构的专家发展机构. 

79 OECD. n.d. Germany-DAC Evaluation Network Member: 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network-member-germany.htm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http://www.bmz.de/en/issues/klimaschutz/climate-finance/index.html
http://m.bmu.de/fileadmin/Daten_BMU/Download_PDF/Europa___International/int_climate_finance_factsheet_en_bf.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unfccc.int/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BR%20Germany-br3-1-171220_3__biennial_report_to_unfccc.pdf
https://www.oecd.org/dac/evaluation/network-member-germany.htm


  

— 32 — 

 

本小节分别从策略层面，以及具体项目层面上介绍德国如何核算、监督与评估气候融资。策略层面的评

估主要参考 DEval 的例子。在项目层面上，因为考虑到本研究的内容聚焦于德国的气候融资，且 KfW 是

德国气候融资主要支持机构，所以选取 KfW 的例子来展现德国在项目层面的气候资金评估方式。  

 

3.5.1 DEval 的气候资金评估方法及标准 

德国发展合作评估研究所（DEval）是由德国经济与发展部（BMZ）授权，并为德国发展合作活动开展独

立、科学评估的机构。为了更好地支持 BMZ 改善德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其评估工作是独立于 BMZ 进行。 

DEval 的核心业务是对德国发展合作进行战略层面的评估和影响分析，并不涉及对于具体项目的评估。

在评估的过程中，DEval 会有自己一套的评估标准（如下），同时会继续开发新的评估方法和标准，完

善评估能力。此外，DEval 也同样重视提高与德国发展合作的部分伙伴国家的评估能力（这也被称作 ECD），

包括与合作伙伴国家以及国际目标群体建立知识网络。80 

评估方法 

DEval 的评估工作主要由以下七大原则指导 81：独立、适应需求、重视质量、以伙伴关系为基础、重视

参与、效率和透明性。独立（Independent）原则是为了确保评估的中立性和以事实为依据；适应需求

（Needs-oriented）原则是为了保证发展政策与气候议题的相关性和有效性，并保障评估能够与时俱进；

重视质量（Quality-focused）原则是指相关气候活动符合本国、东道国和国际认同的评估标准；以伙伴

关系为基础（Partnership-based）原则是为确保在合作中的互惠互利；重视参与（Participatory）是保障

更多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评估，并在确保自身独立性基础上提高工作质量和鼓励学习；效率（Efficient）原

则指更高效地管理资金以开展评估；透明性（Transparent）原则保障评估过程和结果的透明度。 

除了遵循这七大原则之外，DEval 也致力于为应对复杂的发展合作环境的挑战，进一步开发相关评估方

法和标准。为衡量气候融资的有效性，DEval 会采用以下三种方式： 

第一：复杂评估中的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s in complex evaluations）82。这种工具常用于回答

复杂评估项目中关于“为什么”“如何”项目会生效的问题。使用因果机制的核心在于分析干预措施和预计结

果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使用因果机制的时候，DEval 将经验和因果机制相结合，不仅使气候融资合作评

估有系统方针可循，同时也考虑到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 

第二：严格影响评估（Rigorous Impact Evaluation, 简称 RIE）83。 这是一种测量单独变量（干预）对特

定项目产生的影响，用来提高项目有效性的工具。在德国只是偶尔被用于评估发展合作方面的项目。

DEval 在使用 RIE 时，主要通过定量调查、采访专家和利益相关方、以及与国家和国际专家开展访谈和

                                                           
80 DEval. n.d. About US: https://www.deval.org/en/about-us.html 
81 DEval. n.d. Principles: https://www.deval.org/en/principles.html 
82 DEval. n.d. The use of causal mechanisms in complex evaluations: https://www.deval.org/en/research-on-methods.html 
83 DEval. n.d .Rigorous Impact Evaluation: https://www.deval.org/en/rigorous-impact-evaluation.html 

https://www.deval.org/en/about-us.html
https://www.deval.org/en/principles.html
https://www.deval.org/en/research-on-methods.html
https://www.deval.org/en/rigorous-impact-evalua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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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来了解 RIE 在德国的使用现状、RIE 在实施和系统使用中存在阻碍因素（Barrier），以及德国

从其他国家可借鉴的 RIE 使用经验等。最后可以减少 DEval 在实施 RIE 评估工具中的阻碍因素，提高系

统利用 RIE 的使用效果，从而评估德国气候融资项目合作的有效性。 

第三：创新利用遥感数据 84。遥感数据在衡量气候变化适应和人居环境变化的成效方面效果显著，多用

于评估气候适应合作项目。 

DEval 评估标准 85 

DEval 的评估标准符合德国联邦政府、欧盟、以及 OECD 的衡量标准的要求，同时也高于德国国内评估

的通用标准。此处的评估标准是 DEval 的最低标准，适用于所有 DEval 的评估。 

• 效用(Utility)：相关主题、参与和可行建议的效力。 

• 可评估性(Evaluability)：计划切合实际，并且具有成本效益。 

• 公平，独立和完整性(Fairness, independence and integrity)： DEval独立，透明且遵循环境完整性。 

• 准确性，科学严谨性和可理解性(Accuracy, scientific rigour and comprehensibility): DEval评估遵循

良好科学实践的原则。 

• 可比性(Comparability)： DEval评估采用统一的评估标准。 

注重评估能力发展（ECD）86 

除了评估和进一步开发评估方法外，帮助合作伙伴国提高评估能力也是 DEval 的核心工作领域。德国在

气候方面的合作伙伴国家可以利用 DEval 所有的技能和经验，提高自身的评估能力。从长远来看，DEval

也期待与德国合作的国家将 DEval 作为当地政府的重要指导工具。这不仅旨在提高个人、机构和组织的

能力，同时也在于打造伙伴国家的评估文化。这对相关国家后续项目实施，以及长远的发展都至关重要。 

 

3.5.2 KfW 的评估方法和评估标准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在评估项目时，为保证项目评估公正、可信，遵循“独立性”，专设了独立的评

估部门，独立于 KfW 组织架构之外。项目最终的评估结果会直接向执行委员会（Executive Board）报

告。除此之外，KfW 的执行董事会将评估管理权分配给学术界的外部人员。 

                                                           
84 DEval. n.d . Improving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hrough innovation use of remote sensing data: 

https://www.deval.org/en/innovative-use-of-remote-sensing-data.html  
85 DEval. n.d .Methods&Standards: https://www.deval.org/en/methods-standards.html 
86DEval. n.d .Evaluation capacity development: https://www.deval.org/en/evaluation-capacity-development.html 

https://www.deval.org/en/innovative-use-of-remote-sensing-data.html
https://www.deval.org/en/methods-standards.html
https://www.deval.org/en/evaluation-capacity-developm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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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独立性”原则之外，KfW 采用标准评估和专题评估两种方式为结项项目进行后续审查，在评估完成之

后会有机构内部的评估成果学习机制。 

标准评估 (Standard Evaluations) 87 

在 2007 年之前，KfW 对所有已结项项目还会进行后续评估，并且评估的结果每两年都会在摘要分析报

告（Summarized analysis report）中发表。自从 2007 年之后，KfW 开始随机抽取在特定年份里具有代

表性的结项项目进行评估，样本量都超过项目总量的 50%，这使得所有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具有较高的准

确性。KfW 的后续评估会在项目结项后大约三年到五年后开展，评估覆盖项目整个周期，评估人员会根

据手边可用的报告来评价结项项目，并审查每个环节的成果。最后，评估人员会通过现场访谈（Interview 

on-site），分析数据，评估资方或者其它相关方所提供的信息，为项目打分。 

专题评估（Thematic Evaluation） 

除评估单个项目之外，项目结项后评估部门会根据项目的不同分类，对不同类别项目进行更全面的分析。这

种选择特定主题深入分析的评估方式，是为了充分了解同一类项目之间的共性，以此总结教训和学习经验。 

在评估中学习 

与 DEval 相似，KfW 在项目评估中也重视评估的学习。与之不同的是，DEval 侧重于提高受援合作国的

评估能力，而 KfW 更强调内部学习项目评估的经验。项目评估结束之后，KfW 会让所有参与评估人员加

入讨论，相关经验教训也会在公司内传播。 

除此之外，在后续评估期间，KfW 也会采用角色转换方式，例如，该项目的内部评估员不再参与后续评

估工作，而评估员工只能接受所在部门权限外的项目评估。这种角色转换方式，可以促进所调动员工们

之间的双向学习。 

评估标准 88 

KfW 评估部门采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OECD-DAC）认可的六大关键标准，包括相关性，一致性、

有效性，效率总体发展影响，和可持续性。 

• 相关性（Relevance）：相关性标准检测项目是否符合其主要开发目标，是否可以有效实现该目标。

另外相关性也要求项目充分考虑伙伴国以及德国联邦政府的战略要求。 

                                                           
87 KfW.n.d. Our principle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Evaluations/Principles/ 
88 KfW.n.d. Evaluation criteria: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Evaluations/Evaluation-criteria/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Evaluations/Principles/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International-financing/KfW-Development-Bank/Evaluations/Evaluation-cri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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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致性（Coherence）：一致性标准考虑采取的发展措施与伙伴国家（外部），以及部门中（内部）

的干预措施和发展战略的兼容性。外部一致性使项目拟定的干预措施和东道国的政策措施互补，而内

部一致性则更多考虑不同相关者之间的协调问题。 

• 有效性（Effectiveness）：有效性标准是用来评估项目目标是否已经实现。 

• 效率（Effectiveness）：效率标准是用来检测项目的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这里最核心的

问题在于资源的经济使用，包括“生产的效率”以及“分配的效率”。 

• 总体发展影响（Impact）：是否有助于实现开发项目的长远目标。 

• 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项目发起人或目标群体在如果能在外部财务或者技术支持结束后，依然

能继续支持项目，项目则被认为符合可持续性的标准。 

分级量表 

关于项目的等级评估，KfW 采用了“分级量表”对项目等级进行汇总。分级量表分为六个等级，每个等级

用“1”到“6”数字表示。分数 1 到 3 表示项目“成功”，而分数 4 到 6 则表示“不成功”。对于可持续性的标准，

DEval 仅使用四点量表，该量表主要反映了预期的未来趋势（尽管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得分 4 表

示“可持续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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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将从机制层面与项目层面分享德国在国际合作气候融资活动的经验以及面临的挑战。 

 

4.1 机制层面案例 

德国通过设立专门的气候友好型合作计划与倡议，促进国际气候合作，并推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资本，

引导资金流向气候友好领域。本小节选取了 DEG 私营部门气候合作伙伴项目、develoPPP.de 倡议、以

及 IKI 小额信贷项目来呈现利用公共资金撬动私人资本的实践。 

案例一：DEG 私营部门气候合作伙伴项目 89 

2010 年到 2019 年，下属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KfW Group）的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DEG）开

展了“私营部门气候合作伙伴”计划。该计划致力于促进欧洲公司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的技术和

知识转移，以推进后者的绿色经济转型。该计划希望通过支持使用创新技术的示范项目，连接德国乃至

欧洲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提升私营部门的绿色创新能力，使之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发挥支持应

对气候变化行动的重要角色。 

据官网 90，该计划支持的项目具备以下条件： 

• 推动可行的气候友好型技术的引进； 

• 证实已经验证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技术可以在目标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实现； 

• 展示创新技术的应用。 

资金来源： 

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和核安全部门的“国际气候倡议”（IKI）为该计划提供资金。 

方向： 

该项目下已实施的具体项目涉及各类绿色领域，包括利用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海水淡化技术、水力发电

灌溉泵技术和农村地区离网发电。 

该项目已在 12 个国家和地区实施，包括巴西、哥伦比亚、加纳、印度、秘鲁、摩尔多瓦、卢旺达、圣文

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南非、坦桑尼亚、汤加以及土耳其。涉及领域包括：天然气管道、沼气生产运输、

                                                           
89 KfW DEG. n.d. Boosting climate-friendly technology: https://www.deginvest.de/International-financing/DEG/Unsere-

L%C3%B6sungen/Klimapartnerschaften/ 
90 BMU. Climate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2015):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

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https://www.deginvest.de/International-financing/DEG/Unsere-L%C3%B6sungen/Klimapartnerschaften/
https://www.deginvest.de/International-financing/DEG/Unsere-L%C3%B6sungen/Klimapartnerschaften/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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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发电、太阳能废水处理、太阳能相关培训、分散式水净化、离网地区发电、可持续建筑培训、鸡

粪脱硝、可再生能源发电滚筒烘干机、建筑能效、工业能效、纺织业热回收等。 

实施成果： 

据统计（BMUB）91， 2010 到 2015 年间，仅试点项目，该计划每年就可减少数千吨碳排放。如果相关

技术得以商业化并推广，该项目的碳减排潜力可达每年 1800 万吨。 

挑战： 

1）由于东道国和区域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缺失，部分公司（德国或欧盟公司）缺乏动力支付高昂的运营

成本和现代化、创新措施的费用，导致一些企业不愿意在这些地区展开活动。 

2）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缺乏推动气候行动的激励政策，往往等到创新技术具有市场效益之后才

决定大规模购买，而不会选择提前部署。 

3）由于东道国政治、技术、企业条件等限制，项目延期在该计划中时常发生。 

建议： 

1）充分了解项目在东道国的社会经济影响及环境影响，计算项目能够给东道国带来的环境效益及可以规

避的社会成本。 

2）在项目实施前与当地利益相关方进行充分咨商，识别东道国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并在项目中体现。 

3）在进行气候援助和落实项目过程中注意东道国的能力建设，在技术和知识转移之外，也要完善当地法

律法规和政策框架，支持东道国市场的发展。 

4）公共资金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对前沿市场产品提供足够支持，为开发新技术提供资金。 

案例二：develoPPP.de 倡议 

DEG 通过 develoPPP.de 倡议来支持计划在欠发达和新兴市场基于可持续方针展开长期运作的企业，包

括创新科技的试点应用、供应链相关标准的提升或者可持续培训项目。DEG 向相关企业提供两百万欧元，

企业可向 DEG 申请不超过项目成本 50%的融资金额。除资金外，DEG 还提供项目设计上的支持。方案

花费由 BMZ 提供。 

 

                                                           
91 KfW. Climate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2015):  https://www.ksr-kuebler.com/upload/BR_AfricaClimatePartnership_en_co_71754.pdf 
 

http://developpp.de/
https://www.ksr-kuebler.com/upload/BR_AfricaClimatePartnership_en_co_7175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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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条件： 

1）年营业额达到 800，000 欧元； 

2）雇员达到八位； 

3）保有至少两个财年的记录。 

项目标准 92 

1）项目将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国家中实施； 

2）项目只能够通过 develoPPP.de 融资； 

3）项目将有助于实现德国联邦政府发展战略目标； 

4）项目可调整及范围可衡量； 

5）项目具备良好的商业性但非以盈利为目的（除推动核心业务外）； 

6）项目设计合理、客观，投资回报率适当； 

7）项目架构可保证其成果及影响的可持续性。 

合作机制 

KfW，DEG 与 GIZ 的三方合作 93 

DeveloPPP.de 倡议由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BMZ）发起，并由 BMZ 委托 DEG 或 GIZ 两公共合

作伙伴共同实施。过去 55 年中，DEG 得益于自身以及其母公司的融资、专业、创业知识，为欠发达和

新兴市场国家的私营企业提供资金、资讯支持。GIZ 因为有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以及与 120 个受援国

国家的政府、机构、民间组织之间的外部联系。在实施该计划的合作中，GIZ 更多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

就业、以及与公司合作制定可持续业务发展战略。 

                                                           
92 BMZ. develoPPP.de (2019): https://www.deginvest.de/DEG-Documents-in-English/Range-of-Services/Special-

Programmes/develoPPP.de_Booklet_en_2019.pdf 
93 BMU. Climate Partnerships with the Private Sector (2015).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

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https://www.deginvest.de/DEG-Documents-in-English/Range-of-Services/Special-Programmes/develoPPP.de_Booklet_en_2019.pdf
https://www.deginvest.de/DEG-Documents-in-English/Range-of-Services/Special-Programmes/develoPPP.de_Booklet_en_2019.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fileadmin/Dokumente/landingpages/CF02_Climate_Partnerships_with_the_Private_Secto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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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IKI 小额信贷项目 94 

国际气候倡议（IKI）是 BMU 于 2008 年发起成立的融资机制。IKI 主要有两大资金池，其中主要为特定

主题的项目提供资金，另一个为在特定国家经过遴选的项目提供资金。在这两个资金池之外，IKI 还通过

中小额信贷支持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小型项目的建设和发展。 

IKI 小额信贷主要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非政府、非盈利性组织，以及国家融资机构，以实现并吸

引更多公共、私有资金流向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金融领域。它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定期项目征集，项目

通过审核后，会得到资金上的支持。IKI 小额信贷项目的设立与以上所提两大资金池所支持的项目相辅相

成。从特定主题、特定国家内选拔出的项目主要是大型项目，主要为了促进援助伙伴国内低碳转型和可

持续发展。而 IKI 小额信贷则填补中小型项目资助的空缺。 

从具体操作流程来看， 在 BMU 为 IKI 拨款， GIZ 将负责开展项目（包括建议的征求、项目选拔过程、

以及资金的支付），项目最终需要 BMU 的通过才能正式生效。 

资金来源： 

IKI 小额信贷项目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BMU 的预算。IKI 小额信贷项目的总预算为 300 亿欧元，申请成功

的项目可获得高达十万欧元资金，项目负责方会拿出特定份额的资金（最高为预算的 10%）用于申请

者的内部能力建设培养。自 2008 年成立以来，IKI 已在全球范围内支持了 600 多个项目和计划，总资

金超过 27 亿欧元。95 

领域： 

IKI 小额信贷项目支持的项目集中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保护自然碳汇（减少森林

砍伐和森林退化）、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96 

申请者标准： 

• 申请组织的所在国必须是发展援助委员会承认的具备官方发展援助（ODA）条件的国家。 

• 申请组织可以是地方性的、国家级的。区域性的机构，也可以是地方性的、国家级的、区域性的融资

机制（例如基金、基金会等）。 

• 申请组织最近三年的平均年收入不得超过50万欧元。 

                                                           
94 IKI. n.d. IKI Small and Medium Grant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

medium-grants 
95 ZUKUNFT UMWELT GESELLSCHAFT. 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IKI): https://www.z-u-g.org/en/responsibilities-and-tasks/international-

climate-initiative-iki/ 
96 BMU. n.d. The International Climate Initiative: https://www.bmu.de/en/topics/research-government-funding/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medium-grants
https://www.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com/en/project-funding/information-for-applicants/iki-small-and-medium-grants
https://www.z-u-g.org/en/responsibilities-and-tasks/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iki/
https://www.z-u-g.org/en/responsibilities-and-tasks/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iki/
https://www.bmu.de/en/topics/research-government-funding/international-climate-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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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资金额不能超过近三年平均营业额的三分之一。 

项目标准： 

• 项目必须明确针对解决气候、自然保护相关问题。 

• 项目鼓励兼顾社会和经济利益。 

• 项目鼓励涉及妇女权益、性别平等议题。 

• 项目融资金额不得超过10万欧元。 

• 项目时间至少为6个月到2年。 

 

4.2 项目层面的案例 

气候减缓项目案例：肯尼亚奥尔卡里亚地热发电站项目 II 97 

该案例主要从受援国的角度，展现和分析新能源项目的融资问题和成功经验。 

项目介绍： 

肯尼亚奥尔卡里亚地热发电站是非洲现有的最大的地热电站之一，位于奥尼卡利亚地热田的东北部，由

肯尼亚电力公司（KenGen）直接运营。（KenGen 是一家上市公司，它的 70%股份被肯尼亚政府所持

有，其余 30%由私人以及投资者机构所持有。）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世界银行（WB）、欧洲投

资银行（EIB）都是此项目的合作资方。该发电项目在 1986 到 1993 年内完成了钻井工程，但电厂正式

开建是在 2000 年资金筹资到位之后，并于 2010 年完工，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该项目的总体目标是通

过发电促进当地社会和经济发展，同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为全球气候保护做出贡献。 

项目成果： 

1. 项目完成或超额完成环境保护以及经济发展的目标。 

2. 扩充肯尼亚在地热能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水平。 

3. 促进了当地就业，对减贫产生了积极影响。 

                                                           
97 KfW. Ex post evaluation brief Kenya:Olkaria II Geothermal Power Station (2014):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migration/Entwicklungsbank-

Startseite/Development-Finance/Evaluation/Results-and-Publications/PDF-Dokumente-E-K/Kenia_OlkariaII_2011.pdf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migration/Entwicklungsbank-Startseite/Development-Finance/Evaluation/Results-and-Publications/PDF-Dokumente-E-K/Kenia_OlkariaII_2011.pdf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migration/Entwicklungsbank-Startseite/Development-Finance/Evaluation/Results-and-Publications/PDF-Dokumente-E-K/Kenia_OlkariaII_201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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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厂的后续发展具有可持续性。 

融资方式： 

KenGen 融资成功主要依靠于持续、长期的自筹方式，并能通过自筹刺激本国和外国的投资。最初，项

目的主要资金来源是肯尼亚政府补贴和发展金融机构（DFIs）。肯尼亚政府通过能源部向项目分配资金，

这部分资金主要用于初期勘探，可行性预测，以及风险和成本较高的钻井活动。来自发展金融机构的资

金主要以主权贷款的方式流向肯尼亚政府，然后再被分配至相关经济部门，或者 KenGen。为了弥补后

续所需的资金空缺，KenGen 在 2006 年进行了首次私有化尝试，此举刺激了当地和区域内市场投资者注

资。而肯尼亚与 KfW 的合作是在 1997 年至 2003 年期间进行谈判后达成的。 

从德国的角度来看，肯尼亚的气候战略与德国联邦经济合作与发展部保持一致。德国通过 BMZ 的财政拨

款，委托 KfW 对 KenGen 进行注资。 

融资主要挑战： 

1. 项目前期成本高昂导致项目融资困难。 

2. 肯尼亚政权和政体内部存在不稳定性，可能会提高项目的违约风险。 

3. 当地缺乏对新建地热发电厂有关部门、人员与其它土地使用者之间的法律规范，很难应对国家资源开

采时与其它利益相关者产生的冲突。 

应对方式： 

1. 面对前期融资困难的问题，KenGen首先利用自身资金培训相关专业人员，并开展了前期风险较高的

地表勘探活动，同时也完成了项目可行性的预测。这些举措有效降低了项目风险，为KenGen获得外

部融资创造了更充分的条件。 

2. 面对90年代初期的国内政治问题，肯尼亚进行了政治以及能源环境相关的改革。此举措为投资者提供

了更稳定、更健全的政治环境以及环境保护政策框架，同时能源领域的改革也为私营部门提供了更多

机会，鼓励了良性市场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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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适应项目案例：印度东北区关于加强保护区管理和支持脆弱生态系统的研究项目 98 

本案例的项目主要位于印度东北部，该地位处生态最脆弱的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有着独特的地貌和生物

多样性特征，气候脆弱性较高。为了加强当地的生态保护区的管理，并支持加强气候适应能力，BMU 通

过 IKI 渠道融资，支持该项目的研究数据收集，以识别关键问题和最脆弱地点。该项目以两年为周期（2009-

2010），KfW 是此项目的执行机构，与印度锡金邦（Sikkim）、阿鲁纳恰尔邦（Arunachal pradesh）的

政府，以及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印度办公室合作，共同开展了一项脆弱性研究（Vulnerability study）

和试点尝试（Pilot measures）。该项目目标是通过研究气候变化对当地产生的影响，将气候变化适应措

施纳入到锡金、阿鲁纳恰尔政府的自然资源管理计划中。 

成果： 

1. 该项目试点项目的后续项目推动了印度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缓解了当地地下水资源短缺问题。 

2. 印度在国家层面已有针对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此项目可以帮助落实地方政府对气候行动

的具体设计。 

3. 项目不仅确保了德国自身的气候政策与受援国气候目标的一致性，同时也重视与当地利益相关方（包

括农民、原住民、区域或州政府）的协调或合作。 

4. 先前在当地开展的气候脆弱性研究主要站在宏观尺度上。此项目在鼓励当地发展和强化气候适应之

前取得巧妙联系，并通过研究确定了优先级别和长期气候战略，对当地应对气候变化形成了重要参考。 

5. 项目结束后，锡金邦政府依然采用本项目脆弱性研究的方法，阿鲁纳恰尔邦政府与WWF后续依然保

持联系，并影响了该邦政府气候计划的起草和实施。 

教训： 

1. 项目原本计划开展试点尝试（Pilot measures）、脆弱性研究（Vulnerability）、可行性研究（Feasibility 

study），但是因为资金有限，目标要求过高，最后可行性研究没有开展，最终项目无法准确确定

其融资需求。 

2. 对于印度来说，该项目没有给衡量结果中的指标下明确定义，虽然印度在国家气候行动中鼓励各州制

定自己的地方战略，但当地政府过于依靠外部研究和他们的专业知识，对项目的目标设定过于雄心勃

勃，没有将项目很好地与当地需求结合。 

 

                                                           
98 KfW. Ex post evaluation-India (2017):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PDF/Evaluierung/Ergebnisse-und-Publikationen/IKI-

Evaluierungen/IKI_Indien_Schutzgebiete_2017_E.pdf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PDF/Evaluierung/Ergebnisse-und-Publikationen/IKI-Evaluierungen/IKI_Indien_Schutzgebiete_2017_E.pdf
https://www.kfw-entwicklungsbank.de/PDF/Evaluierung/Ergebnisse-und-Publikationen/IKI-Evaluierungen/IKI_Indien_Schutzgebiete_2017_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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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小节结合前几章关于德国气候融资特点、案例、以及相关非政府组织对德国气候融资的研究报告，梳

理出以下内容，以展现德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的经验与挑战。 

受援国在进行国际合作时需要具备一定主动性，创造适宜的投资环境、完善投资激励机制。由于本国政

治、法律、或经济等不稳定因素，受援国的国内项目投资风险性往往较高。对于受援国来说，创造适宜

的投资环境，建立起更强的激励机制，能有效动员来自私营部门和外部的资金。在肯尼亚地热电站成功

案例中，KenGen 通过对本国政治和气候方面的改革、完成大量资金的前期项目勘探、预测、培训工作，

从而提高本国私有投资和外部投资的积极性，解决了项目资金不足的问题。 此外，受援国还需加强自身

能力建设，摆脱对援助国的依赖。国际援助的最终目的仍是实现自身的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受援国加

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减少对他国资金或者技术的依赖，从根本上解除自身发展的桎梏。 

德国在开展国际合作中的经验： 

1）将气候目标纳入对外援助框架是一种双赢。 

德国涉及到气候资金和对外援助的部门，如环境、自然保育和核能安全部（BMU）、经济合作和发展部

（BMZ）等，均已将《公约》目标、欧盟气候目标以及德国国家气候目标纳入其部门发展战略、政策制定

和决策过程中，并在对外援助框架中纳入气候目标。通过将气候目标纳入对外援助框架，德国能更好地

识别受援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需求，从而实现更有效的对外援助与国际合作。 

2）机构间的有效协调和分工有助于德国开展更广泛、更有效的国际气候援助。 

德国气候合作没有一个统筹机构，由 BMU、BMZ 各司其职，并彼此协调。德国气候融资的执行部门包

括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与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与政策制定机构分开设立。在项目层面，依

托于 BMZ 在海外广泛的外援机构网络，GIZ 形成了对合作国家情况的基本了解，有助于德国开展对外援

助时识别重点领域、协调发展合作规划。此外 KfW 作为 BMZ 金融合作的主要执行机构，除了赠款与发

展性贷款之外，其优惠贷款也发挥了通过市场方式支持气候友好项目的功能。国际气候倡议（IKI）作为

BMU 的主要合作倡议，其发起的小规模赠款更适合中小型项目，并以此兼顾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减贫目标

的协同。以上机构搭建起成熟的合作模式，保持定期沟通与信息交流，有助于不同部门在开展国际合作

中相互配合，发挥协同效益，以回应发展中国家对于不同规模项目的合作需求。 

3）建立独立、透明的项目评估和信息披露机制，增进双方互信。 

系统性评估与项目评估均需要由独立第三方的机构或部门来完成，以确保评估机制的公正、独立与透明，

并促进国际发展援助模式与框架的不断完善。建立定期的国际气候合作信息核算及披露机制也有助于增

进援助双方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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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状、优先领域和需求。 

许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通常缺乏政策激励机制，而且发展中国国内与气候相关的标准和法律法规

往往不够完善。充分了解受援国国情，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需求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合作机制，有助于

为伙伴国家开展气候应对行动创造有利条件。 

5）国际合作网络的搭建与维护有助于统筹对外援助发展。 

德国在国际气候合作中重视与伙伴国搭建与维护合作网络。另外，双方的合作网络充分融入了与伙伴国家

的互动过程，并且确保当地社区的参与，联动当地政府、民间社会组织、私营部门和学者等利益相关方。 

6）强化发展中国家的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有助于使援助合作更具持续性。 

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是维护长期国际合作关系、建立双方互信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确保援助的有效性

以及项目的可持续性的重要一环。  

德国气候融资未来面临的挑战 99 

首先，适应资金估摸远低于减缓资金规模，适应气候资金缺口巨大。政府财政拨款和募集的资金

（Mobilized finance）规模中仅有五分之一用于气候适应，用于减缓和适应的资金极不平衡。目前德国仅

在赠款方面实现了减缓与适应资金的平衡。为保护脆弱人群，特别是在粮食、水安全以及气候风险高度

挂钩的领域，德国依然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其次，气候资金的核算方式需要进一步完善。研究指出，

对于将实现气候减缓或适应作为多个目标之一的项目，德国会将其项目资金的 50%算作气候资金，这会

导致对德国气候资金总量的统计高于实际金额。这并不是在否认这类项目在发展合作和减贫中的价值，

同时也认识到进一步核算的难度，但若能更准确地核算项目所创造的实际气候效益（Climate benefit），

将有利于德国更好地衡量其自身落实《公约》框架下气候资金承诺的进展，同时也有助于加强发展中国

家对国际气候治理机制及在国内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 

 

  

                                                           
99 DEUTSCHE KLIMAFINANZIERUNG. n.d. German climate finance: state of play and 2020 challenges (2020):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2020/02/19/german-climate-finance-state-of-play-and-2020-challenges/?hilite=%27challenge%27 

https://www.germanclimatefinance.de/2020/02/19/german-climate-finance-state-of-play-and-2020-challenges/?hilite=%27challeng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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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分析，德国国际气候融资合作机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德国对外援助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

影响下逐步纳入了气候保护目标以及对应的气候融资机制。在缺乏统筹机构的情况下，BMZ 与 BMU

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彼此协调。尤为重要的是，两者均将 UNFCCC、欧盟气候目标以及德国国家气

候目标纳入其机构运营目标与活动中。目前德国国际气候融资规模仍然偏重减缓，但在赠款领域实现

了减缓与适应的平衡。 

在具体合作项目中，依托于 BMZ 在海外广泛的外援机构，形成了对合作国家情况的基本了解，有助于其

开展气候融资项目时识别重点领域。此外 KfW 作为执行 BMZ 金融合作的主要机构，除了赠款与发展性

贷款之外，其优惠贷款也发挥了通过市场方式支持气候友好项目的功能。IKI 作为 BMU 的主要合作倡议，

其发起的小规模赠款有助于中小型项目，从而兼顾发展中国家发展与减贫目标的协同。 

通过分析德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方式和气候资金的流动，本研究总结出几点开展对外合作和国

际援助的优秀经验，包括：1）将气候目标纳入对外援助框架；2）实现机构间的有效协调和分工以提高

国际援助效率；3）建立独立、透明的项目评估和信息披露机制；4）重视受援伙伴国的发展现状、优先

领域和需求；5）注重国际合作网络的搭建与维护；以及 6）强化受援国的能力建设和人才交流。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关注和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改善民生、谋求发展的事业。气候变化

正在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发展中国家因其气候脆弱性较强，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冲击，甚至

影响其长期发展。南南合作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基本定位，“一带一路”更是中国开展国家发展合作

的重要平台。基于此，随着中国成立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CIDCA），以及“一带一路”的不断深化，中国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融资及国际发展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和具有气候韧性转

型，正当其时。中国政策制定者与金融机构在开展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投资时，可以考虑如下建议： 

对于中国政策制定者来说： 

1. 将《巴黎协定》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国际合作的政策框架，制定动员公共资金支持国际气候合

作的量化目标与衡量标准，确保公共资金在减缓与适应领域的平衡，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气候应对能

力。气候变化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发展中国家往往有很强的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增强气候适应

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韧性的需求。一方面，将《协定》目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纳

入国际发展合作的总体框架，并在目标制定时注意保持气候减缓与气候适应的平衡，以拓展传统国际

发展合作的类型，并促进更多国内优质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继续完善国际发展合作及建设绿色

“一带一路”的政策框架，制定公共资金支持气候行动的量化目标与衡量标准，引导更多公共资金流向

气候减缓与适应领域和项目，并撬动私人资本的参与。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在对外投资及国际

发展合作等国际合作中纳入气候目标可以释放明确的政策信号，有助于落实《协定》目标，为支持发

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创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并增强发展中国家伙伴在国内采取气候行动的信心。 

2. 完善部门和机构间的信息共享与沟通协调机制，以加强其在提供和动员公共资金支持国际合作方面

的协同。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协定》背景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国际合作是未来发展趋势。

根据职能分工，建立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与定期沟通机制，在公共资金支持国际气候合作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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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标准、气候相关信息统计与核算及监测与评估等方面，加强协调与互补，为各部门和机构落实

国际合作气候减缓与适应目标提供机制保障。同时，明确并引导政策性银行等中资金融机构动员公共

资金支持国际合作的授权与模式。 

3. 通过多利益相关方参与，结合区域、国别特征，明确公共资金重点支持领域与排除清单，提高对气候

适应领域的侧重。结合发展中国家国情、气候行动目标与发展规划，有效评估当地需求，明确国际发

展合作和对外投资中公共资金的优先领域并编制禁入清单。在项目层面，将气候变化风险评估纳入项

目筛选，并在项目全流程充分与当地政府、社区等利益相关方展开交流和咨商。此外，应注意平衡用

于气候减缓和气候适应的公共资金，对提高当地气候适应能力与气候韧性的项目有所侧重。 

4. 逐步建立完善的项目气候风险评估和气候绩效报告、监测与评估体系，并加强国际发展合作和对外

投资中公共资金的气候相关信息公开。完善的报告、监测与评估体系有助于评估国际发展合作及对

外投资中公共资金的气候绩效，为中国逐步完善国际气候合作以及开展相关信息公开奠定数据基

础。首先，依据现有的气候投融资定义，核算中国在国际合作中用于支持气候行动的公共资金规模，

为中国国际气候合作建立数据基础。其次，选取部分国际气候合作项目，开展项目层面的气候绩效

评估试点，为逐步推行国际气候合作的气候绩效报告、监测与评估机制积累经验与教训。第三，逐

步建立长期项目气候信息统计、报告、监测与评估机制。第四，加强公共资金参与的国际合作的气

候相关信息公开工作，增进与发展合作伙伴国的互信。最后，在公共资金参与的对外投资领域，需

要将气候风险管理整合到整体的项目风险管理制度中，包括识别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并提出对应的风险应对措施等。 

5. 通过互学互鉴，强化能力建设与人才交流。一方面，加强与德国相关部门的政策交流，通过互学互鉴，

逐步完善国际气候合作的机制和政策框架。在部门内部，加强对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的培训，增进其

对制定科学合理的国际气候合作目标、开展项目气候效益的监测和评估的能力建设。在项目层面，基

于德国在国际气候合作领域的经验与挑战，为对外援助与对外合作项目管理人员开发针对国际合作

的气候风险评估和气候绩效评估的资料库与工具包，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予以应用。另一方面，中国

可以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府、智库与民间社会的交流，协助当地完善与气候变化和环境治理相关

的政策框架建设。此外，开展定期的人才交流和沟通，以增进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的互信，并强化国际

气候合作项目的可持续性。 

对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来说： 

1. 结合中国国际气候合作有关政策与规划以及国际倡议，在机构总体发展战略中纳入气候相关的量化

目标，并尽量体现与全球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银行在中国

的对外投资和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和国际气候合作中的影响

力逐渐增强，中国政策性银行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在战略与政策框架中纳入量化气候目标正当其时。同

时，尽量保障资金分配方面对气候减缓与适应的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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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确国际气候合作支持的优先领域和排除清单。结合中国国际合作有关气候变化的政策与目标，政策

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在自身气候投融资、项目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中，明确资金支持的优先领

域和排除清单。特别是，政策性银行与出口信贷机构可以重点支持暂不具有市场效益、不够成熟的绿

色低碳技术和前沿领域，为此类项目的规模化和商业化创造条件。这一方面可以与中国在国际发展合

作和对外投资的绿色低碳化转型相衔接，并展现中国负责任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另一方面，可以发挥

对私人资本的引领与撬动作用。 

3. 建立对国际合作项目中的气候风险评估、气候资金核算以及气候绩效的报告、监测和评估，并及时披

露气候相关信息。政策性银行可以参考国内气候投融资定义和国际气候资金的核算方法，加强对其气

候资金规模和投资组合占比的统计。建立起对项目气候效益的长期监测和评估机制，并及时在公开可

得的渠道披露项目的气候相关信息，助力中国进一步完善其国际气候合作机制。 

4. 探索创新机制，发挥公共资金引领和撬动私人资金的能力，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巨大气候资金缺口提

供有力补充。政策性银行可以创新融资方式和机制，利用低息贷款、混合融资和气候基金等方式，以

低成本的公共资金撬动更多私人资本参与国际气候合作。政策性金融机构还可以考虑通过提供担保

等手段，降低商业银行和企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对外投资的风险。 

5. 加强与其他多边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国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的合作，通过交流和学习增进自身的能力水

平和人才培养。与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有助于了解其国际气候合作的良好实践，强化自身的政策制定、

项目气候风险管理与气候绩效评估、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为中国国际气候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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