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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cutive Summary
Biodiversity is one of the key issues in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topic in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China’s quantitative and binding ecological indicators
proposed by China’s Outline of the 14th Five-Year Plan (2021-2025) for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Long-Range Objectives Through the Year 2035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are particularly eye-catching. China’s 14th Five-Year Plan proposes that China will
further apply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y establishing a system of nature reserves, designating
ecological priority areas, developing diversified policies, and introducing market-based mechanisms
and resources during this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time for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Aichi Biodiversity Targets hav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decade, and
the “Post-2020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will be finalized at the 15th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15)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in Kunming, China in 2021. The
topic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from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erefore, it is timely f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specially the banking sector), which play a major role i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capital flows, to develop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wareness, risk perception and create risk-control tools.
This guide aims to provide solutions for Chines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manage biodiversity risks
by investigating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related principles, relevant studies authored by profess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implemented by various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tudy shows that 28% (about $3.1 trillion) of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loans are
highly correlated to vulnerable natural resources. In this case, banks are indirectly linked to
ecosystem biodiversity through their client companies. Funding for a client company that unsustainably exploits natural resources means funding for damaging ecosystem and biodiversity. As
government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are paying more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key
topic of which is biodiversity, the traditional financing pattern not only raises the companies’
operating risks (see table below), but also conveys companies’ risks to banks, exposing them to
higher reputational risks and systemic risks when investing in industries that highly rely on natural
resourses, and cause financial losses. In this case,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biodiversity risks
can reduce banks' bad debt risks and make their operations more sustainable.
As biodiversity challenges become more acute,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s increasingly focused on
improving its ability to address global and regional biodiversity risks. The relevant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commerci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have evolved
and improved, demonstrating the following three main trends:

Potential Risks for Companies Which Rely on Biological Resources

Risk Category
Physical Risks

Impact on Companies
1. Shortage and price rising of raw materials and reduction of output
2. More fragile ecosystems will increase the frequency of natural disasters, and cause
business disruption
1. Companies that over-exploit biological resources are subject to frequent litigation
2. Natural resources required for production are restricted by quotas. This will constrain

Compliance
Risk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mpany
3.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policy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can increase the
operating costs of related companies
1. The increasing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will change consumers’ preference and

Market Risks

lead them to biological-friendly products
2.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constructing responsible supply chains, which require
the suppliers to avoid negative biodiversity impacts
1. Reputational risks: harming biodiversity can lower a company’s social rating

Other Risks

2. Financing risks: The above-mentioned risks may adversely affect the cash flow of a
company, thus reducing its credit score and hindering further financing

1)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risk into existing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Management
Systems (ESMS):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risk into existing ESMS as an independent or
cross-cutting factor, restrict and regulate all kinds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that
have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and avoid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that have irreversibl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2) Follow the mitigation hierarchy: Follow the four steps of the mitigation hierarchy (i.e. avoid,
minimize, restore, and offset) to screen projects, regulate and guide client companies’
behaviours, and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mitigation measures.
3)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Maintain smooth communication with stakeholders and create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n order to understand and respond to
stakeholders' complaints efficiently, avoid biodiversity risks and related social risks, and
cooperate with third partie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banks an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issues.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general lack of perception and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risk management
in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regulations and guidance from the public sector are insufficient;
and there are still challenges such as limited data availability and high cost of developing tools.
Therefore, the biodiversity risk management methodologies and process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need to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o change the situation, this guide
offers the methodologies for managing biodiversity risks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by summarizing
and analyzing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related principles, relevant studies by authoritativ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 and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and othe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and Related Tools and Steps

Tools：
· Exclusion list
· No-go policy

Project
Identification

Tools：
· Industrial policy

Project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Step：
· Due diligence

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Step：
·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Tools：
· Legal documents
such as contracts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Step：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mpliance

The figure above shows that a widely accepted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Process flows
from project identification to project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environmental risk analysis, and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Banks should respectively implement steps, including due
diligenc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omplaint settlement, in each process to identify and reduce the biodiversity risk of projects in
time. The guide interpret following steps in detail:
Due diligence: Investigate the client company’s awareness of biodiversity risk and the ability to
manage the risks with reference to the exclusion list in the project approval stage. The high-risk
projects should be screened out in this process. Meanwhile, preliminarily check 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influence of the investment to understand the accompanying social
and financial risks.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 EIA is an important tool for identifying and assessing
the potential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project. To manage biodiversity risks systematically,
scientifically and risk-proportionatel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should develop specific framework to
standardize the client company’s EIA process and require them to design applicable mitigation
measures accordingly when a project has high-level of biodiversity risks.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allows stakeholders (e.g. NGOs and communitie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acts of a project. This helps prevent social controversies arising from
biodiversity issues. Also, local communities an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may have unique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local ecosystems, which can help banks identify biodiversity risks
more accurately. In addition, creating an effectiv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aiming at collecting
complaints, resolving disputes, and providing redress, can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efficiency.
Information disclosure: Disclosing its potential biodiversity risk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framework allows the public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SG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ies undertaken b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ereby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in the capital market can be changed from the bottom up. This will further
influence companies’ behaviours and enhance competition in the industry. Disclosures usually
include the required physical distances between client companie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as
and the specific impacts of client companies’ operations on biodiversity and endangered species.
This guide also describes four important policy tools that can regulate the above steps:
Long-term strategies and targets: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argets, such as "no net
loss" targets (i.e., applying mitigation hierarchy to balance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projects on
biodiversity), into institutional strategie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trategies, and ESG policies.
Exclusion list: Help banks screen out projects, including those would irreversibly harm biodiversity, and companies that hold or operate projects with ecological adverse impacts.
No-go policy: Establish a clear no-go policy to avoid investing projects located in areas protected
b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or national laws, important habitats for endangered species, and
significant areas for biological migration and evolution. The policy should also consider other
ecological sensitive areas that are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or have significant sociocultural value.
Industrial policy: Regulate the investment to industries with high biodiversity risk, including
industries with high ecosystem impacts (e.g., oil and gas extracti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and mining) and industries highly dependent on ecosystem services (e.g., fisheries,
forestry, and agriculture).

5 Stages of A Project

4 Steps of the Mitigation Hierarchy

1. Identification of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opportunities
· Due diligence, project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2. Risk identification,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 Environment management plan,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Offset

· Implement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lan, monitor
and assess the biodiversity impact

Restore

4. Project execution and supervision

Minimize

3. Project design

Avoid

· Biodiversity baseline survey,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5. Project completion
Source: compiled by G:Hub

Chinese banks should adopt scientific and appropriate policies and processes to systematically
identify and manage biodiversity risks in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ctivities, and adopt appropriate
steps and tools accordingly. In recent years, mitigation hierarchy has bee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nd been practiced by many companies and industry associations such as energy extraction,
garment manufacturing, infrastructure, forestry and other industries with high biodiversity risks. The
concept of mitigation hierarchy is also reflected in the legal systems of various countries to varying
degrees. This guide provides guidance for action from a full project cycle perspective, based on the
logic of mitigation hierarchy, for the banking industry's reference:
Stage 1. Carry out due diligence, project screening and classific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usage
of an exclusion list to identify projects’ potential biodiversity negative impacts and assess the client
company’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mitigate these impacts, thereby avoiding investing projects
with irreversible negativ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Stage 2. For projects with high biodiversity risk, require clients to conduct a biodiversity baseline
surve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status of ecosystems, species and habitats on project sites
and their vicinity.
Stage 3. Ensure that clients have planned effective biodiversity impact mitigation measures to
avoid or minimize biodiversity risks by evaluating their EIA, environmental impact management
pla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n, and other documents.
Stage 4. During project implementation, monitor the actual biodiversity impacts of a project. If the

project in fact causes biodiversity decline, banks should supervise the client company to plan and
implement restoration.
Stage 5. Once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banks should comprehensively assess the project’s
biodiversity impact and provide off-site compensation for residual impacts that are not eliminated
in the early stage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this guide provides suggestions to help banks and government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risk management:

Policy banks:
1.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o banks’ overall strategies, set a “no net loss”
commitment for biodiversity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design a clear phased plan and
roadmap.

2.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into bank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risk management mechanisms, identify operations with higher biodiversity risks based on their business and client
portfolio, and develop the following tools:
2.1 Exclusion list of the types of businesses or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banks should
avoid investing in.
2.2 No-go policy that identifies areas of biodiversity that may be involved in the scope
of their operations. May refer to the mapping tools of environment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o restrict investment in legally protected ecological areas and other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2.3 Industrial policy that identify the sorts of industries that are highly dependent and
have a high impact on ecosystems and develop specific policies. The clear industrial policies can guide bank employees on managing biodiversity risks.

3.

The Environmental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assessing and
managing project biodiversity risks, executing due diligence, reviewing project EIA plans, and
regularly assessing the biodiversity impacts of projects. The department should also give training
to other departments to strengthen their awareness and understanding of biodiversity risks.

4.

Require clients to identify and mitigat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a project on biodiversity based on mitigation hierarchy, review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plan submitted by clients, and require them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ject's biodiversity impacts.

5.

Build and improve the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that is accessible to all stakeholders,
and actively receiving and responding to biodiversity-related complaints.

6.

Strengthen multiparty cooperation with regulatory authoriti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initiativ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biodiversity issues.

Commercial banks:
1.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to long-term strategies for CSR and project risk
management, gradually reduc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associated with industries and activities
that have high negative impacts on biodiversity, and establish a timeline for target implementation.

2.

Issue a commitment proposing that the bank will reduce or avoid investing in ecologically
important areas such as protected areas, national parks, World Heritage sites, wetlands under
the Wetlands Convention, habitats of endangered species, and other important ecological areas.

3.

Increase the importance of biodiversity risks in banks’ existing project screening, due
diligence, approval, and evaluation processes. The Risk Management Department will conduct
due diligenc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other steps, supervise clients to mitigate the
biodiversity impacts brought about by their projects in a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manner through
loan contracts and regular monitoring, and disclos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a regular basis.

4.

Further enhance the biod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through multi-party cooperation with
development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biodiversity
initiatives, research institutions,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i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tandard of institutional risk management.

Government authorities:
1.

Comprehensively strengthen the regulation of biodiversity impact mitigation measures in
laws and regulations, requiring EIA plan is made based on the mitigation hierarchy and
adopt measures to avoid, minimize and, where possible, offset and compensate for negative
impacts, based on mitigation hierarchy programs.

2.

Financial industry regulators should continue to build and improve the stakeholder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introduce relevant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and create information platforms for dealing with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complaints.

执行摘要

生物多样性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中国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量化约束性生态
环境具体指标尤为抢眼。“十四五”规划提出，中国将在该时期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划定生态
重点区域、制定多元化的制度、引入市场化机制和资源来进一步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时，当下是

对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非常重要的时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爱知目标”十年走到尾声，“2020年
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于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
大会（COP15）上确立，生物多样性保护话题受到社会各界的瞩目。因此，扮演社会资本配置主要
角色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树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风险认识和工具恰逢其时。

本指南旨在通过调研国际生物多样性相关原则、权威环境保护机构的相关研究、国际和国内各类金
融机构的政策和实践，为中国金融机构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提供解决方案。

据统计，全球开发性金融机构28%（约3.1万亿美金）的贷款与脆弱的自然资源高度相关，而银行和

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则通过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间接相连。一旦不合理攫取自然资源的企业从
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不足的银行获得投资，企业可能使用这笔资金进行破坏自然资源的行为。随着
各国政府和民间对于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环境议题的愈发重视，这一模式不仅会提高企业自身的
经营风险（如下表），这些经营风险也会向银行传导，使银行面对更高的声誉风险和投资相关行业
时的系统性风险，从而导致经济损失。了解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能增加银行信贷业务的韧性，使
银行的发展更具有可持续性。

投资生物多样性相关项目的企业面临的潜在风险
风险类别
物理风险

合规性风险

市场风险

其他风险

1.原料短缺、涨价，企业减产

对企业的影响

2.生态系统更脆弱、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升高，企业面临运营中止的风险

1.过度开发生物资源的企业会更频繁地遭到诉讼

2.企业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受到配额限制，发展受制约

3.政府出台的生态补偿政策，使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

1.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升，会回避对生态有负面影响的产品

2.制定可持续的采购流程已成商业趋势，对供应链上游企业的生态友好性提出要求

1.声誉风险：破坏生物多样性会降低企业的社会评价

2.融资风险：上述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其信用质量，
阻碍进一步的融资

随着生物多样性挑战日趋严峻，金融行业愈发重视对自身应对全球和区域性生物多样性风险能力的
提高。本指南发现，国际上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的相关实践经过不断发展和改善，
主要呈现以下三大趋势：
1)

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已有的环境社会管理体系：将生物多样性风险作为独立或者贯穿各领域
的因素，纳入已有的环境社会管理体系中，限制和规范各类对生物多样性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
投融资活动，避免进行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转影响的投融资活动。

2)

遵循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缓解层级方案（Mitigation Hierarchy）：遵循缓解层级方案的四个层级
（即“ 避免”、“最小化”、“修复”和“补偿”），对项目进行筛查，对项目方的行为进行
规范和指导，以及评估缓解措施的执行情况。

3)

多方合作、交流和信息互通：与利益相关方保持顺畅的交流，开放有效的投诉受理渠道，以便
在项目层面及时了解和应对利益相关方的诉求，避免生物多样性风险以及相关的社会风险，并
与国际组织、环境保护机构等主体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发展。

然而，针对生物多样性风险，中国银行业仍普遍缺乏认知和防控意识，来自公共部门的相关规范和
指导不足，且仍存在着数据可得性低、工具开发成本高等难题。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

风险管理方法和流程亟待建立和完善。通过归纳和分析国际生物多样性相关原则、权威环境保护机构
的相关研究、国际和国内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政策和实践等，本指南总结了银行业管
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方法。

环境风险管理流程以及相关的工具和流程
工 具：
· 排除清单
· 禁入政策

项目识别

项目筛选和分类
流 程：
· 尽职调查

工 具：
· 行业专门政策

环境风险分析
流 程：
· 环境影响评价

工 具：
· 合同等法律条款

环境风险管理
工具：
· 环境管理计划
· 利益相关方沟通、
信息披露和申诉受理

如上图所示，项目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常见环节包括项目识别、项目筛选和分类、环境风险分析、环
境风险管理等。银行应在各个环节中分别执行尽职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利益相关方沟通、信息披露
和申诉受理的流程，以便及时识别和降低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本指南详细介绍了以下流程：

尽职调查：在项目审批阶段，通过尽职调查了解项目方识别和管理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意识和能力，
并参考排除清单筛除高风险项目。同时，初步对与投资活动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和
核实，以掌握投资活动所涉及的环境风险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会和金融风险；

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评价是识别和评估投融资活动潜在的环境影响的重要工具，也是设计缓解
措施和监测项目环境影响的基础。规范项目方的环境影响评价流程，要求项目方采取与潜在影响相
称的环评方法、制定恰当的缓解方案，在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情况下，制定专门的管理计划，有
助于金融机构以系统、科学、风险相称的方式管理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利益相关方沟通：与社会组织、社区等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使得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项目影

响，有助于预防因生物多样性问题而引起的社会争议。当地社区和环境保护组织可能具备对当地生
态系统独特的认识和知识，因此，有效的利益相关方沟通流程，也有利于更好地了解当地的生物多
样性状况、准确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另外，建立有效的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
用于收集申诉、解决争端和提供补偿，是确保畅通的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基础；

信息披露：按照信息披露框架对项目可能涉及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进行披露，使公众更加了解金融机
构承担的相关社会责任，从而由下至上改变资本市场的决算过程，进一步影响公司行为，增强行业
竞争。披露内容通常包括主题的业务与生态多样性保护区域的物理距离及其业务对生物多样性和濒
危物种的具体影响等。

本报告同时介绍了能规范以上流程的四个重要政策工具：
长期战略和目标：在机构战略、投融资策略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政策中纳入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
标，如“无净损失”的目标（即实施缓解层级方案，使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得到平衡）。

排除清单：排除清单帮助银行筛除不应投资的项目，包括会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不可逆转影响的项目
类型，以及持有或运营有相关不良影响项目的企业。

重要生态区域的禁入政策：制定明确的禁入政策，避免项目对国际公约或国家法律保护的区域，以
及濒临灭绝的物种、物种迁徙和进化过程等有重要意义的栖息地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并注意保护
其他国际公认或具有重大社会文化价值的生物多样性敏感区域。

行业专门信贷政策：对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行业或活动类型进行规范，包括对生态系统有较大的

影响的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基础建设和建材、采矿）和对生态系统服务高度依赖的行业（如渔
业、林业、农业）。

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以相关政策和流程为工具，依据科学、系统的管理方法，在各个阶段采取恰
当的手段，识别和缓解投融资的生物多样性风险。近年来，缓解层级方案（Mitigation Hierar-

chy）这一原则得到国际上的较多关注，不少来自能源开采行业、服装制造业、基础建设行业、林业

等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行业的企业与行业协会，已经在实践中采用了缓解层级方案。缓解层级方案的
理念也在各国法律体系中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本指南依据缓解层级方案的逻辑，从项目全周期的角度
提供了行动指导，供银行业参考：

项目的5个阶段

缓解层级方案原则的4个步骤

1. 投融资机会识别

· 尽职调查、项目筛选和分类

3. 项目设计

最小化

· 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环境影响评价

避免

2. 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

· 环境管理计划、利益相关方沟通、
信息披露计划

· 监测与评估

5. 项目完成

补偿

修复

4. 项目执行和监督

来源：由创绿研究院整理

阶段一：结合排除清单，对项目进行尽职调查、筛选和分类，识别项目对生物多样性是否有负面影
响，并评估项目方缓解这些影响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避免资金流向对生物多样性有不可逆负面影响
的项目。

阶段二：对于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项目，要求项目方进行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对项目选址范围
内及周边的生态系统、物种及栖息地的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

阶段三：通过评估项目方的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影响管理计划、信息披露计划等文件，确保项目方
规划了有效缓解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措施，从而避免生物多样性风险或将其最小化。

阶段四：项目执行过程中，监测项目实际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如果项目事实上造成了生物多样性的
消退，银行方应监督项目方规划和执行修复性的工作。

阶段五：项目完成后，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管理情况进行监测与评估，并对未能被前、中期缓解层级
方案消除的残留影响作出异地补偿。

最后，本指南为推动不同利益相关方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体系，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议
题，提供了参考建议：

政策性银行：
1.

1.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银行总战略，制定机构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目标，设计明

2.

2.将生物多样性纳入银行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相关机制，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识别出生物多

确的阶段性方案与路线图。

样性风险较高的业务类型，开发以下工具：

2.1 排除清单，列出银行避免投资的企业或经济活动类型。
2.2 禁入政策，识别出业务范围内可能涉及的生物多样性领域，可以参考环境组织、国际组
织的地图工具 ，限制对法定保护的生态区域和其他敏感生态区域的投资。

2.3 行业专门信贷政策，识别出业务领域中，对生态系统高度依赖和对生态系统影响较大的
产业类型，制定行业专门信贷政策，为员工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提出指导。

3.

环境风险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管理和评估，执行尽职调查、环境影响评价等流
程，定期对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评估，同时，通过培训加强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对生物多
样性风险的意识和理解。

4.

要求客户依据缓解层级方案，识别并缓解项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审核客户所提交的环

5.

建设并完善对所有项目利益相关方开放、可达的问责机制，并开放对生物多样性相关投诉的受理

6.

加强多方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发展，如监管部门、国际组织、国际生物多样性倡议、

境影响评价和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信息披露计划，要求客户公开有关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信息。
和应对。

研究机构、环境保护机构。

商业性银行：
1.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项目风险管理的长期战略中，逐步减少与生物多样

2.

由银行管理层发出声明，提出机构将减少或避免投资于重要的生态区域，如保护区、国家公

3.

在银行已有的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审批与评估流程中，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体现，风险

性负面影响高的行业和活动相关联的投融资，并制定目标落实的时间线。

园、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公约》中的湿地、濒危物种栖息地等重要生态区域。

管理部门负责尽职调查、环境影响评价等流程，通过贷款合同、定期监测等方式，监督项目方
以科学、系统的方式缓解项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并定期公开相关信息。
4.

通过多方合作，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管理体系，与开发性金融机构、国际组织、国际生物多
样性倡议、研究机构、环境保护机构合作，提升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和标准。

政府和监管机构：
1.

项目开发监管部门全面加强法律法规中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缓解措施的规范，要求开发项目的环境影

2.

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继续建设和完善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和问责机制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和指

响评估依据缓解层级方案，采取避免、最小化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抵消和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
南，建立和完善投融资申诉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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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生物多样性是目前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课题。中国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十四
五”规划）中提出：中国将秉持新发展理念，进入新发展阶段，开拓新发展格局，进行更高质量、更

可持续的发展。在2035年时，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达成生态环境的根本好转。“十四五”规

划首次对生态环境相关的具体指标（减排量、空气及水体质量、森林覆盖率）做出了量化的要求，划
定了生态重点区域，并将多元化的制度和资源投入生态保护，首次提出要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生

态保护修复。同时，当下对于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也是非常重要的时点。2011—2020联合国生物多

样性十年走到尾声，“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于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
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确立。

生物多样性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农作物生产到医疗、医药创新，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

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与稳定的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2020）估计，生

态系统服务每年提供的社会效益价值为 125万～140 万亿美元，大约相当于2019年全球生产总值的
1.5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2019）的研究指出，全球范围内，生
物多样性面临的挑战日益严峻，土地使用方式的改变、污染、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因素加剧
了生物多样性消退。

近年来，一些具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地区由于大规模建设、气候变化等因素遭到破坏，而越来越多

的濒危物种栖息地以及周边的生态系统暴露在这样的风险当中。截至2020年，由于全球变暖，澳大

利亚大堡礁（海洋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的珊瑚总共出现长达1500英里（约2414公里）的
白化（纽约时报，2020）；在人口扩张、农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下，苏门答腊岛热带雨林
超过一半已经毁坏（世界自然基金会，2015）；作为全球最深、蓄水最多的淡水湖，贝加尔湖脆弱
的生态平衡正在遭受大坝建设的威胁。诸如此类的许多代表着生态文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标志
性地区都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

概念 1：“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概念释义”
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生物多样性是指所有生物体及其所在的环境构成的生态复合体，包括物种内
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生态系统服务是指人类从生态系统获得的各种收益，主要分为供

给服务（如食物、淡水）、调节服务（如调节气候、维护空气质量）、文化服务（如文化遗产价值、教育
价值）和支持服务（如维持地球生命生存环境的养分循环）。

来源：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概念框架工作组，2006

基于以上情况，扮演社会资金配置角色的金融机构在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
用，但忽视投融资过程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会带来一系列风险。普华永道在其为世界经济论坛撰写
的《生物多样性与商业风险》报告中，将生物多样性风险对企业的潜在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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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见表1）。这些风险都可能对金融机构所投资的企业或项目带来经营上
的负面影响，进而降低金融机构的投资收益率、声誉，甚至引发合规性风险。本指南将服务于进行
投融资的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服务，针对其所能管理或施加影响的投融资活动中的生
物多样性因素，为其识别、评估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提供参考和指导。
表1：生物多样性给企业带来的潜在风险
风险类别
物理风险

合规性风险

对企业的影响

1.原料短缺、涨价可能导致企业减产

2.生物多样性的消退使生态系统变得脆弱，伴随的自然灾害可能使企业运营中止

1.在许多地区，获取土地使用权和自然资源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
2.过度开发生物资源的企业会更频繁地遭到诉讼

3.企业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受到配额限制，发展受制约

4.各地政府都在出台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补偿政策，使相关企业的运营成本增加
市场风险

其他风险

1.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提升，会倾向于不购买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产品
2.许多采购商在制定可持续的采购流程，这会约束他们的供应商

1.声誉风险：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受到负面影响会影响企业的社会评价

2.融资风险：上述风险可能会对企业的现金流产生不利影响，从而降低其信用质量，
增加获得新融资的成本。当前的主要投资方和保险公司对融资企业的环境行为也越

来越敏感

3.供应链风险：供应链下游企业会因为其供应商面对上述风险而受到间接的不利影响

本指南主要从风险角度切入金融机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参与，通过案头研究的方法，归纳由权威
环境保护机构发布的相关标准和研究、国际和国内的开发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的政策和实践等。基
于以上内容，本指南总结了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工具、关键流程和方法。

由于研究范围的限制，本指南对于生物多样性友好的具体投融资方案的探讨较为受限，并未触及投
资效益较好或可复制性较强的金融机制，此议题还有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得到更深入的探讨。增强对
相关风险的管理意识能够帮助银行避免参与加剧生物多样性衰退的投融资，同时，为弥补当前全球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缺口，积极地探索生物多样性商业机遇也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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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
保护生物多样性与人类的命运紧密相连，且与全球气候、环境高度相关，成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需
要大量的多边合作。虽然生物多样性的内涵与外延广泛，但目前全球仍在针对相关的系列议题形成
共识。通过对国际上相关双边与多边共识的整理，一副更为完整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目标全景
将作为中国参与和中国方案的底色进行展现。
《生物多样性公约》

Conventions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通过，目前共有196个缔约国，主要有三大目标：保护生物多样性、可

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公正公平地分享利用遗传资源所产生的惠益。《生物多样性公约》提出，有

必要大量投资以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且这些投资有望产生广泛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惠益。2000年，
《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作为《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补充协议书获得通过，该
协定对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活体的转移进行了管理。后续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

书关于赔偿责任与补救的名古屋-吉隆坡补充议定书》则进一步规定了活体生物在进口国造成损害时
的补救赔偿方案。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制定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2020年目标”

（下称爱知目标），爱知目标为各国和其他各个领域采取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提供了重要框架。新的
治理框架将于2021年在中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上

确立。根据2020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爱知目标的
20项指标中仅有6项达到“部分完成”。其中，第20项指标“生物多样性资源动员战略”的进展显示

，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财政资源的增加量无法达到该目标，甚至部分资金因流向对生物多样性有
害的活动而左支右绌（《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2020）。
可持续发展目标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现了对陆地和水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的重视。第14项指标针

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性，提出海洋保护区迫切需要进行有效管理并且配备充足资源，同时需
要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以减少过度捕捞，减轻海洋污染和海洋酸化。第15项指标针对陆地生物，提

出通过采取紧急重大行动来减少自然栖息地的退化，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保护受威胁物种，防止
其灭绝，并达成土地退化零增长的目标。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to Combat Desertiﬁcation, UNCCD

《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于1994年通过，共有197个缔约国。该公约关注如何在荒漠化国家（尤其
是非洲国家）防治荒漠化和土地退化，缓解干旱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在2019年的《新德
里宣言》中进一步强调了土地退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影响，并倡议各国将“2030年土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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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零增长”作为国家目标。但是，可观的资金缺口是《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实施一直以来面临的
最大问题。2017年，法国Mirova基金与《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达成合作，成立土地退化零

增长基金（Land Degradation Neutrality Fund），计划在2020年之前筹集3亿美元的独立资金修复现
有退化土地，并防止土地进一步退化。然而，该基金目前离筹资目标仍有1亿美元的缺口（Mirova,
2019, 2020）。此外，《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还面临着资金运营不畅、相关项目缺乏等问题。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要湿地公约》*

Convention on Wetlands of International Importance Especially as Waterfowl Habitat

*简称《湿地公约》，又名《拉姆萨尔公约》

《湿地公约》签署于1971年，目前共有170个缔约国。《湿地公约》认可了湿地在生物多样性中的重
要地位，以及其作为重要的经济、文化、科学和娱乐资源的价值，并要求缔约国围绕湿地进行保
护、管理和合理的开发利用。

《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CITES

*又名《华盛顿公约》

《华盛顿公约》签署于1973年，目前共有183个缔约国。该公约旨在通过分级管制濒危野生动植物种
的国际贸易，达到可持续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的。然而，出于对经济利益的
考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反对该公约第十八次缔约方大会“收紧对大象和犀牛贸易的限制”的决

议。该公约在执行过程中也面临数据准确度不足、报告标准化程度有待提高等问题(Anine E. Robinson, Pablo Sinovas, 2018; Elephant Protection Initiative, 2020)。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

The Convent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Antarctic Marine Living Resources

*简称《南极条约》

《南极条约》签署于1980年，目前共有26个缔约国。公约覆盖南纬60度以南至南极洲冰盖间大多数
水域及该范围内的所有生物种类，要求缔约国对该范围内的生物资源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避免过
度捕捞导致该区域的生态系统退化。
其他双边及多边机制
其他涉及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公约或协议包括但不限于《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
际植物新品种保护公约》、《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等。此类公约关注的领域不
同，但都要求缔约国在采取措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础上，可持续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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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政策进展
生物多样性不仅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达到缓解气候变
化、保障自然资源、维护粮食安全以及丰富基因库等目标的重要基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逐步将其融入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迈向
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以人与自然的互利共生为核心，强调保护与发展的平衡，而生物多样性则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中国为加入的多个国际公约成立了国家级的履约委员会，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出台一系列政策保证履约效

果。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要求，缔约国应根据国情制定国家战略或方案，以达到生态保护、生物资源可
持续和公平利用等方面的长短期目标。中国于2010年发布《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0—

2030年）》，制定了中国2030年生物多样性相关目标，明确了将面对的挑战。这标志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

上升为国家战略。该计划提出“到2020年， 努力使生物多样性的丧失与流失得到基本控制”和“到2030年，

使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的中长期战略目标，划定了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在综合政策方面，

中国出台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全国生态保护“十

三五”规划纲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十年中国行动方案》等；在法律方面，中国已颁布20多部生物多样性
保护相关的法律（钱立华等，2019）。

中国为履行《湿地公约》出台了《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管理的通知》、《全国湿地保护工程规划

（2004—2030年）》等政策文件。此外，作为《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最早的缔约国之一，中国
为防治荒漠化进行了“三北”防护林、沙化土地封禁保护、退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并促成了《“一

带一路”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的通过。截至2019年，中国贡献了17年内全球植被总增长量的1/4
（NASA，2019）。2021年1月20日，湿地保护法草案初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标志着
针对湿地的管理、保护、修复、监察在中国将有法可依。

2020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强调：“生物多样性既是可持续发展基础，也
是目标和手段。我们要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从保护自然中寻求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他指出，中国将“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加强生物
多样性保护和推进全球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2021年2月，中国对《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新，将517种（类）野生动物
纳入名单进行重点保护。同时，中国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五”

时期的主要目标任务之一。政府提出的2021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中也提出将通过“继续加大生态环
境治理力度“来达到“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持续改善环境质量”的目标。“十四五”规划则
提出中国将“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保护红线、国家级自然保护地等为重点，实施重要生态
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加快推进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重点生态区、长江重点生态区和东
北森林带、北方防沙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海岸带等生态屏障建设”。此外，“十四五”规划中首
次提及，中国将在构建生态保护体系中引入补偿机制，“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鼓励各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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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此外，中国将持续加强对大气污染物和工业废水的治理力度，完善落
实生态保护补偿条例，并继续落实长江十年禁渔等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

1.3 生物多样性与银行业金融机构紧密关联
据2020年生物多样性融资智库（Finance for Biodiversity, F4B）的统计，全球发展性金融机构28%
的贷款（约3.1万亿美元）与脆弱的自然资源高度相关（Finance for Biodiversity，2020），但银行
在投融资活动中对生物多样性因素的关注仍然欠缺。2019年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花旗集

团（Citigroup）、摩根大通（JP Morgan Chase）等全球最大的几家投资银行向与破坏生物多样性
高度相关的行业提供了约2.6万亿美元的贷款和承销服务（Portfolio Earth，2020）。

以社会资源整合与配置为职能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可承担助力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责任，关注投
融资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银行和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通过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间接相连。对
于银行来说，在投融资活动中忽视生物多样性问题会带来声誉风险和投资相关行业时的系统性风险。

首先，在政府和社会对生态日益重视的情况下，企业与生态相关的经营活动会受到更多监管，企业
破坏生态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环境处罚，或面临更高的绿色税收（如资源税）。这样的处罚会影响
企业的运营状况、利润率和偿债能力，从而增加金融机构投资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企业时面
临的坏账风险。

其次，接受贷款的企业的不良行为也会反向对银行的声誉造成长期影响，使银行吸纳社会资本的难
度增加。随着各国政府和社会对于包括生物多样性在内的环境议题的愈发重视和公益诉讼案件的增
加，此类风险将有增无减。

最后，长期而言，金融机构如果不管控自身对破坏生物多样性的企业或项目的投资行为，则会增加
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对于尤其依赖自然资源的部分行业（如能源行业、旅游业、农业、制药行业）
来说，如果从事这些行业的企业不重视开发和运营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则会给生态系统造成无法
扭转的破坏，导致相关商业活动无法可持续地进行。因此，获得贷款的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可
能使其他依赖相关自然资源的企业蒙受损失，从而拉低银行投资组合的总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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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社会主体与生态系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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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识到忽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可能使银行遭受更高的风险和经济损失的同时，银行业金融机构也应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友好投资也可以为银行创造新的业务增长点。市场对可持续制造品、农产品等环
保产品的持续上升的需求和政策环境对绿色金融创新更有力的鼓励，给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绿色金融
和可持续评级带来新兴的商业机遇。与国际和国内的环境保护组织、多边开发银行合作，支持保护

生物多样性的项目和金融创新，有助于银行拓宽自身的业务领域、深化社会责任、提升形象和信

誉，以及得到如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e, IFC）或其他多边开发银行的私
营投资部门贷款的机会，开发新的盈利渠道。通过规避相关风险，银行的贷款韧性也将增加，发展
更具有可持续性。

金融机构在投融资市场上扮演着控制资金流向的角色，这意味着，它们在缓解或加速生物多样性消退
方面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减少投融资对生物
多样性的依赖和影响；二是进行融资手段和业务层面的创新，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帮助更多的
投资者进行相关的投资。无论是为了帮助金融机构降低收益风险，承担环境社会责任，还是为了建立
中国金融市场更加良好的国际声誉，越来越多的银行在行动。本指南重点针对银行发挥生物多样性风
险方面的职能提出改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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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银行业金融机构
处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
现状与挑战

2.1 行业在行动：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随着国际生物多样性治理进程的推进，各国对于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标准和规范不断完善，国际

上许多开发性银行和部分商业银行已经对生物多样性风险有一定的关注。截至2020年12月，共有世
界各地37家金融机构（包括汇丰环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荷兰ASN银行）签署了《生物多样性融资
承诺》（Finance for Biodiversity Pledge），承诺将评估并根据设定的目标报告其投资活动对生

物多样性的影响（Finance for Biodiversity Pledge，2021）。而随着相关意识的提升和各国生物
多样性风险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银行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识别和管理将出现更高的标准。本指南
识别出以下三个主要发展趋势：

1)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已有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体系中

环境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包括一系列用于识别和管理银行业务中所面临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政

策、流程、工具和内部能力。若是缺乏有针对性的风险识别和管理，各类开发性活动的投融资
会加剧破坏性的土地开发、污染、气候变化、外来物种入侵等问题，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
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风险作为独立的因素，纳入已有的环境社会管理体系中，或
者贯穿在各个领域中，限制和规范各类对生物多样性具有较大负面影响的投融资活动，禁止那
些可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不可逆转影响的项目。

· 荷兰ASN银行制定机构的战略目标，截至2030年，停止投资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项
目，且所有的投资和贷款对生物多样性有正向的影响（ASN Bank，2018）。

· 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在其可持续政策框架下出台了专门的生物多样性政策，提

出避免造成或加剧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负面影响，并努力实现对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净增长影响。该政策包含对客户有约束力的条款，由该银行的项目团
队落实（Rabobank，2018）。

2) 遵循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缓解层级方案

缓解层级方案（Mitigation Hierarchy）是应对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策略和决策基准，在大型
开发项目中使用较广，决策优先级由高到低分为避免、最小化、修复和补偿。

“避免”是指在项目动工之前为预测和防止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而采取的措施。“最小

化”是指为尽可能减少项目持续时间、强度和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而采取的措施。“修复”是
指还原项目已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消退的措施。“补偿”是指在未受项目影响的地区对生物多样
性增加做出可衡量的保护成果（The Biodiversity Consultancy，2015）。

其中，“避免”和“最小化”属于预防措施，“修复”和“补偿”属于补救措施。在项目动工
前，采取相应措施“避免”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是最为有效且投入和风险较低的。对于
无法避免的生物多样性影响，项目应采取将风险“最小化”的措施。在已经设计“避免”和
“最小化”措施的情况下，若项目依然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负面影响，要在项目选址内进行

“修复”行动。上述三个层面上采取的措施能显著减少项目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但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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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对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残留影响（图2a、b）。此时，可在项目选址外进行“补偿”。补偿措
施能使项目的净生物多样性损失降为零，甚至可以在此基础上追求项目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

净收益（图2c）。但是，实施“补偿”措施前须证实已全面地展开过前三个步骤。这是因为生
态系统精密而复杂，人类的补偿工作通常昂贵、复杂，且补偿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同时，一旦
在项目展开之后发现其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避免”和“最小化”措施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将会降低。 因此，“修复”和“补偿”工作不得先于“避免”措施。
图2：缓解层级方案各层级的联系

a）

对生物多样性的潜在影响

b）

避免

最小化

修复

c）

避免

最小化

修复

重大残留影响

补偿

无生物多样性净损失

净收益

图3展示了缓解层级方案各层级的具体落实办法。四个层级虽然优先级不同，但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各层级间并非是单向线性的。判断出“最小化”措施不能消除的生物多样性消退也无法被

“修复”措施补救时，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应通过“避免”来管理（The Biodiversity Consultancy，2015）。

图3：缓解层级方案的实际应用

避免

最小化

修复

补救措施

·选址

· 物理上的控制

· 复原栖息地环境

· 日程安排

· 排放的控制

· 复原生态系统服务

·设计

·

预防措施

· 经营上的控制
*否

· 复原生物多样性价值
*是

* 潜在的影响是否被相应的补救措施充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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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

· 重建生物多样性

· 防止生多损失再发生

部分国家的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价、生物多样性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发项目遵守缓解层级
方案原则，对其环境和生态影响进行评估和缓解。在项目所有决策、监测和评估环节中，参考
缓解层级方案引导和监督项目方，能帮助金融机构确保项目的合法合规，并且更有效地管理生
物多样性风险。

· 亚洲开发银行于2010年实施针对环境和社会的保障政策（Safeguard Policy State-

ment），旨在提高亚行支持的每个项目实现环境保障目标的可能性。该政策要求项目方
为已识别的所有潜在环境影响设置缓解方案，并写入环境影响评价和初步环境审查中。

· 荷兰合作银行明确要求项目方优先寻求“避免”措施，其次才能进行“修复”和“补
偿”工作。

3) 多方合作、交流和信息互通

在项目周期中，投资方和被投资方应及时、公开披露项目相关信息，与社会组织、社区等利益
相关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并开放有效的投诉渠道，受理利益相关方针对项目负面影响的诉求，
这有助于避免项目因生物多样性问题而造成社会争议。同时，生物多样性是复杂的，涉及多个
维度，需要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进行评估，而已有的数据不一定全面，与当地社区、环境保护组
织等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助于金融机构和项目方更准确地识别生物多样性风险，从项
目初期就避免争议案例的发生，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更好地对执行方的履行情况进行监督。

· 多数多边开发银行和一些具有开发性质的国有金融机构都设立了问责机制，受理来自社
区和民间组织关于机构投融资项目的投诉，并有能力进行调查、为管理层提供意见，如
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设立的合规顾问办公室

（Compliance Advisor/Ombudsman, CAO）、世界银行的监察组（The Inspection

Panel）、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下的项目特别协调人小组和合规检查小组，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
Bankengruppe）的独立申诉机制（Independent Complaints Mechanism）。图4统
计了一部分国际银行自建立以来受理的申诉数量和相应的解决情况。
图4：国际银行申诉问责机制受理申诉的数量和解决情况
进入调查或磋商程序

不具备投诉条件

其他情况（如主动撤回）

截至 2018
年各国际银行
累计受理申诉数量

34

55

41

世界银行

1
64

7

24

亚洲开发银行

非洲开发银行

来源：Asian Development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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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1

37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 商业机构与环境保护组织、民间组织合作，开展生物多样性相关研究、量化工具开发等
活动，如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巴克莱银行（Barclays）。

案例 1: 世界银行的泰国森林伙伴基金准备项目
世界银行在接收到关于泰国森林砍伐和退化的申诉后，建立了泰国森林碳伙伴关系基金准备项目（Thailand

FCPF Readiness Preparation Project）。项目组将通过咨询及多个专业部门的协调帮助制定国家补救管理

计划和磋商机制，帮助泰国规范土地利用、森林管理、社会和环境申诉机制、建立REDD+监测系统和相关
项目监管评价框架。该项目将帮助泰国进行森林监测，降低因毁林增加的碳排，促进当地的可持续发展。
来源：The World Bank，2021

2.2 识别当前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
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的改进潜力

中国银行业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认识和防控意识有较大提升空间。许多银行未能全面了解生物多样
性风险的潜在影响及其重要性，且未配备相应的政策和专业人员。大部分银行对缓解层级方案等风
险管理手段了解有限，或者未能将其纳入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流程中，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系统性、科
学性的识别和管理方法比较有限。

通过完善申诉问责机制，提升信息公开水平，拓宽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益相关方参与生物多样性
风险管理的渠道。中国的开发性银行在设置独立的内部申诉问责机制上离许多国际和国家开发性银
行有较大距离，对于相应申诉的处理结果也未能及时被相关群体接收。这使利益相关方在监督中国
银行业与自然相关的投融资活动时面临沟通不顺畅、时效性不高的问题。在开发性银行引导缺位的
情况下，中国的国内商业银行也缺乏相关机制，信息披露水平有待提升。

相关数据获取难度大，工具开发成本高。生物多样性风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收集和分析大量非
财务数据。从国内现有的数据获取渠道获取的数据有效性和完整性不足。同时，生物多样性风险控制
工具的开发涉及多个学科（包括生物、基因、地理、气候等），成本高，难度大，使银行望而却步。
来自政府部门的规范和指导尚不完善。近年来，对于国内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的指导政策不断出台。

但对银行业从业人士而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指引和法律、规范还比较模糊。对于缓解层级方
案、问责申诉机制等工具的规范和指导不明确。这使银行难以在操作层面落实生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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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银行业金融机构
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
政策工具

科学、系统的环境社会管理体系能帮助银行在投融资的各个阶段，有效地识别和管理各类环境社会
风险，分析和解决环境社会相关的问题。相关的机构政策是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的基础。许多国际和
国家层面的生物多样性目标要求银行承担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责任，国际上的金融机构相应地制
定和开发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政策、机制与工具，也有不少金融机构自发地规范其投融资活动的生物

多样性影响，这在法律标准不完善或管理力度不强的国家尤为重要。图5展示了在项目识别、项目筛
选和分类、环境风险分析和环境风险管理阶段可以使用的工具和关键流程。
图5：项目阶段以及相关环境风险管理工具和流程
工 具：
· 排除清单
· 禁入政策

项目识别

工 具：
· 行业专门政策

项目筛选和分类
流 程：
· 尽职调查

工 具：
· 合同等法律条款

环境风险分析
流 程：
·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风险管理
工具：
· 环境管理计划
· 利益相关方沟通、
信息披露和申诉受理

本章通过分析国际和国内的开发性银行和商业性银行的政策和实践，结合金融领域与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倡议和研究，介绍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的常见政策工具，包括机构的长期战略和目标、排除清
单、禁入政策和行业专门信贷政策。在制定实施细则时，银行应充分考虑到自身的业务情况，并结
合赤道原则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绩效标准及指南等有参考价值的文件。

3.1 长期战略和目标

通过建立长期战略和目标，银行能够明确自己的长期方向并据此设立阶段性目标，在此基础上进行
金融工具的开发。虽然建立和完善这一目标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且短期内回报不明显，但从长期来
看，这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声誉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十四五”规划指明了各类社会资本在市场

化、多元化中的作用，强调了严密防控环境风险和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大背景下，银行应
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其投融资项目的影响，在机构战略、投融资策略，以及环境、社会和治理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ESG）政策中纳入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No Net

Loss）的目标，即投融资活动不会直接或间接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可以为银行制定生物多样性
风险管理措施提供方向。此外，常见的承诺还包括零毁林（Zero Deforestation），如巴克莱银

行、瑞银集团（UBS）、德意志银行等商业银行做出了零毁林的承诺，覆盖林业、畜牧业、棕榈油
生产、大豆生产等产业和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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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净损失可以说是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基本目标，与此不同的是，机构层面全面的净增长

（Net Gain）目标是极有野心的。大部分多边开发银行提出了给未被人类改变过的栖息地带来净增
长的目标。商业性银行中，也有如荷兰ASN银行和荷兰合作银行这样的先行者。
概念 2：“无净损失”、“零毁林”、“净增长”概念释义
无净损失（No Net Loss）: 采取措施避免和减少项目影响，进行原地修复，并最终在适当的地理范围内抵
消任何重大的残余影响后，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得到平衡。

零毁林（Zero Deforestation）：项目或活动不会导致森林被毁坏或退林。

净增长（Net Gain）：指定重要栖息地的生物多样性在无净损失的基础上，可以获得进一步保护的结果。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2012

3.2 排除清单

排除清单（Exclusion List）指一家银行不提供融资的项目或企业类型。使用排除清单能对企业进行

分类，使银行从业人员在短时间内对提交贷款申请的企业或项目进行判断和筛选。排除清单基于一种
底线性思维，帮助银行从投资回报和社会效益的角度筛选出具有极高风险的企业或项目，避免涉及人
权侵害、武器制造、有害化学物品制造等活动，也可以用于避免对生物多样性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排除清单包括排除客户清单和排除活动清单。排除客户清单列出银行避免合作的具体企业，这些企业
通常有违反环境保护、劳工标准、反腐败的法律法规或行业准则的历史。排除活动清单则将项目可能
涉及的活动分类，并指定需要避免投资的活动类型，所有项目都需要依据排除活动清单进行审核。
案例 2：国际金融机构对排除清单的使用
巴克莱银行（Barclays）：如果巴克莱银行了解到新客户或现有客户在世界遗产或《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中的湿
地（包括缓冲区）持有或开发项目，将会加强尽职调查并提交给可持续发展团队进行审查（Barclays，2018）。

荷兰银行（ABN AMRO）：除了对于保护区和重要栖息地的排除，荷兰银行的排除清单还对供应链设置了一

系列限制，例如，禁止投资于未得到棕榈油永续发展圆桌会议认证的棕榈油生产商或供应商，禁止投资于用
濒危物种或大型猿类检验的产品（ABN AMRO，2018）。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uropean Bank of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BRD）：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

排除活动清单将项目可能涉及的活动划分四类：低风险活动、中风险活动、高风险活动和应排除的活动，如
果项目包括应排除的活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将拒绝投资。应排除的活动包括：用长度超过2500米的渔网捕

鱼、有害农药生产活动、对《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条约》所管制的物种的贸易活动等。涉及高风险活
动（如森林砍伐、大规模的农业生产）的项目，需要进行严格的环境社会风险分析和评估（EBRD，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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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重要生态区域的禁入政策（No-Go Policy）
金融机构的禁入政策是指金融机构识别出禁入地区（“No-Go”Area）并限制在禁入地区的投融资
活动。禁入地区是指在有破坏环境的工业活动的地区优先建立保护区，以推动金融机构做出“禁入”

承诺（IUCN，2016）。通常来说，国际公约和国家法律设有法定保护的区域，是从项目选址角度识
别并管理禁入地区最直接的工具，也是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最基础的标准。金融机构也应当注意其他
有社会公认度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体系和概念，一些敏感区域即便未受国家或国际法律
保护，也会有其他合规、声誉方面的风险。银行在进行海外融投资时若能在遵守当地相关法律法规的

基础上，以自身的规范制度更高标准地要求自己的投融资行为，则能有效地竖立形象并减少投资风
险。银行在制定内部禁入政策时，可以以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地理信息作为基础。中国

在2017年出台的《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指南》也为银行进一步自行判断某一地区是否为生物多样性敏
感地区提供了重要性评估方法、数据处理和工作程序上的参考（环境保护部，2017）。
表2：敏感的生态区域类别及其概述
敏感的生态区域类别

1.国际公约或国家法律保护的区域
2.重要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

3.自然栖息地
4.有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

概述

国际公约、国际法和国家及地方法律法规所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域
对濒临灭绝的物种、物种迁徙、进化过程等有重要意义的栖息地

（IFC，2012），如拥有1500种以上的地方性维管植物且原生植被
覆盖率小于等于30%（受威胁且不可替代）

从未被人类活动实质改变当地主要生态功能和物种结构的栖息地
或生态系统，例如原始森林、自由流通的河流（IFC，2012）

有重要的食物供应、资源供应、文化价值等生态系统服务

表2所示的类别中，类别①和②范围内的投资活动应极力避免，制定明确的禁入政策（No-go
Policy）有助于确保这一点。类别③和④范围内的投资活动也具备一定的信用和声誉风险，银行应

要求借款方开展全面的环境风险评价，采取缓解措施，不考虑对生物多样性影响较大且难以得到缓
解的项目进行投资。需要注意的是，即使项目选址不在以上类型的区域范围之内，也可能因靠近此
类区域而对其造成间接或累计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的环境风险评价仍是必要的。
表3：国际公约、国际法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所划定的区域
区域名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世界遗产

类型

参考文件

国际公约划定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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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
《世界遗产名录》

（下页继续）

区域名称
自然保护区

极危、濒危和易危动物
的栖息地

列入《国际重要

湿地名录》的湿地

类型

参考文件

国际组织推行的权威标准
国家法律划定和保护的区域
国际组织推行的权威标准
国际公约划定的区域

表3（续）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保护区管理类型指南》

参照具体国家的保护区法、国家公园法
社区保留地法等法律法规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
濒危物种红色名录》

《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案例 3：国际银行关于敏感生态区域的投融资政策
巴克莱银行（Barclays）：一般情况下，银行不会为世界遗产以及其缓冲区、《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中的
湿地开发提供融资（Barclays，2018）。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有明确和已知证据的情况下，银行不得投资于任何涉及原始森林砍伐
的活动或项目（Deutsche Bank，2020）。

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集团不会资助任何会造成重要自然栖息地转变或退化的项目，包括政府
划定的保护区和世界遗产，并且不会投资违反任何在当地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公约的项目（Goldman
Sachs，2019）。

案例 4：巴克莱银行的禁入政策
英国巴克莱银行通过禁入政策推广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价值理念，以实现收益和社会责任的共赢。2018年，
巴克莱银行发布《巴克莱关于世界遗产和拉姆萨尔湿地声明》，指出选址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和
《湿地公约》所指定的湿地的融资项目可能会对生物多样性造成严重影响。同时，考虑到承担社会责任和
践行环保理念有利于提升银行的声誉和盈利，该声明表明巴克莱银行一般不为世界遗产地及其缓冲区的开
发或扩张项目提供融资，一般不为《湿地公约》所指定的湿地的开发或扩张提供融资，如果了解到新客户
或现有客户在世界遗产地或《湿地公约》所指定的湿地（包括周围的缓冲区）有开发项目，银行可持续发
展团队将会加强调查力度，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 。

该政策的出台得到了广大英国客户的支持。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希望自己存款的银行不

贷款给涉及破坏生态保护区项目的企业，其中7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可能考虑不在为此类活动提供资金
的银行存款（WWF，2018）。 巴克莱银行对禁入政策的重视不仅有利于改善保护区的生态环境，同时也
对其企业形象的建立和商业利益的可持续发展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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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行业专门信贷政策
对于银行而言，制定绿色信贷政策，尤其是行业专门信贷政策，是其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加强生物
多样性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银行可以通过差异化选择行业与客户，并提供不同的贷款门槛和
贷款利率，鼓励企业发展生物多样性友好的业务和项目，限制有损生物多样性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
来源，从而提升银行融投资活动的质量和生态友好程度。

银行可以参照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的《绿色信贷统计制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中规定的绿色项
目范围，制定绿色政策和设计相关金融产品，配置特定比例和较低利率的资金用于投资生物多样性
友好项目，如自然保护项目、生态修复及灾害防控项目、绿色建筑开发建设与运行维护项目等。此
外，定向贷款也应考察资金实际作用的项目，而不是仅按照企业所属行业发放。

而针对高度依赖生物多样性，或有更高的几率给所在地的生物多样性带来负面影响的部分行业的项
目开发和运营，银行应重点关注，设置一定的融资门槛。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项目，银行应要求项
目方开展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价、采取缓解措施。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行业可分为对生态系统有较
大影响的行业和对生态系统服务高度依赖的行业，如表4所示。
表4：生物多样性风险高的行业分类

生物多样性风险高的行业

对生态系统有较大影响的行业

对生态系统服务高度依赖的行业

1. 林业和造纸业

1. 渔业

2. 采矿业

2. 林业和造纸业

3.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3. 农业

4. 基础设施和建材行业

4. 水电行业

5. 农业
6. 渔业

行业专门信贷政策覆盖在特定的环境或社会领域具有较高风险的行业或业务类型。例如，汇丰银行
在农产品、化学品、能源、林业、采矿与淡水六大行业设立专门的信贷政策，其中包括与生物多样

性风险紧密相关的条款，如对棕榈油、大豆供应链的规范。银行应根据自身的业务范围和项目规
模，制定恰当的行业专门信贷政策，对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业务领域加强规范。国内外许多金融
机构和环境组织的工具和倡议，对银行管理特定行业的投融资组合有借鉴作用（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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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生物多样性风险高的行业分类
行业

林业和造纸业

生物多样性风险

相关工具和倡议

·去森林化、生态系统退化、

·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

·森林的开拓为非法砍伐或狩

·可持续经营与森林认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推

引入外来物种

猎者提供便利，对生态系统

造成间接影响

渔业

（GB/T 39358-2020）（2021年6月1日起实行）
（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2020）

·MSC（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认证

·水体污染、噪声输出

·荷兰合作银行的《水产养殖、渔业和海鲜加工政

方式导致水生生物物种减少

·ASC （Aqua Stewardship Council）认证
策》（2018）

·土地用途变化、对水和土壤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生物多样性纳入采

·矿石资源开采和运输道路建

·国际矿业和金属理事会（ICMM）的《针对矿业的

设为非法砍伐、狩猎者或采

矿部门主流》说明（2018）

生物多样性良好实践》（2006）

矿者提供便利，对生态系统

造成间接影响

·土地用途变化、生境破碎化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以及管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荐性国家标准《中国森林认证非木质林产品经营》

·过度捕捞或不可持续的捕捞

造成污染

采矿业

·汇丰银行 的《林业政策》（2011）

建设为非法砍伐、狩猎者或

采矿者提供便利，对生态系
统造成间接影响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石油
和天然气开发》（2003）

·国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协会的《石油和天然气行
业生物多样性和生态服务指南》（2016）

·石油泄漏对海洋生态系统和
生物带来无法扭转的影响

基础设施和建材行业

农业

·土地用途变化、噪声输出、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的《基础设施部门生物

·供应链（如水泥等建材）对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的《将生物多样性纳入

·生境破坏、引入外来物种、

·雨林联盟（Rainforest Alliance）森林认证

环境污染、生境破碎化

生物多样性造成间接影响

过度用水、土地和水污染

多样性问题主流化》说明

建设行业主流》（2017）

·生物多样性国际（Biodiversity International）

的《将生物多样性融入食物和农业投融资》（2017）

以上政策工具能直接降低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难度，帮助银行直接、有效地将对生物多样性
的关注融入业务实践中。在运用这些政策工具的同时，银行应形成一系列流程和机制，保证对项目
各环节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了解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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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
风险的项目流程

在确立了具有生物多样性敏感度的政策之后，银行需要通过一系列环境风险管理流程，在项目层面
识别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对于生物多样性风险，尽职调查、环境风险评价和利益相关方沟通是
尤为重要的项目流程，另外，银行也可以通过监督、指引项目方，以及贷款合同条款、抵押，确保
项目方采取了恰当的缓解措施。

4.1 尽职调查

尽职调查作为主要的风险管理流程之一，对银行和企业投资决策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建议银行内部组建专门的团队或聘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对与投资活动
相关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核实，掌握投资活动所涉及的环境风险及可能由此引发的社
会和金融风险，并参考排除清单，筛除风险过高的企业或项目。

同一个行业内，不同的企业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不同。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前提下，
生物多样性风险意识高的企业相较于缺乏足够意识的企业对投资者来说风险更小。在立项之前尽早
地通过尽职调查等流程识别这一点，可以帮助银行选择更能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更加具有韧性的

企业。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在《银行业应如何保护世界遗产》指导手册中提出，为避免一般用
途贷款流向对保护不利的项目，银行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将尽职调查的覆盖范围从特定款项对应的项
目扩大到整家企业。如果一家企业持有或开发的项目对生物多样性带来过不可逆转的影响，银行应
当考虑否决与损害自然资源不直接相关的项目建议书，甚至将企业加入排除清单。

4.2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EIA）是识别和评估投融资活动潜在环境影响
的重要工具，是设计缓解措施、管理和监测环境影响方案的基础。环境影响评价的持续时长、深入
程度以及类型取决于项目的性质、规模和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因此，在项目筛选以及环境影响评
价的过程中，银行需参考项目选址、行业、活动类型、规划和时间等因素，预估项目可能导致的生
物多样性影响程度尽告知和指导义务，要求、指导和监督借款方和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咨询公司参
照银行提供的详细信息和程序方法编制环境评估报告和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计划，识别和管理生物
多样性方面的影响。环境影响评价不仅需要考虑投资方所在地的法律法规，也需要考虑国际社会广
泛关注的议题和行业共识，参考国际通用管理方法和最佳实践，全面地规避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

环境影响评价的流程包括确定范围、进行基线研究、进行影响预测与评估以及确定缓解方案。对于

涉及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专门的生物多样性基线研究（Biodiversity baseline study）有助于
建立准确的评估基准。基线研究是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参考点，“基线”指项目选址的生态总
体背景信息，参考数据包括国际数据库、国家数据库、科研成果等桌面研究数据，以及实地考察得
出的定量及定性数据，从而得出的当地生物多样性基线。收集基线数据的主要目的是为预测项目对
生态环境影响的状态和趋势提供根据，基线数据也是衡量项目执行所引起的变化的参照基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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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生物多样性基线研究成果，预测和评估项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直接、间接和累计影
响，并且涵盖影响的不确定性。

根据预测与评估结果，项目方制定环境管理计划，规划一定的措施，避免或减少项目的环境影响。

这样的措施可能包括一个专门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Biodiversity Management Plan）。生物多
样性管理计划是一份实用性文件，对缓解可能的生物多样性影响所需的方法和行动进行概述。设计
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通常是项目方的责任，但银行可以参考已有的数据和评估结果，督促项目方在
环境影响评价中纳入生物多样性因素，并设计专门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
案例 5：美洲开发银行巴拉圭输电线路项目
2011年，巴拉圭政府向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IDB）申请资助输电线路工

程外送水电。依据美洲开发银行的EIA标准编制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显示，发现该线路的修建将会造成大西
洋森林（Atlantic Forest）消退超过10平方公里，而大西洋森林是南美洲乃至于全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为丰
富也最为脆弱的生态系统之一。

环境影响评价对四条备选线路进行了评估，发现其中一条线路将会穿过国家公园的缓冲区，且这一区域为当
地社区提供了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另外两条线路将会穿过一片山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巴拉圭特有的物种。
最后，环境影响评价推荐了一条最长的线路，因为这条线路避开了所有的受保护、有文化价值和物种密集的
区域。这个建议最后被美洲开发银行所采纳，有效地避免了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和社会影响。
来源：IDB，2015

4.3 利益相关方沟通

代表环境与弱势群体的社会组织以及项目所在地的社区对于当地生态与社会的了解能为银行了解项

目所在地环境社会政策，并因地制宜调整现有ESG政策提供重要的信息补充。建立与社会组织、社
区等各利益相关方进行无障碍沟通的渠道和信息披露平台，能使利益相关方充分了解项目影响，并

据此监督项目的开发进程、针对项目的负面影响提出问责、加强对于生物多样性等风险的多方监
控。有效的沟通与回应可以使各利益相关方更好地了解投融资项目带来的利弊。同时，银行能据此
跟进执行方的实际执行情况，避免资金在事实上支持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行为，从而更好地
管理资金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问责机制（Accountability

mechanism）是帮助银行识别和减少项目负面影响、强化内部规则的

遵守和执行、确保项目及时高效完成、降低项目成本的有力工具。概括地说，问责机制是一种非司
法性质的申诉收集、争端解决与补偿以及问责的程序。它通常作为独立于业务部门的一套机制，通
过收集利益相关方关于环境、社会负面影响和机构违法违规行为的意见或申诉，结合法律法规和银
行内部政策，对利益相关方的诉求做出回应，并规范银行自身及其所投资项目的执行方的行为。在
多边开发银行的实践中，问责机制会针对利益相关方提供中立的、尊重当地风俗文化的、可达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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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以便后者提出申诉和补偿要求。在组织架构上，银行常常会赋予负责问责机制的部门相对独立
的地位，以及直接向董事会等最高决策层汇报的权限。

在许多投融资纠纷中，环境和社会问题常常缠绕在一起，建立问责机制不仅可以帮助银行及时地识
别项目上潜在或者已发生的生态问题并快速做出反应，监督环境社会保障政策的良好实施，还能为
银行在项目所在地区与国家获取社会认可（Social

Licence），与有影响力的环境保护组织、社会

活动家、社区代表建立互信和互惠的关系打下良好的基础。
案例 6：亚洲开发银行的问责机制

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于1995年建立了问责机制，分别经历过2003年和2012年

的两次修订。申诉问责机制受理和应对与项目环境社会影响有关的投诉。亚洲开发银行的申诉问责机制包含
三个流程。首先，特别项目协调员受理项目层面的投诉，并予以回应和处理。其次，业务管理部门对投诉进
行正面回应和处理。最后，如果项目层面的问责机制无法解决问题，银行的合规审查机构会对投诉进行调
查，问责银行的职员和管理层，合规审查机构独立于行长，直接向董事会负责，是公众投诉的最后保障。

亚洲开发银行申诉问责机制的流程要求多部门参与，保证了申诉调查和处理的公正性，独立于项目组和行
长的合规审查机构则保证了对项目人员和管理层的问责。该机制要求所有调查报告均须公开透明，确保了
相关信息的透明度。

信息披露制度是指将经营主体信息全面、及时、准确地予以公开，供市场理性地判断投资价值，维护
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的制度。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有助于披露主体的业务行为向更可持续方向转变。

ESG信息披露的目标包括：1. 提高公众对于披露主体社会责任的知情权；2. 改善资本市场决算过
程；3. 增强行业竞争。通过对信息披露的强制要求可以影响银行的声誉。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的银
行吸纳社会资金的能力会因为难以获取社会信任而降低。完善且有强制力的信息披露制度不仅能使

企业和银行的ESG信息公开透明，也能使披露的信息具有可比性，从而提高问责机制的效率和有效
性。作为连接社会资本和企业资金来源的桥梁，银行披露的信息一旦接受利益相关方的监督和影
响，也会更偏向于投资信息披露更加完善的企业。其投融资偏好就可能发生改变，从而间接促使企
业注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并加强自身的信息披露，这将促进相关行业的信息透明度。

目前，国际上的企业信息披露标准主要由非政府组织制定并完善。各国的ESG信息披露框架不同，但
都大致遵循了常规的规则，如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框架、ISO26000等。以GRI框架为例，它要求

披露ESG信息的主体在披露生物多样性时，从以下四个角度进行信息的整合：①组织所拥有、租赁、

在位于或邻近于保护区和保护区外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管理的运营点；②活动、产品和服务对生物多
样性的重大影响；③受保护或经修复的栖息地；④受运营影响区域的栖息地中已被列入 IUCN 红色名录
及国家保护名册的物种。

此外，GRI框架也要求信息披露主体披露与生物多样性高度相关的环境废物总量和生态影响，如气
体、污水、废弃物的排放，以及相关的环境风险和预防措施等。GRI框架同时将信息披露的范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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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主体本身扩大到供应链的ESG信息。这不仅对受约束主体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
使针对整合后的信息的监管难度降低。

中国ESG信息披露正处于由自愿披露向强制披露转变的过程中。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落实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银办函〔2017〕294

号）中提出，中国要于

2017至2020年分步建立强制性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制度，于2020年12月前强制所有上市公司

披露环境信息。然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仅提出
ESG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相关指标体系和约束机制不甚明确，导致中国上市公司披露的ESG信息
质量较低，且基本未将生物多样性影响纳入披露范围中。因此，银行难以根据可得的信息对企业影
响生物多样性的情况作出有效判断。这使银行无法全面掌握投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程度，也难
以对自身业务涉及的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评估和披露。

本章基于环境风险管理流程图梳理了银行在进行投资活动前能用于评估所投资的企业和项目的一系
列工具和流程，并且介绍了能帮助银行提高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效率的问责机制和信息披露制度。然

而，以上手段很难深入项目的各个环节，也因此难以控制资金在项目后期的流向。为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引入缓解层级方案，介绍项目全周期行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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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全周期行动指南：
依据缓解层级方案

缓解层级方案（Mitigation Hierarchy）是识别和管理一个项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策略和工

具，依次包括避免、最小化、修复、补偿四个阶梯。缓解层级方案可以被纳入项目各个环节，用于引
导银行的项目人员落实章节3.2和3.3中总结的关键政策和流程，监督项目方从按照缓解措施的优先级

采取措施，它也可以是银行规范项目方及评估绩效的工具，用于评估相关缓解举措的成效，为科学、
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风险分析和管理奠定基础。

5.1 法律中的缓解层级方案
在各国监管层面，缓解层级方案越来越成为主流的策略和标准。部分国家的环境保护、环境影响评
价、生物多样性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发项目对其环境和生态影响进行评估和缓解。欧盟的治理水

平较高，要求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对缓解层级方案的考虑。在国家层面，法国于2011年通过法案，
要求环境影响评价遵循分级管理原则，并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说明项目将采取的缓解措施。

中国进行有关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投资活动的主要对象国也在积极出台政策，缓解生物多样性的消
退。越南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一，是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面临气候脆弱、空气污染、生物
多样性保护等环境问题。同样位于东南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印度尼西亚，拥有极丰富的生物多
样性，严重依赖农业和自然资源，其海洋和陆地的自然资源受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较大。巴西是中国
在南美洲的最大贸易伙伴之一，近年来与中国在农业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扩大，也是生物多样性热点国
家。巴西和越南的法律皆要求在环境影响评价中体现“避免”或“最小化”生态影响的措施，印度尼
西亚的法律要求开发方对其环境和生态影响采取“缓解”和“修复”的措施（如表6所示）。
表6：部分国家法律和政策对于缓解生态影响的要求
国家

越南

法律文件

生物多样性法
（2008）

印度尼 第31/2009号
西亚 法令环境保护
和管理

内容

对环境影响
评价的规范

具体条款

位于自然保护区缓冲区域的投资项目开发方必须制作一份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并提交给根据环境保护法设立的评估委员会进行审
议。当项目可能带来潜在的环境破坏风险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
必须明文确定一段安全距离，避免项目对自然保护区造成负面影
响对于自然栖息地和自然生态系统中的石灰岩山区，以及不属于
森林生态系统的未利用土地，为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对

对环境影响
评价的规范

生物多样性的现状进行调查

涉及空间使用的项目必须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制定环境管理计
划和环境监测计划。对环境带来污染和负面影响的项目必须采取
“缓解”和“修复”措施

（下页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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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法律文件

内容

生物多样性

以生态系统

目标是“确保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服务没有净损失，如使用修

栖息地指令

目标，规定

避免会对受保护栖息地、受保护物种及其栖息地造成破坏的活动

战略
欧盟

无净损失为

（1992）

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
价应遵循缓

指令（2014） 解层级方案
法国

巴西

具体条款

表6（续）

第2011-2019
号法案

环境法

（1981）

规定环境影响
评价应遵循缓
解层级方案

对环境影响
评价的规范

复或补偿机制”

遵循《生物多样性战略》，避免任何环境质量的恶化和生物多样
性净损失，为此采取避免、预防、减少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抵消
负面影响的措施

任何基于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许可申请需在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中

表明项目所采取的缓解措施，包括避免、减少和修复/补偿（以及
这些措施所涉及的成本）

环境影响评价应对项目以及其备选项目可能带来的直接或间接影
响，短期、中期或长期影响，短暂或永久影响进行识别和评估，
阐述缓解这些负面影响的举措，并评估各举措的有效性

虽然对环境影响评价等项目层面的法律要求主要由项目开发方承担责任，但随着缓解层级方案以及
预防优先的原则在各国法律体系中的普及，将这类概念纳入银行的投融资政策和环境风险管理流程
中，也有利于银行预防项目带来的合规、现金流甚至环境诉讼方面的风险。

5.2 银行业中缓解层级方案的普及
国际金融公司的绩效标准6（及赤道原则）以及亚洲开发银行（ADB）、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美洲开发银行（IDB）等国际金融机构皆在其环境保障措施中要求项目方证实自己遵循
了缓解层级方案原则。多边开发银行多在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在那些法律结构不完善的国家，绩
效标准或保障机制及搭配使用的指南为项目方提供了更高的标准和较为全面的指导。美洲开发银行
就出台了《评估和管理生物多样性影响与风险指南》，配合其环境保障机制，为项目方运用缓解层

级方案工具提供了详细的指导，并归纳了不同的行业类别中所涉及的避免、最小化和修复措施
（IDB，2015）。

商业银行中，荷兰合作银行（Rabobank）要求项目方依据缓解层级方案原则实施缓解措施，并且
优先寻求避免项目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然后缓解不可避免的影响，将补偿作为最后手段，应对在避

免和缓解措施失败后仍然存在的残余影响（Rabobank，2018）。 然而，这样的银行占少数，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计划的报告《银行业现阶段对生物多样性补偿和缓解层级方案的运用》表明，在
国际范围，银行普遍对缓解层级方案了解有限，尚未有效地将这个工具应用于它们的业务中，报告
指出“银行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方法既没有连贯性，也缺乏系统性”（UNEP FI，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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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亚洲开发银行蒙古可再生能源项目
2018年，亚洲开发银行（ADB）投资4000万美元支持蒙古可再生能源行业的建设，项目涉及多个子项目，其

中包括一个小型风力发电项目。该子项目选址位于国际鸟类联盟所划定的重要鸟区周边。考虑到“避免”原

则，亚洲开发银行聘请当地的鸟类专家进行了两次实地的鸟类调查，了解不同季节的鸟类活动。调查表明，
在这个地区栖息的濒危鸟类数量较少，也有大量其他物种的鸟类栖息于此，由于它们的飞行高度普遍低于风
电的风险高度，亚洲开发银行判断项目不会对鸟类和区域的生物多样性造成重大影响。

即便如此，鸟类的迁徙是一个风险因素。每年春季有大批迁徙鸟类经过项目选址，可能出现鸟类碰撞风机
的情况。为了将此类影响最小化，亚洲开发银行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中要求项目运行期间进行长期监测，
如果发现鸟类碰撞风机的情况发生，需要采取一定的措施，如在迁徙季节停止风机运转。在这个风电项目
中，亚洲开发银行首先通过调研和评估，避免项目对当地栖息的濒危鸟类和生物多样性带来打击，其次设
计了监测和应对措施，将项目运行中可能对鸟类带来的影响最小化。

5.3 项目全周期分布行动图

当金融机构和企业将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纳入项目执行的考量中时，它们会发现项目的成本和执行环
节层级方案的时间点高度相关。从项目全周期的角度来看，全程融入缓解层级方案通常会增加项目的
初期投入，但会使项目的总体投入减小。从节约资金和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的角度，创绿研究院根据
部分国际生物多样性倡议、金融机构和环境组织的文件和研究，总结出银行应如何参考缓解层级方案

分步骤行动（IDB，2015；CSBI，2015；Fauna & Flora International，2017）。在识别和筛选项
目的阶段，银行应该避免投资包含高潜在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项目，并在项目评估、设计和执行过程中
全程监督执行方，避免其进行任何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活动。在确定投资项目后，银行应监督
并支持项目方在后续全部流程中设计并执行能将潜在的生物多样性最小化的措施。项目正式开始执行
之后，项目方应对一切已经造成的生物多样性损失进行修复和补偿。考虑到修复和补偿的成本较高，
且效果不确定，此二者不得在尽可能采取避免和最小化措施前实施。具体参考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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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高度依赖自然资源的项目开发和环境影响缓解时间表
项目的5个阶段

缓解层级方案原则的4个步骤

1. 投融资机会识别、筛选和分类

· 尽职调查：初步掌握投融资项目的生物多样性风险，了解企业的生
物多样性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
· 项目筛选、分类：调查项目所在地区和行业，避免投资位于生物多
样性敏感地区，避免投资排除清单上的企业或项目

2. 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

· 生物多样性基线调查：对于生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项目，要求项目
方对项目选址内及周边的生态系统、物种及栖息地的状况进行调查
和分析
· 环境影响评价：确保项目方规划了缓解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措施，阐
述避免或最小化举措，并评估各个举措的有效性和成本

最小化

· 环境管理计划：确立缓解和监测的措施，包括制定专门的生物多样
性管理计划，规划修复性工作
· 利益相关方参与：确保良好的利益相关方沟通、问责和信息披露机
制，使各个利益相关方能充分参与
· 贷款合同条款、违约行为报告

避免

3. 项目设计

4. 项目执行和监督

· 检测与评估：对缓解生物多样性影响措施的执行成果进行评估

· 30 ·

补偿

5. 完成

修复

· 执行评估：定期检测或评估环境管理计划/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计
划的执行状况
· 修复工作：若在项目果乘中检测到无法最小化的影响，执行修复性
工作，包括在项目选址以外的地点进行生物多样性补偿

6

总结与建议

生物多样性保护迫在眉睫。各国即将在由中国昆明举办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

方大会（COP15）上敲定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翻开新的篇章，并
通过减少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经济活动、加大对生物多样性的资金投入，来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
展议程》中“阻止地球退化”的目标。

生物多样性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基础，在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也已经将
生物多样性纳入多个层面的国家战略、法律法规中。然而，中国金融机构仍普遍缺乏对于生物多样
性风险的认识和防控意识，来自行政部门的相关规范和指导不足，且仍存在着公共数据平台缺乏、
信息透明度不足、问责机制不健全、金融工具开发成本高等难题。以构建机构政策和风险管理流程
为基础，建立起科学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方法和体系，对于中国金融机构落实中国国策、实现企
业社会责任尤其重要。

6.1 中国银行业的生物多样性管理现状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发行国，在绿色金融体系构建方面有一系列的政策指导。“十

三五”规划出台以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近年以赤道原则等国际标准为
基础，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其中，《绿色信贷指引》、《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和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明确支持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的发展，并对行业环
境信息披露提出强制性要求。 2017年，中国人民银行将绿色金融纳入宏观审慎评估， 以提升银行业
拓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内在动力。

政策上的支持对中国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的发展作用显著。目前，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来源可主
要分为中央政府资金、地方政府资金、社会资金与国际资金四类。其中，中央资金占比约为45%，中

央转移地方资金约占35%（外交部，2020）。2019年，中国共发行绿色债券 3862亿元，较2018年

增长33%，其中 64%由银行发行。然而，中国 45.3万亿元的年总发债量中，绿色债券发行量仅占
0.85%（Climate Bonds，2020）。绿色信贷方面，2019年上半年国内21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余额
为10.6万亿元，占21家银行各项贷款比重的9.6%（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2019）。

6.2 中国银行业在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中
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如上文数据显示，虽然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绿色金融产品在整个
金融市场中的占比仍然很低，而不在绿色范围内的贷款仍大量流向了对生物多样性有负面影响的领
域。因此，当前资金规模与未来资金需求数额的差距仍然很大，按照不同的统计方式，全球资金缺

口在1030亿至8950亿美元之间。大多数银行在制定内部政策时并未意识到，走更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所需总财务资源将大大低于走一切照旧的道路（生物多样性公约，2020）。因此，相关保护意识未
能对银行的所有投融资业务进行覆盖，可能会使银行总的生物多样性效益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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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一方面，虽然高层次的决策者已经初步具备了投融资活动中的环境和社会责任意识，但大部
分银行从业者和项目负责人仍未具备相关意识和专业素养，更遑论设计标准化流程和高适用性的评
估工具。针对此现象，行业也应设立更明确的金融产品标准，防止出现“洗绿”现象。

另一方面，挑战和缺口也意味着对所有从业者的机遇。“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大对新兴产业（新
能源等）投资的力度，提高全产业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国内消费向绿色生态的方向转型，也要进一步
深化国际合作，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这些发展方向都具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同时也对进行
相关投资的银行业提出了生态友好的要求。因此，银行业完善相关机制、提高自身控制生物多样性风
险的能力，不仅能为国内外相关领域的投资做好准备，也可能进一步获得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话语权。

6.3 建议

本指南针对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出以下建议，加强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体
系，避免资金流入加剧生物多样性衰退的活动：

政策性银行：
政策性银行以支撑国内及国际合作的发展议程为使命，其对私营资本的引领与撬动作用是助力国家
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等承诺、建设生态文明的关键。在法律和监管体系尚不全面的国家进行对
外投资时，政策性银行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管理和规范尤其重要。本指南提出以下建议：

1.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机构总战略，政策性银行需要决策者明确生物多样性保护对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制定机构层面的生物多样性“无净损失”目标，制定明确的阶段性方案与路线图。

2.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机构的环境社会风险管理相关政策和机制，根据自身的业务特点，识别出生
物多样性风险较高的业务类型，开发和完善以下政策工具：

2.1 排除清单，列出银行避免投资的企业或经济活动类型。
2.2 禁入政策，识别出业务范围内可能涉及的生物多样性领域，可以参考环境组织、国际组
织的地图工具，限制对法定保护的生态区域和其他敏感生态区域的投资。

2.3 行业专门信贷政策，针对高度依赖和严重影响生态系统的业务领域制定行业专门信贷政
策，为员工管理行业特定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提出指导。

3. 3.环境风险管理部门负责项目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分析和管理，执行严格的尽职调查、环境影响

评价等流程，在项目运行过程中，定期对项目实际生物多样性影响进行评估，同时，通过培训
加强其他相关业务部门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意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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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客户依据缓解层级方案，识别并缓解项目可能对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影响，审核客户所提交的环
境影响评价和利益相关方沟通与信息披露计划，要求客户公开有关项目生物多样性影响的信息。

5. 建设公开透明的信息渠道和对所有项目利益相关方开放、可达的问责机制，受理生物多样性相
关投诉。

6. 加强多方合作，推动生物多样性议题的发展，与监管部门、国际组织、国际生物多样性倡议、
研究机构、环境保护机构建立交流与合作关系，完善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数据源，开发相关风险
评估和监测工具。

商业性银行：
商业性银行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投资主体，基于其现有行动、运营特点与政策环境基础，本
指南提出如下建议：

1.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和项目风险管理的长期战略中，逐步减少与生物多样
性负面影响高的行业和活动相关联的投融资，并制定目标落实的时间线。
2. 由机构高层发出声明，提出机构将减少或避免投资于重要的生态区域，如保护区、国家公园、
世界自然遗产、《湿地公约》中的湿地、濒危物种栖息地等重要生态区域。

3. 在机构已有的项目筛选、尽职调查、审批与评估流程中，加强对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体现，风险
管理部门负责尽职调查、环境影响评价等流程，分析和识别项目潜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通过贷
款合同、定期监测等方式，监督项目方以科学、系统的方式缓解项目带来的生物多样性影响，
并定期公开相关信息。
4. 通过多方合作，进一步提升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水平，与开发性银行、国际组织、国际生物多
样性倡议、研究机构、环境保护机构合作，提升机构风险管理水平和标准。

政府和监管机构：
1. 项目开发监管部门全面加强法律法规中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缓解措施的规范，要求开发项目的环境影
响评估依据缓解层级方案，采取避免、最小化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抵消和补偿负面影响的措施。

金融行业监管部门继续建设和完善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和申诉问责机制规范，出台相关政策和
2. 指南，建立和完善投融资申诉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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