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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Nowadays, GNP ranks
second in the world, but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Under the economic background in
which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entered a new normal, China urgently needs to change
the ex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develop the concept of green economy development. The report of the 19th Party Congress also pointed out that we must promote green development, vigorously develop green finance, and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enterprises. And green credit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s of green
finance. Its development will directly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green finance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for the country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the concept of
green credit,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reen credit, and
then proposes targeted innov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redi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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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现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经济发展方式与环境资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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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却日益突出。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下，我国亟需改变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发展
绿色经济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推进绿色发展，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节能环保型企业
的健康发展。而绿色信贷最为绿色金融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它的发展将直接推动绿色金融的进步，
也是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从绿色信贷的概念出发，分析了绿色信贷的发展成果及存在
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绿色信贷的发展提出针对性的创新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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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然而国内环境污染日益严重，水污染、
大气污染、白色污染等现象随处可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越来越重要。习近平
在 2017 年两会中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推进绿色发展，加快建
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发展绿色金融，壮
大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健康发展，是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金融机构优化资产结构、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
绿色信贷是指金融机构根据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对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等项目贷款额度加
以限制，并以较高的利率加以惩罚，而对节能产业和环保产业等绿色产业给予低利率优惠的金融政策手
段[1]。绿色信贷明确的将信贷资源分配与资源环境保护进行结合，是银行自身降低环境风险、优化信贷
结构的内在需要；也是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的需要；又是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美丽
新中国的重要途径。

2. 绿色信贷的政策和效益
(一) 绿色信贷的政策
我国自引入绿色信贷发展理念后，结合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情况，颁布并实施了一些法律法规，对
于绿色信贷的建立、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极大促进了绿色金融的发展，同时促进了生态文明制度框架
基本建立，环境保护制度的发展。
从表 1 可以看出，自 2007 到 2016 年，我国颁布并实施的关于绿色信贷、绿色金融的相关文件不断
丰富。从 2007 年我国颁布关于绿色信贷的风险防范意见，到 2016 年把绿色金融发展写入《十三五规划
纲要》，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的作用越来越凸显，其发展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
会的关注。
(二) 绿色信贷的效益
1) 绿色信贷质量整体良好，不良率远低于其他贷款不良率。
不良贷款率是衡量银行资产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不良贷款余额与各类贷款余额的比值。不良贷
款率越高，商业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就会越大，资产质量越差，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越大。自实施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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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able of green credit related documents
表 1. 绿色信贷相关文件表
时间

文件

内容

2007

《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

为商业银行防范绿色信贷风险提供了指导意见

2008

“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绿色信贷”等新政出台，
绿色金融政策正式启动

2011

“绿色信贷”评估研究项目启动，
计划建立“中国绿色信贷数据中心”

2012

是发展绿色信贷业务、
促进商业银行转变发展方式的指导性文件

《绿色信贷指引》

2013

推进绿色信贷统计制度

2014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关键评价指标》

规范绿色信贷组织管理、内控协调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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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建立中国绿色金融体系的顶层设计

2016

《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
《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和《绿色发展指标体系》

把绿色金融发展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
把发展绿色金融作为一项国家发展战略

信贷政策以来，我国绿色信贷余额稳健增长，21 家主要银行机构绿色信贷贷款余额从 2013 年 6 月末的
4.85 万亿元增长至 2017 年 6 月末的 8.22 万亿元。自 2013 年末至 2016 年末，21 家国内主要银行节能环
保项 目和服务贷款不良率分别为 0.32%、0.20%、0.42%、0.49%。截止到 2017 年 6 月末，国内主要银行
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不良贷款余额 241.7 亿元，不良率为 0.37%，比其他各项贷款不良率低 1.32%，有效
降低了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 1。
2) 绿色信贷的环境效益较为显著，主要污染物大大减少
从表 2 可以看出，按照贷款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2013 年 6 月末，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预
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31839.39 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71938.66 吨，减排二氧化硫 1013.89 吨，化学需氧
量 464.75 吨、氮氧化物 256.48 吨、氨氮 42.77 吨、节水 99628.81 吨；截止到 2017 年 6 月末，节能环保
项目和服务贷款预计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2.15 亿吨，减排二氧化碳当量 4.91 亿吨，减排二氧化硫 464.53
万吨、化学需氧量 283.45 万吨、氮氧化物 313.11 万吨、氨氮 26.76 万吨，节水 7.15 亿吨。由此可得出结
论：绿色信贷政策实施以来，环境效益显著，为我国的节能减排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3. 绿色信贷发展的制约因素
尽管我国实施了各种促进绿色信贷发展的政策，但效果并不理想。绿色信贷在部分地区取得成效，
但在大多地区流于形式，出现“漂绿”现象，其发展受到多方的制约。
(一) 缺乏专门的绿色信贷统一标准和考核机制
由于我国绿色信贷发展较晚，绿色信贷业务目前还处于探索发展阶段。虽然我国主要商业银行在实
施绿色信贷的过程中，都坚持“环境一票否决制”，重点支持环保节能型企业的发展，但我国绿色信贷
政策都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发展状况自行制定的，缺乏统一的绿色信贷标准和考核机制，各大商业银行
关于绿色信贷的标准以及解释都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别[2]。在实施过程中各银行把握的尺度不一，如中
国银行对“两高”企业实行名单管理制度，中国工商银行对实行客户“四级分类”，中国交通银行将授
信客户按环保评估报告进行分类，分别为红色、黄色、绿色，诸如此类，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和考核机
制，使得绿色信贷流于形式，无法落实。
1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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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tatistics of green credit status of 21 major banks during 2013-2017
表 2. 2013~2017 年 21 家主要银行绿色信贷情况统计表
单位：元/吨
年份

统计日期

标准煤

二氧化碳量

二氧化硫量

化学需氧量

氮氧化物

氨氮

节水量

2013

6.30

31,839.39

71,938.66

1013.89

464.75

256.48

42.77

99,628.81

12.31

186,718,002.5

479,026,642.5

6,649,186

3,300,261.42

1,550,798.55

356,629.5

438,080,486.8

6.30

188,721,269.2

456,875,177.7

5,377,718.55

2,957,843.64

1,313,854.35

310,666.94

425,699,055.3

12.31

167,188,854.9

399,580,835.6

5,876,540.82

3,412,995.54

1,600,911.3

340,846.72

933,672,533.4

6.30

173,631,503.9

418,766,895.8

4,586,645.16

6,740,299.29

1,158,784.62

405,639.88

745,681,127.4

12.31

221,228,893.9

549,793,199.5

4,849,557.98

3,552,270.87

2,269,961.61

384,295.61

75,605,3681.2

6.30

187,395,852.2

435,416,666.5

3,996,489.27

3,977,343.54

2,005,966.29

434,506.32

623,040,781

12.31

188,482,671.2

427,197,845.6

4,882,658.42

2,714,590.02

2,826,860.59

358,947.18

601,975,908.9

6.30

215,095,946.2

490,563,964.6

4,645,252.55

2,834,516.92

3,131,057.44

267,643.21

715,006,525.3

2014

2015

2016

2017

数据来源：中国银监会网站。

(二) 绿色信贷法律法规制度不完善
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制定了一些法律法规，但关于绿色信贷的法律法规仍有待完善。我国的绿色
信贷政策多是一些指导性意见，惩罚力度不够，部分法律虽然对“三高”企业处以罚款，但与“三高”
企业赚取的高额利润相比，震慑力极小，故而一些高危企业仍然逍遥法外。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的法律
来对绿色信贷作出明确的规定，如绿色信贷的参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方面仍存在分歧，出了事情，参与
主体只是相互推脱[3]；但一些发达国家关于绿色信贷的法律法规就比较完善，如英国的《环境保护法》、
日本的《环境基本法》等法律对绿色信贷的责任方的权利和义务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仅依靠目前的法律
法规，根本无法遏制高污染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因此，我们应该借鉴西方优秀的法律成果并结合我国国
情制定出适合我国绿色信贷发站的法律。
(三) 绿色信贷产品创新能力不足
相比发达国家，我国绿色信贷起步晚，绿色信贷产品直接照搬外国的模式，未完全与我国国情相结
合，出现产品种类少、业务量小和同质化严重等严峻问题。例如目前我国的绿色信贷产品主要面对的客
户是企业客户，没有考虑企业客户以外的人群，未考虑到绿色信贷多元化发展的问题[4]。目前，我国已
出现新四大发明，即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依附于新四大发明，我国已经创造了很多新财富
和新产品，但绿色信贷并没有与这些相联系起来。此外，我国在积极开展“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
上存在不少商机，如何将绿色信贷与一带一路有机结合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四) 监管不到位
在政府绿色信贷政策的积极号召下，国内许多商业银行也开展了绿色信贷这项业务，然而绿色信贷
有着风险大、前期投入大、经济周期长、回收成本慢、操作繁琐、工作机制不全等特点，在实施过程中
商业银行为追求自身的经济效益，赚取超额利润，难免会放松对“三高”企业的贷款。从 2015 年四大行
的数据来看，“两高一剩”行业贷款余额基数仍然庞大，贷款余额合计超过 1.3 万亿元，部分国有大行
的“两高一剩”贷款余额，相比 2014 的贷款余额也有所增加。而部分“三高”企业为了金山银山，继续
破坏绿水青山。对此，很多监管部门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切实落实实际监管职责。
(五) 缺乏绿色信贷激励政策
目前，我国制定了一些关于绿色信贷的法律法规政策，但大多都是约束性的，缺乏激励性政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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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银行而言，由于政府在贴息、税收减免等方面缺乏配套激励措施，加上银行自身关于绿色信贷的体制
不健全，前期投入较大，成本高，相对于其他贷款的利润低，故而开展业务积极不高。就企业而言，绿
色项目风险大，经营周期长，利润存在不确定性[6]，政府又没有实际的关于绿色信贷的激励政策，很多
企业往往不会改变现有的生产经营模式，仍继续破坏环境。
(六) 缺乏有效的绿色信贷共享机制
由于政府未建立统一的关于企业的绿色信贷披露机制，绿色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商业银行、环
保部门和企业三方收到的关于绿色信贷的信息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滞后性[7]。例如，环保部门虽然得到了
“三高”企业的公司数据，但由于没有及时反馈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可能给高危
企业进行了盲目贷款，这就导致了再次生产，环境也将持续遭到破坏。另外我国大部分商业银行只披露
绿色信贷余额和“两高一剩”贷款余额指标，而关于信贷业务成本和绩效的指标数据缺乏，商业银行之
间绿色信贷信息闭塞，不利于商业银行之间开展关于绿色信贷方面的合作与学习。

4. 绿色信贷的创新方向
(一) 构建绿色信贷激励政策机制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符合社会生产的的生产关系能推动生产力的
发展。在新时期下，我国非常重视供给侧改革，来推动社会生产，同样，在我们同样可以建立绿色财税
制度来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可对参与绿色信贷的主体进行财税激励，如大幅减税政策[8]。
若企业利用原本的贷款模式所创造的公司利益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而新型的绿色信贷的减税政策的力度
又非常大，企业就会改变以往的生产方式，用新型的方式进行生产，以达到盈利的目的。另一方面，可
以实行法律激励，借鉴德美实行法律激励，通过立法的形式将绿色信贷的税收、福利加以规定，促进资
源公开、公平、高效，吸引更多企业转变生产模式。
(二) 加大绿色信贷的创新力度
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放眼望去绿色信贷也拥有诸多创新方向，如产品创新、贷
款方式创新、贷款对象创新等，而绿色信贷的产品创新又可以从发展绿色创新、发展个人的绿色消费结
构化产品、发展绿色抵押融资产品等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1) 发展绿色建筑
在 G20 杭州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出了发展绿色建筑和低碳交通、建立国家碳排放交易市场等
相关建议，以此来不断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色金融的创新，为绿色建筑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机会。政府可以要求加强建筑废弃物综合利用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工艺研发，培育一批具
有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开展建筑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示范，鼓励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优先使用建筑废
弃物综合利用产品，推进节能建筑与绿色建筑的发展。
2) 发展个人的绿色消费结构化产品
针对个人的绿色消费结构化产品，国外在个人绿色金融零售业务方面取得了较多进展，例如加拿大
推出的节能型住房的贷款，荷兰发行的气候信用卡、加拿大低排放汽车贷款等[9]。此外，大数据风控使
得评估企业的信用更加方便快捷，可以创造适合小微企业风险与收益的绿色金融产品，拓宽绿色金融融
资渠道。国内可以模仿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建立多样化个人碳账户交易平台。
3) 发展绿色抵押融资产品
ofo 近日通过动产抵押换取了阿里巴巴 17.7 亿元融资的消息再次引爆共享单车行业，共享经济对环
境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但是刚出炉的环保型企业转型升级往往会面临很大的问题，政府或银行能否通过
绿色抵押融资产品让企业获得一线生机对企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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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立绿色信贷共享机制
2017 年，伴随着自行车共享，电动车共享，充电宝共享进入我们的生活，显而易见，我们迎来了“共
享经济”的时代，低碳出行，共享经济，使天更蓝，水更清。生活中，有了共享，生活更加美好了，经
济中，同样应该实行共享理念。
共享经济，一般是指以获得一定报酬为主要目的，基于陌生人且存在物品使用权暂时转移的一种新
的经济模式，其本质是整合线下的闲散物品或服务者，让他们以较低的价格提供产品或服务，来获取经
济利益。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企业和环保部门之间缺乏资源共享机制，三者之间相互独立，非常不利
于绿色信贷的发展，如若在这三者之间建立一个共享平台，只需要收取一定的费用，既可以抑制不良贷
款事件的发生，又可以有效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推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

基金项目
本研究是中华女子学院 2017 年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课题项目研究阶段成果，课题名称《北京市绿色
信贷的发展与创新研究》。

参考文献
[1]

陈伟光, 胡当. 绿色信贷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与效应分析[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1(4): 12-20.

[2]

郝睿. 我国银行业绿色信贷的发展现状及问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7.

[3]

阳露昭, 姜渊. 论我国绿色信贷法律制度的构建[J].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09(4): 112-116.

[4]

王俊, 王春伟. 创新驱动和绿色发展的支持性政策研究[J]. 胜利油田党校学报, 2016, 29(6): 99-103.

[5]

曾煜, 陈旦.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绿色信贷的制度创新[J]. 江西社会科学, 2016, 36(4): 48-52.

[6]

章家宝, 曾煜. 供给侧改革下我国绿色信贷法律问题研究——基于商业银行角度[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
16(8): 29-30.

[7]

谢伟杰. 我国绿色信贷的发展策略研究[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1(12): 6-11.

[8]

王璇.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蚌埠: 安徽财经大学, 2013.

[9]

张志强. 中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发展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济南: 山东大学, 2017.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1-0967，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fin@hanspub.org
DOI: 10.12677/fin.2018.83009

82

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