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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制说明 

（一）报告时间范围 

2021 年 1月 1 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二）报告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 

（三）报告编制范围 

本报告覆盖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本部及所辖支行。 

（四）指代说明 

为便于表达，本报告中“兴业银行”“总行”“本行”代指“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以“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深圳分

行”“分行”表示。 

（五）报告编制依据 

本报告根据《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JR/T 0227-2021）、《深圳经济

特区绿色金融条例》、《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的要

求编制。 

（六）报告披露原则 

本报告秉承真实、及时、一致和连贯的原则，确保信息披露准确。 

（七）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中的数据以 2021 年为主，部分包括以前年度数据，主要来自兴业银

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可公开的内外部文件和相关统计资料。除特别说明，本报

告所涉币种均为人民币。 

（八）报告发布形式 

本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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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信息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兴业银行）成立于 1988年 8月，是经国务院、

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成立的首批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首家赤道银行，2007年

2月 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目前已发展成为以银行为主体，涵盖租赁、

信托、基金、消费金融、理财、期货、研究咨询、数字金融、资产管理等在内的

现代综合金融服务集团。兴业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推进多渠

道、多市场布局，不断拓展服务外延和内涵，目前拥有 45 家一级分行（含香港

分行）、2,024家分支机构，建立健全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行

等线上渠道，形成了覆盖全国、衔接境内外的客户服务网络，跨市场、线上下、

本外币、离在岸、投融资的综合化金融服务体系，向超过 100 万企业客户和近

8,000万个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2021 年，兴业银行贯彻新发展理念，在服务新发展格局中持续擦亮绿色银

行、财富银行、投资银行“三张名片”，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积极构建连接一

切的能力，打造最佳生态赋能银行，在为广大客户持续创造价值过程中，不断实

现自身高质量发展：成为首批国内系统重要性银行，跻身英国《银行家》全球银

行 1000 强前 20强、《财富》世界 500强前 200强、晋级《福布斯》2021 全球上

市公司 1000 强前 50 强，惠誉国际评级由“BBB-”上调至“BBB”，明晟 ESG 评

级连续三年蝉联中国银行业最高 A 级，并荣膺英国《银行家》授予的“2021 中

国年度银行”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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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成立于 1998 年 6 月，是总行直属一级分行，拥有下辖

二级分行 1家，支行网点 60余家（含社区支行、筹建支行），全体员工 1,600

余名。 

24年来，深圳分行紧

跟总行战略部署，坚持胸

怀“国之大者”，始终以新

发展理念为引领，大力推

进支持“专精特新”小巨

人的科创金融服务，支持

“双碳”的绿色金融服

务，支持“新市民”的住

房安居等特色金融服务，

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

进，充分发挥“金融活水”作用，持续浇灌实体经济，积极探索地方经济转型

升级的新征程。在绿色金融领域，分行围绕国家战略积极构建绿色资产，2021

年将清洁能源、碳减排效益显著领域的资产构建作为企业金融条线重点工作推

进，在能源、交通、建筑、工业这四大行业领域与相关企业开展合作，为区域

绿色发展注入“兴业”动能。 

在总行的指导下，深圳分行坚持走创新发展之路，全面推进各项业务战略

转型，加快数字化建设步伐，加大人才培养和引进力度，提升服务新发展格局

能力，以回馈奉献特区建设为己任，切实融入区域发展主战场。截至 2021 年

末，分行本外币资产总额为 4,375 亿元，同比增长 22.65%；分行本外币存款

余额 4,255.58亿元，同比增长 22.91%。服务企业客户超 6万户，零售客户超

过 200 万户。荣获“2021 年度粤港澳大湾区杰出服务银行天玑奖”、“2021

年度普惠金融服务大奖”、“2021 年度卓越贡献奖”、“2021 年度绿色金融

奖”等荣誉称号，外部评价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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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绿色金融战略和目标 

（一）绿色金融目标完成情况 

2021 年末，兴业银行绿色金融再上新台阶，实现集团人民银行口径绿色贷

款余额 4,539.40亿元，绿色金融客户数 3.80 万户。所支持的项目可实现在我国

境内每年节约标准煤 4,087.80 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碳 10,671.83 万吨，年减排

化学需氧量（COD）432.76 万吨，年减排氨氮 23.26万吨，年减排二氧化硫 111.32

万吨，年减排氮氧化物 17.38万吨，年节水量 41,376.64万吨。 

深圳分行 

2021年末，深圳分行实现人民银行口径绿色贷款余额108.97亿元，同比增

长46.69亿元；绿色金融客户数1,014户，同比增长319户。绿色贷款主要投向

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建筑、固危废处理、绿色交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

等绿色领域。 

（二）绿色金融发展战略 

兴业银行是国内最早探索绿色金融的商业银行，从 2006 年国内首推节能减

排贷款，到 2008年成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再到 2015年将绿色金融列为集团战

略核心业务，致力于打造一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提供商和市场领先的绿色金融

集团，深耕绿色金融 16 年，是国内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和倡导者。近年来，兴业

银行顺应绿色发展大势，不断提升绿色金融战略高度，持续打造“绿色银行”金

色名片，2022年进一步提出“将绿色金融融入各方面”、“为各个领域增绿”的要

求。 

2021 年，兴业银行印发《兴业银行绿色银行建设行动计划（2021-2022年）》，

作为全行打造绿色银行名片的“路线图和施工图”，明确未来两年绿色银行建设

的主要目标、服务“双碳”目标重点任务，着力打造绿色银行品牌。同年，提出

推动绿色金融业务再上新高度，成为理念领先、ESG 表现突出的绿色金融集团，

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如期实现“双碳”目标贡献兴业力量。本行

将绿色金融发展与服务实体经济融合在一起，聚焦重点，强化战略引领作用，聚

焦重点转型领域，加快推进新赛道布局，进一步提高绿色金融指标权重，引导提

高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方向和监管政策导向的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资产业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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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 

深圳分行立足于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的桥

头堡，在总行和深圳市各级政府的指导下，始终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支持区域

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绿色金融体系，打造出一批具

有“首单”“首创”意义的特色样本。深圳分行将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

绿色投资、绿色票据等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融入区域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规划，重点投向新能源汽车产业、可再生能源、高效储能、氢能与燃料电池、

智能电网、智慧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 

2022年末，深圳分行力争实现绿色贷款较年初增长40%以上，到2025年末，

深圳分行绿色贷款余额力争突破3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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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金融治理结构 

（一）董事会 

兴业银行董事会作为决策机构，在识别和管理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风

险和机遇以及与此相关的尽职调查方面，承担制定战略以及督促高级管理层及相

关机构有效履行管理职责的角色。 

坚持在战略层面关注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在 2021-2025五年战略规划中纳入

ESG 管理理念与规划，并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负

责审议《可持续发展报告》； 

坚守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理念，通过修订《章程》，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

为战略与 ESG委员会，授权其拟定本行社会责任及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政策，监督、

检查和评估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负责审议《可持续发展报告》； 

董事会做出的每一项经营决策都认真考虑可能涉及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每年

至少召开四次定期会议，持续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风险和机遇开展评估。 

（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 

由行长担任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负责集团绿色金融业务的统筹规划和

协调联动。 

（三）绿色金融部 

总行设立绿色金融部，负责集团绿色金融产品创设、营销推动、品牌建设以

及集团绿色金融的统筹、协调、联动等。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7 

 

 

兴业银行总行及深圳分行绿色金融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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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分行 

设立分行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由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担任组长，各分管

行长担任副组长，分行绿色金融部负责牵头，打造 2家绿色支行（深圳市首批

绿色金融机构），培养认证 25名“绿苗专才”（绿色金融客户经理），各条线、

各部门参与，形成了多层次的绿色金融治理结构。 

⚫ 绿色金融部职能介绍 

贯彻总分行绿色金融目标，包括战略目标、业务目标、效益目标和质量目

标等。部门内设置综合管理岗、专业支持岗及营销管理岗。 

⚫ 两家支行入选深圳市首批绿色金融机构 

2021 年 6 月，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

银保监局联合发布了《加强深圳市银行业绿色金融专营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试行）》。根据《指导意见》，绿色金融机构应当满足经营规划、人力资源、

经营规模、产品创新等方面建设要求，其中包括绿色融资余额1占该绿色金融

机构全部公司业务融资余额的比重不低于一定比例，且绿色融资余额较年初增

 

1 绿色融资采用银保监口径。 

•制定绿色金融业务发展规划

•绿色金融业务综合考核评价

•绿色金融品牌建设

综合管理岗

•绿色金融相关政策分析、解读、宣贯

•绿色金融业务评审与存续期管理

•绿色金融专业队伍建设，开展相关业务培训

•提供“融资+融智”服务，积极参与深圳地

区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专业支持岗

•绿色金融业务营销组织、客户建设、方案设

计、重点项目推动

•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与推广，业务联动协调

营销管理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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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原则上不低于该绿色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首批认证了 11 家绿色金融机

构。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积极组织辖内支行参与绿色金融专营体系建设，申报的

两家支行成功入选我市首批绿色金融机构，是本次入选数量最多的金融机构。 

2021 年 8 月 2 日上午，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联合深圳市福田区人

民政府，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仪式大厅举行了深圳市绿色金融机构授牌仪

式。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局长、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行长、深圳银

保监局局长等领导出席仪式，并为入选深圳市首批绿色金融机构的 11 家单位

授牌。 

➢ 兴业银行深圳龙岗支行 

成立于 2004 年，位于龙岗区中心城

龙翔大道公园大地商铺 113号，是兴

业银行深圳分行在深圳设立较早的

综合性支行。支行长期深耕绿色金

融，绿色金融客户基础良好、项目储

备丰富，曾落地广东省内首单水电行

业绿色 ABS，与众多绿色行业上市公

司合作深入，获评深圳分行 2020 年

度绿色金融业务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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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业银行深圳沙河支行 

位于南山区科技南路 18 号深圳湾科

技生态园，于 2020 年新设成立。2020

年绿色融资余额和增速均位列兴业

银行深圳辖内支行前列，体现了新网

点在绿色金融领域的后发优势和巨

大潜力。支行秉持赤道原则理念，关

注项目在建设、生产、经营活动中潜

在的与耗能、污染、土地、生态保护

等有关的环境与社会问题，确保客户

对相关风险点有足够的重视和有效

的动态控制。 

 

按照《指导意见》要求，2022年，龙岗支行、沙河支行已按时向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人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银保监局提交上一年度运营情况报告，

并经审核通过。2021 年末，龙岗支行绿色融资余额占其全部公司业务融资余

额的比重为 45.69%，绿色融资余额较年初增速为 12.54%，是各项贷款增速的

1.30倍；沙河支行绿色融资余额占其全部公司业务融资余额的比重为 48.38%，

绿色融资余额较年初增速为 38.15%，是各项贷款增速的 3.57倍，均优于《指

导意见》关于绿色金融机构建设的基本要求。 

⚫ “绿苗专才”（绿色金融客户经理）培养 

为提升绿色金融业务专业能力，2021 年深圳分行推出“绿苗专才”培育计

划，建立了覆盖辖区内全体经营机构的绿色金融专才队伍，共选取 53 名骨干

企金客户经理担任本经营机构绿色金融客户经理，支行行长担任导师，旨在为

相关行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经考核认证，2021 年度共有

25位获评“绿苗专才”，11位获评“优秀绿苗导师”和“优秀绿苗专才”。 

表 1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2021 年度优秀绿苗和优秀绿苗导师 

经营机构 优秀绿苗 优秀绿苗导师 

新安支行 李新中 罗晓 

沙河支行 李涵 张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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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油支行 郑珊珊、林港翔 王延全 

八卦岭支行 蒋婷婷 王宇光 

龙岗支行 邓伟平 温晓霞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12 

 

四、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一）环境相关风险与机遇分析 

1.环境相关风险分析 

金融机构与气候变化的关系不仅体现为金融是助力应对气候变化的工具，同

时气候变化也会通过极端天气、政策变化等方式将风险传导至金融机构。央行与

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于 2017 年明确提出，气候相关风险是金融风险

的来源之一。随着中国“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提出，实体经济将大规

模向低碳、零碳转型，金融机构也必须转型以满足绿色低碳融资需求，同时防范

由于气候变化、实体转型带来的金融风险。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定义了若干气候变化风险及机遇类别，

并将风险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与低碳经济相关的转型风险，二是与气候变化影响

相关的物理风险。为进一步理解并更有效地管理业务开展和运营过程中的气候风

险、把握气候机遇，分行参考 TCFD 的建议，开展气候变化风险及机遇的评估和

分析，并通过搭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及 ESG 风险管理体系，对包括环境、气候变

化在内的相关风险进行管理。 

经济低碳转型意味着政策法规、技术和市场需求的巨大变化，作为金融机构，

分行需要关注客户、投资标的以及自身所面临的转型风险，例如高碳行业的违约

风险和高碳资产的贬值风险等。 

我们识别出分行面临的主要环境和气候相关风险，明确了其对自身财务及战

略规划的影响，如表 2所示。 

2.环境相关机遇分析及应对 

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海平面上升、水资源分布变化等事件频发，分行也

需要关注这些变化对客户及自身的潜在短期和中长期影响。与此同时，实现碳中

和需要大量的绿色低碳投融资，兴业银行作为市场上领先的绿色金融服务提供商，

也面临着业务增长的机遇，具体分析如表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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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环境相关风险分析 

风险类型 气候环境相关风险 
影响 

时期 
潜在影响 应对措施 

物理风险 

极端天气事件：实体运营单位可能因台

风、洪水、暴风雨等极端气候灾害导致财

产损失或运营中断。 

短期 
①固定资产贬值； 

②营业收入减少。 

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开展应急救援能

力培训，对自身、企业客户的极端事件进行监

控并及时预警，以应对突发性极端气候事件带

来的影响。 

慢性气候影响：平均气温上升、海平面上

升、天气极端性趋势加剧，对交通、能源、

林业、农业和旅游业等特定行业影响较

大，可能导致这些行业成本上升和服务

中断；长期极端恶劣天气也可能影响企

业的稳定运营，导致其盈利能力下降，进

而导致不良贷款增加。 

长期 

①生产能力下降（例如：倒闭运输困难，

供应链中断）； 

②劳动力管理和规划的影响（例如：健康、

安全、缺勤）； 

③注销和提前淘汰现有资产（例如：高风

险地区的财产和资产损坏）； 

④运营成本增加（例如：水力发电厂供水

不足或冷却核能和化石燃料厂）； 

⑤资本成本增加（例如：损坏设施）。 

管控业务活动中的气候风险，完善对实体风险

敏感型企业的风险识别，强化各业务条线尽职

调查、审批决策及后续管理流程。 

转型风险 

政策法规：监管出台支持低碳转型的政

策法规，高碳排放经济活动承压，可能对

特定客户的业务造成负面影响。 

长期 
①经营成本增加（合规成本）； 

②投资组合价值下降。 

持续跟踪国内外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并将绿色

金融列为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对客户的

环境风险评估体系。 

技术革新：新能源、清洁运输、绿色建筑

等领域的技术不断完善，成本逐步下降，

部分传统行业客户市场竞争力下降，可

能导致客户面临经营风险，公司业务面

中长期 

①现有资产的核销和提前淘汰； 

②减少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③新技术和替代的前期研究与开发支出； 

④技术开发前期资本投资。 

深入推进全行数字化转型发展，关注数字化转

型带来的气候变化风险，了解并在运营管理中

应用低碳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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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负面影响。 

市场风险：低碳转型进程不断加快，分行

业务涉及的碳密集型企业将会面临更高

的碳配额成本，且其高碳资产将加快折

旧或提前报废，导致企业成本增高，若银

行不能快速提供更符合需求的绿色产品

与服务，可能会面临客户流失风险。 

长期 

①消费者偏好转变，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减少； 

②由于输入价格（例如能源、水）和产出

要求（例如废物处理）的变化，生产成本

增加； 

③能源成本的非预期变化； 

④改变收入组合和来源； 

⑤资产重新定价和重新定价速度（例如化

石燃料储量）。 

积极开发和引入符合绿色或 ESG 理念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鼓励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

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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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环境相关机遇分析 

机遇类型 机遇分析 影响时期 潜在机遇 应对措施 

市场机遇 

碳中和、清洁能源、环保补贴等相关政策的出

台，对于绿色金融业务及市场具有引导作用。

根据人民银行测算，我国“碳中和”目标的实

现需要百万亿元级别的资金支持，这些都将对

商业银行的绿色金融业务产生积极影响，商业

银行面临巨大的投资和业务增长机会。 

长期 
①营业收入增加； 

②业务多元化水平提高。 

①推动绿色投融资项目，提高绿色金融产品

和投融资工具的创新力度； 

②积极参与碳市场建设，开发碳交易权期货

及衍生品，为碳市场提供流动性。 

产品与服务 

随着我国日益成熟的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

系，相关资产渐受全球投资者偏好。持续稳步

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为绿色产业客户提供

金融服务，提高竞争力，并从投资者偏好的转

变中获利。 

中期 

①营业收入增加； 

②声誉提高，金融服务需

求量上升。 

积极开发符合 ESG 理念和市场需求的金融

产品和服务。 

资源效率 

在日常运营中使用节能技术、推广无纸化办

公，提高视频会议系统覆盖率，提高资源循环

利用能力等方式推动节能减排，有利于降低运

营成本。 

中期 运营成本降低。 

制定节能减排、回收利用相关政策，在建筑

物、办公设备和交通运输等方面提高能效，

加强员工环保相关培训，贯彻低碳办公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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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环境相关内部政策 

1.积极落实国家“30·60 碳中和”部署 

在新发展格局下，本行发布《兴业银行转发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关于促进应对

气候变化投融资指导意见的通知》（兴银〔2020〕612号），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制定《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投融资指

导意见的绿金业务推进方案》，根据我国气候投融资政策体系推进情况，及时开展气

候投融资标准体系、项目目录、信息披露与统计监测、绩效评价等，及时开展政策

体系培训；围绕如何引导地方政府建立气候投融资负面清单与项目库，及时挖掘高

质量低碳项目业务培训；围绕示范项目及项目库中典型项目开展创新金融产品与服

务模式培训，让分行和经营机构了解为什么做、做什么和怎么做。 

2.在本行授信政策中明确与环境相关的要求 

本行授信政策坚持顺应高质量、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大趋势，主动把握新发展

机遇，进一步聚焦重点行业及重点区域，执行“有保、有控、有压”的区别授信政

策，积极引导信贷资源投向符合 ESG相关要求、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高效率、

市场前景良好的业务领域，进一步提升风险政策的精细化水平，更好地服务业务发

展。 

（1）强化高耗能行业风险管控 

本行充分结合国家双碳目标及能耗双控目标，在授信政策中明确要求禁止介入

主体生产设备、产能、工艺、主导产品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中

的淘汰类或相关行业准入条件等政策中明确的禁止类项目。按照聚焦“优势区域、

优质主体”的双优策略，推进高耗能行业客户结构、业务结构优化调整。同时，针

对高耗能相关行业构建差异化指标组合，将高耗能相关行业大额存量客户划分为高

风险、中风险、跟踪关注及其他三类，结合名单制方式实施分层分类的差异化管理，

重点强化高耗能行业高风险客户风险管控。 

对于部分高耗能、高污染以及高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行业，在授信环节执行相关

能效、环境技术标准，有序推动所支持项目的绿色高质量发展。本行于 2021年发布

关于试行将 ESG纳入授信流程的通知，以部分高耗能行业为试点行业，在授信环节

先行尝试嵌入 ESG 相关要求。选取环境（E）、社会（S）、治理（G）三大支柱指标框

架下的重大风险、违法违规事项，构建客户 ESG负面清单指标，将客户是否涉及 ESG

负面清单指标作为审批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审慎决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17 

 

（2）优化清洁能源授信政策 

坚持做大做强绿金业务和品牌，推动 ESG 体系建设，逐步将 ESG 评价纳入授信

全流程，积极拓展具有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的水资源、固废处理、大气环境治理、

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提升绿色信贷占比，增强绿色金融的综

合效应。 

（三）环境相关外部政策 

2008年 10月 

公开承诺采纳赤道原则，利用赤道原则的理念、工具和方法

持续开展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工作，并嵌入授信全流程。

2019年，赤道原则指导委员会修订《赤道原则（第四版）》，

本行全程参与，就赤道原则在不同国情下的实践情况与全球

同业深入交流，提出中国方案，贡献兴业智慧。2020年，根

据《赤道原则（第四版）》，升级本行赤道原则管理办法，增

加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的要求，环境和社

会风险管理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 

2019年 4月 

作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绿色金融合作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中

英绿色金融工作小组成员，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倡

议》，成为全球首批签署该倡议的机构之一，并担任“气候与

环境信息披露工作组”联席主席，主导制定气候与环境信息

披露框架，帮助签署机构进行能力建设。 

2019年 9月 

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正式发布

《负责任银行原则》，兴业银行成为首批签署银行之一，郑重

承诺将确保银行业务战略与《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可持续

发展目标以及各国的个人需求和社会目标保持一致，并为之

不懈努力。 

2021年 4月 

签署承诺函，在中国银行业率先采纳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

“立即实施气候中性（CLIMATE NEUTRAL NOW）”倡议，按照

国际倡议体系，有序开展自身碳减排工作，确立自身碳中和

目标和路线图。 

（四）环境风险管理体系 

兴业银行自采纳赤道原则伊始，逐步建立、完善风险战略、风险目标、管理原

则、履行承诺、管理流程为一体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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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首家赤道银行，本行高度重视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借助赤道原则的

理念、工具和方法，逐步完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2020年以来，对标《赤道

原则（第四版）》，本行对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相关制度进行了全面修订完善，增加

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巴黎协定》、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等的气候风险管理要求，顺应了国际可持续发展最新趋势。 

1.赤道原则项目管理流程 

 

2.赤道原则实施情况 

2021 年，兴业银行共对 370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所涉项目总投资

约为 12,338 亿元，涉及 301个客户，69类国标行业，其中 75笔适用赤道原则的项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目标

建立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体系、政策、流程、工具和方法；

建立风险制衡机制，保证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的独立性、有效性；

研发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工具，提升专业风控能力；

强化数据、系统及方法等基础工作建设；

建立健全环境与社会风险专家机制。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原则

依法合规原则、分类管理原则、持续改进原则、促进可持续发展原则。

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流程

环境与社会风险识别与分类→评估与核实→开展尽职调查→控制与检测→
信息披露与绩效评价。

前期审查
环境与社会
风险审查

合同签署与
放款

存续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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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融资已达到融资生效阶段（签署融资合同）。2021年本行已生效项目融资共 75笔，

其中 A类项目 18笔，B类项目 44笔，C类项目 13笔，项目均位于中国，主要分布

在风力及太阳能发电、天然气生产及供应等行业，其中 A类和 B类项目均聘请了独

立第三方环境与社会咨询机构协助尽职调查，并评估项目的赤道原则符合性。 

深圳分行 

2021年，深圳分行共对 32笔项目开展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所涉项目总

投资超过 1,100 亿元，其中 6 笔适用赤道原则，所涉项目总投资约为 140 亿

元。 

（五）环境信息管理系统支撑 

2017 年，在长期绿色金融实践基础上，兴业银行创新推出“点绿成金”绿色金

融业务一期系统。2020年，该业务系统的功能大幅升级。该系统是目前国内领先的

绿色金融专业系统。依托该系统，开展绿色客户管理、绿色业务识别、绿色资产管

理、赤道原则评审等，可显著提升绿色金融属性认定业务办理的标准化水平及绿色

信贷相关监管数据报送质效，为服务绿色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劲科技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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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 

兴业银行积极贯彻国家低碳经济政策，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公司治理理念，全面

开展绿色运营建设工作。在中国银行业率先采纳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立即实施气

候中性（CLIMATE NEUTRAL NOW）”倡议，按照国际倡议体系，有序开展自身碳减排

工作2。 

积极搭建集团绿色运营工作制度体系，制定《关于全面开展集团绿色运营工作

的通知》和《兴业银行绿色办公管理办法》，构建集团绿色运营工作基础规范，倡导

绿色环保理念，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践行节能减排承诺。开展碳盘查和碳核查工作，

通过下发《全面开展集团碳盘查和碳核查工作通知》，组建集团绿色运营工作小组，

组织全集团碳盘查数据填报收集工作培训，完成全集团碳盘查与碳核查，全面摸清

集团碳排放情况，为制定节能减排方案、切实提升环境治理和绿色运营能力打下坚

实基础。 

积极贯彻国家低碳经济政策，坚持可续发展的公司治理念，并穿于运营管理各

个方面，在日常工作中持续关注节能降排，从实际出发，从小事做起，从身边事做

起，连续多年对外披露自身运营的环境影响数据，其中包含办公耗水、办公耗电、

办公用纸、公务车耗油、场所二氧化碳排放等多项指标。 

深圳分行 

我们识别了运营过程涉及的重要排放源，并统计了各排放源的排放数据，

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燃料消耗产生的直接排放（范围 1），外购电力产生的间接

排放（范围 2），以及差旅、员工通勤产生的其他间接排放（范围 3）。直接温

室气体排放总量（范围 1）为 45.94吨二氧化碳当量，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

围 2）为 1,736.88 吨二氧化碳当量，办公用水消耗量 24,919.15 吨，办公用

纸消耗量 62.43 吨。 

与 2020 年相比，直接温室气体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人均排放量均

实现了下降。未来，分行将持续提升排放源识别和排放数据统计的能力，致力

于推动与自身经营相关价值链的碳中和。 

 

2 承诺可于联合国网站 www.unfccc.int/climate-action/climate-neutral-now/our-participants#f-i 查询 

http://www.unfccc.int/climate-action/climate-neutral-now/our-participants#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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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与间接资源消耗 

我们统计了 2021 年分行本部和下辖支行（社区支行除外）的资源消耗和温室气

体排放情况，并与 2020年进行了对比。直接资源消耗主要来自于机动车燃油消耗，

间接资源消耗主要来自于办公用电、用水及纸张消耗。 

表 4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与间接资源消耗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率 

直接能源消耗 

机动车燃油消耗 升 20,302.56 20,718.00 ↓2.01% 

间接能源消耗 

用电总量 千瓦时 3,849,458.37 3,774,005.00 ↑2.00% 

人均用电量 千瓦时 2,338.67 2,880.92 ↓18.82% 

耗水量 吨 24,919.15 21,422.41 ↑16.32% 

人均耗水量 吨 15.14 16.39 ↓7.63% 

办公室消耗纸张 吨 62.43 53.91 ↑15.80% 

人均纸张消耗 吨 0.04 0.041 ↓7.49% 

（二）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 1）为 45.94 吨二氧化碳当量，间接温室气体（范

围 2）排放量为 1,736.88 吨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范围 1和范围 2）为 1,782.82

吨二氧化碳当量。员工差旅、分行本部员工通勤产生的排放（范围 3）分别为 211.04、

129.18吨二氧化碳当量。 

表 5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与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变动率 

范围 1：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吨二氧化碳

当量 

45.94 46.15 ↓0.46% 

移动源： 

公车汽油排放 
45.94 46.15 ↓0.46% 

范围 2： 

外购电力温室气体排放 
1,736.88 1,989.28 ↓12.69%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1,782.82 2,035.43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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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1+范围 2） 

人均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1+范围 2） 
1.08 1.56 ↓30.77% 

其他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 3） 
340.22 208.66 ↑63.05% 

差旅产生的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 
211.04 83.42 ↑152.98% 

通勤产生的间接温室气

体排放* 129.18 125.24 ↑3.15% 

注：*为分行本部数据。2020年，分行为切实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作，全年员工出差频次有

所下降，2 月和 3 月全员居家办公。2021 年，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分行有序恢复正常

办公运营，故员工通勤和差旅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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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计算 

深圳分行 

温室气体排放计算方法依据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世界资源研究

所编著的《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体系与报告标准》，其中范围 1 和范

围 2 排放因子选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5 月印发的第二版

《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提供的数值。范围 3温室气体排放根据

《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和报告标准》中，运输排放计算工具第二版

（Transport_Tool V2）及《朝九晚五为气候：办公室指南》进行核算。具体

计算方法详见本报告附录。 

（四）经营活动的废弃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深圳分行 

报告期内，分行产生的餐厨垃圾、生活垃圾经所在物业单位统一收集后清

运处理。生活污水排入所在建筑的生活污水管网，由市政污水处理设施统一处

理。 

（五）环保行动 

深圳分行 

为降低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分行通过实施一系列自愿减排行动，包括

信息科技化、柜面交易无纸化以及办公网点的绿色化等措施，减少能源消耗，

降低排放，实现自身的低碳发展。 

1.信息科技助力资源节约 

2021 年，分行已实现零售贷后检查信息查询和提取功能；向总行申请引

入报表制作、报表处理、资金流向监测、账户销户等 RAP项目，全年共计节约

近 5,000人天。2022 年，着手开发线上系统，满足信贷智能监控系统、智能核

保系统需求，预计可节约 800小时人年；开发自动化报表，预计可节约 1,000

小时人年。 

2.智能柜台赋能柜面交易绿色化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24 

 

⚫ 智能柜台 

分行从 UI 界面换新、交易流程优化、业务无纸化、反洗钱管理、刷脸新

方式、输入法改造、多笔模式改造等多方面持续推进综合智能柜台的建设工作，

支持办理零售客户借记卡、财富管理、电子银行、信用卡等 100余项业务，增

强渠道服务效能，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 进一步推进柜面交易无纸化 

2018 年，分行所有网点柜台已全面使用“柜外清”设备，实现了大部分

柜面交易无纸化。“柜外清”设备通过将交易信息回显给客户核实确认，能够

较好地确认客户交易真实意愿，防范柜面操作风险。同时，柜外清具有柜面交

易确认、电子签名等交易互动功能，可根据客户需要选择是否为客户提供纸质

业务回单，实现低碳环保。自 2019 年以来，我行智能柜台不断推进各交易回

单的无纸化。目前，已全面支持业务回单电子签名及无纸化保存管理，较 2020

年末无纸化业务占比（约为 90%）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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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 

（一）绿色贷款 

截至 2021年末，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绿色贷款余额为 108.97亿元，较年初

增长 46.69亿元。从绿色贷款投向来看，覆盖节能环保、清洁能源、绿色建筑、

固危废处理、绿色交通、水资源利用与保护等绿色领域。绿色贷款所支持项目

产生的环境效益如表 6所示。 

表 6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绿色贷款支持项目的环境效益 

环境效益指标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折合减排标准煤 吨 19,088.62 6,769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 吨 41,005.59 14,094 

折合减排二氧化硫 吨 303.06 156.03 

折合减排氮氧化物 吨 162.98 25.23 

折合减排颗粒物 吨 213.80 0 

折合综合利用固体

废弃物 
吨 0 254,764 

（二）碳减排贷款 

2021 年 11 月 12 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创设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以稳

步有序、精准直达的方式向清洁能源、节能环保和碳减排技术等重点领域内具

有显著碳减排效应的项目提供优惠利率融资，支持碳达峰、碳中和。根据《中

国人民银行关于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关事宜的通知》的要求，金融机构应公

开披露获得碳减排支持工具支持的碳减排贷款相关信息。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在碳减排工具的支持下，兴业银

行深圳分行累计向 6 个项目发放碳减排贷款 18,169.62 万元，贷款加权平均

利率为 4.26%，带动的年度减排量为 110,282.16 吨二氧化碳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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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2021 年度碳减排贷款信息 

碳减排 

领域 

支持的项

目数量

（个） 

贷款金额 

（万元） 

加权平均利

率（%） 

带动的二氧化碳减

排量（吨二氧化碳

当量） 

清洁能源 6 18,169.62 4.26 110,282.16 

节能环保 0 0 0 0 

碳减排技术 0 0 0 0 

合计 6 18,169.62 4.26 110,282.16 

（三）绿色债券投资 

2021 年 12 月 31 日，深圳分行持有 14 支绿色债券，债券余额 31.07 亿

元，占深圳分行信用债券投资余额的 11.48%，主要投向风力光伏发电等清洁

能源、轨道交通、绿色建筑、节能环保等行业。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发行的

绿色债券共有 5 支，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后发行的绿色债券共有 9 支，集资金用途符合《绿色债券

支持项目目录（2021）》。 

分行持有的 14 支绿色债券均为贴标绿色债券，8 支绿色债券测算并披露

了环境效益（如表 8所示），6支未披露环境效益；9支为碳中和债券和绿色公

司债券，5支为绿色 ABS、ABN。 

（四）绿色债券承销 

2021年，深圳分行共承销 5笔绿色债券，其中境内债券 3笔，承销额 17.5

亿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天然气生产和供应、污染治理项目；境外债券 2笔，

承销额 6,320万美元，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建筑项目。 

对于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前发行的境内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符合《绿

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对于 2021 年 7 月 1 日之后发行的境内绿色债

券，集资金用途符合《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境外绿色债券遵循国

际资本市场协会(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ICMA)发布的

《绿色债券原则》(Green Bond Principles,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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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2021 年末持有绿色债券的环境效益 

序号 债券简称 支持的项目类型 

债券所支持项目的环境效益 

节约标准煤

（吨/年） 

二氧化碳减排

量（吨/年） 

二氧化硫减排

量（吨/年） 

氮氧化物减排

量（吨/年） 

颗粒物减排

量（吨/年） 

1 
21华润电力 ABN001优 

先(碳中和债) 

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项目 
2,400,248.70 6,069,400.67 68,549.73 11,088.93 298.56 

2 21光大绿环 MTN001(碳中和债)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 

项目 
567,300.00 1,126,200.00 385.42 257.31 63.68 

3 21深圳地铁 MTN004(碳中和债) 城市轨道交通 22,400.00 47,000.00 / 31.89 0.6 

4 21盛世融迪 2优先_bc 新能源汽车产业化 11,400 15,300 / / / 

5 21中广核租 GN002(碳中和债) 风力发电项目 198,400.00 452,000.00 104.14 116.50 20.85 

6 21华润租赁 GN001(碳中和债) 
光伏发电、 

风力发电项目 
477,300.00 1,155,200.00 250.45 280.19 50.09 

7 
21光大环保 ABN001优先 

（碳中和债） 
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 1,720,459.12 / / / 

8 21顺丰 G1 绿色建筑 1297.87 2,868.29 0.79 0.83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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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投融资活动碳足迹】 

（一）测算方法 

我们参照碳核算金融合作伙伴关系（PCAF3）于 2020 年发布的《全球金融行业

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标准》4及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5）于 2017年发

布的《实施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的建议》6中有关量化贷款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方法，

开展贷款碳足迹方法论的探索，进行投融资活动碳足迹测算。方法如下： 

投融资碳排放量
𝑖
=分配因子

𝑖
×碳排放量

𝑖
 

其中： 

分配因子
𝑖
=

投融资余额

企业价值
𝑖

 

投融资碳足迹
𝑖
=

投融资碳排放量
𝑖

投融资余额
𝑖

 

 

 

3 PCAF 的全称 Partnership for Carbon Accounting Financials，有关 PCAF 介绍请点击链接 About | PCAF 

(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 

4 《全球金融行业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标准》英文名称《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有关该报告的详细信息请点击链接 The Global GHG Accounting 

and Reporting Standard for the Financial Industry (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 

5 TCFD 全称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有关 TCFD 介绍请点击链接 

About |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fsb-tcfd.org)。 

6 《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有

关该文件的详细信息请点击链接 FINAL-TCFD-Annex-Amended-121517.pdf (bbhub.io) 

投融资总体碳足迹 =
∑ 投融资碳排放量𝑛
𝑖 𝑖

∑ 投融资余额𝑛
𝑖 𝑖

 

https://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about
https://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about
https://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files/downloads/PCAF-Global-GHG-Standard.pdf
https://carbonaccountingfinancials.com/files/downloads/PCAF-Global-GHG-Standard.pdf
https://www.fsb-tcfd.org/about/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TCFD-Annex-Amended-1215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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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公式中： 

i是指第 i个融资人。 

n是指融资人个数。 

投融资碳排放量是指银行投融资影响的碳排放量。 

分配因子指归属于银行投融资余额对应的碳排放量折算系数。 

企业价值根据不同的融资人，采取不同的取值方法。PCAF的建议是将融资人区

分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取总资产（即 The sum of total 

equity and debt），上市公司的企业价值取包含现金的企业价值（即 Enterprise 

Value Including Cash，简称 EVIC，EVIC=普通股在会计年度末的市值+优先股在会

计年度末的市值+债务总额和少数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为减少数据的波动性，本

次采用总资产作为企业价值。 

碳排放量是指融资人的年碳排放总量，通常包含融资人的范围一和范围二排放。 

投融资碳足迹指投融资余额标准化的碳排放量。 

投融资总体碳足迹指所有投融资余额标准化的总体碳排放量。 

上述方法与《金融机构碳核算指南》（试行）以及《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

露指引（征求意见稿）》相一致。 

（二）目标客群 

本次测算选定的目标客群是部分碳市场管控企业。基于测算要求和数据的可得

性，我们选取 30 家纳入深圳碳市场的管控企业作为本次投融资活动碳足迹测算的

对象。 

（三）测算过程 

第一，选定部分碳市场管控单位。 

第二，进一步设置条件精选目标客群。根据深圳市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纳入碳排放核算范围的融资主体为：融资业务存续期大

于 30天且投融资额大于 500万元的非小微企业、非境外融资主体，并且能够获取当

年的财务报表数据和碳排放数据。但考虑到践行普惠金融、助力小微企业发展是本

行重要发展战略，故目标客群中包含部分投融资额小于 500万元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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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获取目标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数据的获取采取向企业征询的方式。 

第四，通过目标企业的财务报表获取其总资产数据。 

第五，依次计算各目标企业的分配因子、投融资碳排放量，再将各目标企业投

融资碳排放量之和除以分行对目标企业的投融资余额之和，进而得到分行投融资活

动总体碳足迹。 

（四）测算口径 

关于投融资的口径，本次选取年末融资余额和年末贷款余额分别测算。贷款指

的是表内人民币贷款；融资指的是包括贷款、票据贴现、银承业务、信用证业务等

在内的表内外融资。 

（五）测算结果 

1.以年末融资余额为投融资口径进行测算 

结果显示，按照年末融资余额口径计算，2020-2021 年分行对纳入核算客户的

投融资活动碳足迹递减。 

表 9 投融资活动碳足迹（年末融资余额口径）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年末资产总额 百万元 563,867.74 506,183.87 

年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1,111,469.00 927,008.00 

年末融资余额 百万元 6,481.65 7,872.17 

融资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16,215.78 20,915.68 

融资碳足迹 
吨二氧化碳当量/

百万人民币 
2.50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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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年末贷款余额为投融资口径进行测算 

结果显示，按照年末贷款余额计算，2020-2021 年分行对纳入核算客户的投融

资活动碳足迹递减。 

表 10 投融资活动碳足迹（年末贷款余额口径） 

指标名称 单位 2021 年 2020 年 

年末资产总额 百万元 118,891.75 122,653.79 

年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230,773.00 235,238.00 

年末贷款余额 百万元 692.00 886.00 

贷款碳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1,557.23 3,743.57 

贷款碳足迹 
吨二氧化碳当量/

百万人民币 
2.25 4.23 

 

 

 

20,915.68 

16,215.78 

2.66 

2.50 

 2.40

 2.45

 2.50

 2.55

 2.60

 2.65

 2.70

 -

 5,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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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0.00

 20,000.00

 25,000.00

2020年 2021年

投融资碳足迹（年末融资余额口径）

投融资碳排放量（吨二氧化碳当量）

投融资碳足迹（吨二氧化碳/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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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2020年相比，本次投融资活动碳足迹测算对象新增了 28家企业。结果显示，

按照年末融资余额口径计算，2021 年分行对这部分客户的投融资活动碳足迹约为

2.50吨二氧化碳/百万元人民币，按照年末贷款余额计算，2021年分行对客户的投

融资活动碳足迹约为 2.25 吨二氧化碳/百万元人民币，较 2020 年相比投融资碳排

放量与碳足迹均显著下降。 

  

3,743.57 

1,557.23 

4.23 

2.25 

 -

 0.5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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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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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碳足迹（吨二氧化碳/百万元）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33 

 

七、绿色金融创新案例、研究成果及奖项 

（一）绿色金融产品及创新案例 

【案例 1】落地深圳区域首笔碳减排贷款 

2021 年 11 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推出碳减排支持工具，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积极响应，于 11 月 12日成功落地了深圳某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贷款，用于投

资建设坪山区坑梓街道某工业园区屋顶分布式光伏电站。本笔贷款也是人民银行

11 月 12 日正式发布《关于设立碳减排支持工具有关事宜的通知》后，深圳区域

落地的首笔碳减排贷款。 

该碳减排贷款支持工商企业充分

利用厂房屋顶布置太阳能光伏板发电

自用，项目 25年总计发电量约 4167.4

万度，贷款部分可带动项目节约标煤

355.69 吨/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949.33吨/年，减少硫氧化物排放 7.23

吨/年，减少氮氧化物排放 2.45吨/年，

在帮助企业有效利用闲置资源产生环

境与经济效益的同时，支持深圳工业园区的低碳节能改造，助力深圳推进分布式

光伏装机建设。 

【案例 2】承销两笔境外绿色债券 

2021年 7-8月，深圳分行成功承销平安不动产资本有限公司、金地永隆投资

有限公司两笔境外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用于绿色建筑，包括节能租房、建造

或翻新符合公认标准的商业和住宅建筑。第一笔为平安不动产资本有限公司发行

的 2021年第一期海外债，金额 6亿美元，分行为联席主承，份额 2,000万美元，

期限 3 年。第二笔为金地永隆投资有限公司发行的 2021 年第一期海外债，金额

4.8亿美元，分行为联席主承，份额 4,320 万美元，期限 3年。 

【案例 3】承销发行深圳市首单、A+H 上市公司首单暨环保行业首单权益出资型

票据 

2021 年 8 月，分行成功承销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期权益出

资型票据，这是深圳市首单、A+H 股上市公司首单暨环保行业首单权益出资型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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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发行人东江环保股份有限

公司是国内固体废弃物处理

行业的龙头企业，业务链横跨

工业固废和市政固废两大领

域，同时还配套发展了一站式

环保服务，贯通废物收集运

输、资源化综合处理、无害化

处理处置的完善产业链条。 

（二）绿色金融研究成果 

1.参与制订《关于加强深圳市银行业绿色金融专营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试

行）》，《指导意见》于 2021年 6月 30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正式发布。 

2.作为“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的主发起单位，大力推进协会的筹建，参与

了协会组织的一系列绿色金融课题的研究：牵头《绿色企业与项目库管理实施细

则》课题建设，参与《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绿色企业评价规范》《绿色

项目评价规范》《金融机构环境压力测试与情景分析》等课题研究。 

3.2021年 7月 14日，率先发布 2020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在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的组织指导和兴业银行总行的支持下，兴业

银行深圳分行于 2021 年 7 月 14 日率先发布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2020 年环境

信息披露报告》，成为首个公开发布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全国性银行重点区域分

支机构，该报告也是我国首个对外披露商业银行部分投融资活动碳足迹测算方法

及结果的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该报告以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试行）》为依

据，遵照《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的法律规

定，并参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

建议报告》中的建议，以文字描述、数据对比、图表

结合的形式，对绿色金融战略、治理、环境和社会风

险管理、经营活动和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绿色金

融创新及研究成果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详细介绍，展

示了兴业银行深圳分行立足“粤港澳大湾区”和

“先行示范区”双区建设，努力成为区域绿色金融

先行者，践行可持续发展之路的决心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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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绿色金融奖项 

1.作为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的副会长单位，牵

头、参与了协会组织的多项绿色金融课题研究，

如：《绿色企业与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金融

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引》等，荣获深圳绿色金融

协会颁发的《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配套

制度标准课题研究“卓越贡献奖”。 

 

 

2.《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2020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荣获深圳市银行业协会颁发

的 2020-2021深圳银行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绿色金融”优秀案例奖。 

 

 

3.“2021 年深圳金融星光”绿色金融奖 

2021年 12月 17日，由凤凰网广东主办，深圳市银行业协会、深圳市保险

同业公会、深圳市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促进会、深圳市保险消费者权益服务

中心支持，凤凰网广东深圳财经、海浪文化承办的“2021 深圳金融星光”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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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举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多年来深耕“绿色银行”品牌，“融资+融智”并

举服务深圳绿色金融体系建设，获得了组委会一致认可，荣获“2021 深圳金融

星光”绿色金融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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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绿色金融培训及能力建设 

（一）社会参与 

⚫ 承办深圳市首场绿色金融培训 

为贯彻落实《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引导绿色金融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2021年 3月 25-26日，由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深圳人民银行指导，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成功承办了“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深圳绿色金融专题培

训”，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各区金融管理部门，以及辖区内近百家金融机构

派出主要领导和业务骨干近 300 人参加了此次培训。 

⚫ 参与发起设立深圳碳普惠联盟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21 年环境信息披露报告 

38 

 

2021 年 5-6 月，兴业银行深圳分行作为唯一的商业银行参与深圳碳普惠

联盟的发起设立，积极贯彻联盟“共建低碳社会、共享低碳权益”的宗旨，倡

导社会公众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从机制研究、从业规范、平台架构、交流

合作以及能力建设等多方面助力“低碳权益、普惠万家”。 

深圳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郭秋君代表兴业银行发布了宣言：“兴业银行坚

持做绿色金融的先行者，坚持全面融入 ESG 发展理念，坚持创新碳金融产品，

努力成为全市场一流的绿色金融综合服务供应商。”深圳分行员工代表与其他

9家联盟发起单位员工代表共同发声，联合倡议“从我做起、先行示范，让低

碳行动、普惠鹏城”。 

⚫ 参加深圳经济特区绿色金融条例成果展示 

2021年 9月 16日，由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主办的深圳经济特区绿

色金融条例成果展示暨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成立大会成功召开，兴业银行深圳

分行就发布的全国首个投融资活动碳足迹环境信息披露报告和“绿色企业与

项目库管理实施细则”这一课题研究成果进行了展示，为绿色金融的制度建设

和实践贡献了兴业智慧。 

⚫ 出席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年会 

2021年 9月 17日，由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和深圳市地方金融监督

管理局主办“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 2021 年年会”成功在深圳举办，兴

业银行深圳分行受邀出席圆桌论坛，就“大湾区绿色金融标准与环境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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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各位专家展开讨论，并就分行发布的全国首个投融资活动碳足迹环境信息披

露报告作了分享。 

（二）政银企携手推动绿色发展 

2021年 9月 30日，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行与深圳市生态环境局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暨绿色融资银企对接会成功举办，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与深圳赛格龙焱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上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就合作方

向、合作模式、合作领域与服务产品达成一致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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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4 日，由深圳市生态环境局、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中心支

行和南山区人民政府共同组织的绿色金融政银企对接会在南山召开，兴业银行

深圳沙河支行作为深圳市首批绿色金融机构参加会议，与参会企业进行洽谈，

就企业绿色项目融资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三）绿色信贷能力建设 

⚫ “绿苗专才”队伍建设 

“绿苗专才”队伍为支行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其

中，新安支行、沙河支行、南油支行绿苗专才李新中、李涵、郑珊珊和林港翔

获评深圳分行 2021 年度“优秀绿苗专才”，并获深圳分行微信公众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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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支行，促投放”绿色金融活动 

为充分调动经营机构的积极性，支持经营机构为企业提供全方位、专业化

的绿色金融服务，深圳分行 2021 年组织辖内支行共开展 8 场“进支行，促投

放”活动，分为集中培训、会上挑战和会后联动三个部分，覆盖 14 家支行、

100余位支行负责人和客户经理。组织各支行“绿苗专才”学习绿色金融政策、

产品，结合支行客户建设情况全面梳理绿色金融业务，沟通业务推动落地过程

中存在的困难，探讨可行的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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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计算方法 

此次环境数据披露的边界设定依据《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和报告标

准》中提供的运营控制权法进行界定，为分行本部和下辖 37家支行，在 2021年

1月 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期间内产生的排放。 

此次环境数据的计算依据为《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体系与报告标准》

依此标准确定了分行范围 1、范围 2和部分范围 3的排放。 

分行排放源包括：范围 1直接排放包括移动排放源，主要为公务车辆运营消

耗的汽油；范围 2间接排放包括办公区各类用电设备的电力消耗；范围 3包括公

司运营产生的员工差旅和通勤消耗。 

范围 1 和范围 2 排放 

分行范围 1直接排放为公务车辆运营消耗的汽油引起的排放，计算方法为分

行消耗的汽油量乘以汽油对应的排放因子。范围 2为电力消耗引起的排放，计算

方法为分行消耗的电量乘以对应电网的排放因子。计算方法采用《温室气体核算

体系：企业核算体系与报告标准》，排放因子选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于 2020 年 5 月印发的第二版《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中的数据。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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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𝑂2 =∑𝐸𝑖 × 𝛼𝑖

𝑛

𝑙

 

注：此公式为基本公式，二氧化碳排放应按照具体能源消费品种分别计算。 

式中： 

𝐶𝑂2：项目二氧化碳减排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 

𝐸𝑖：项目某能源消费品种的实物量，单位为吨（或万千瓦时或立方米等）； 

𝛼𝑖：项目消费能源品种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千克二氧化碳/千克（或

立方米）。 

分行排放因子取值参照《绿色信贷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的规定，其中， 

（1）汽柴油排放因子 

柴油、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取值参照《绿色信贷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

的规定：节约能源品种为柴油（含交通工具用动力柴油及燃料柴油）以及作为燃

料汽油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均可取 3.16公斤二氧化碳/公斤柴油，交通工具用动

力汽油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均可取 2.98公斤二氧化碳/公斤汽油。汽油密度根据中

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刊发的《车用汽油》（GB 17930-2016），89、92、95、

98 号汽油密度（20℃)/(kg/m3)范围为 720-775，分行采用平均值进行计算。柴

油密度根据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刊发的《车用柴油》（GB 19147-2016），

5、0、-10号柴油密度（20℃)/(kg/m3)范围为 810-850；-20、-35、-50号柴油

密度（20℃)/(kg/m3)范围为 790-840。分行采用平均值进行计算。 

（2）电网排放因子 

分行所处广东省属南方电网，根据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发布的 2012

年中国区域电网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αi(kgCO2/kWh)统计，南方区域电网（广

东省、广西自治区、云南省、贵州省、海南省）的排放因子为 0.5271kgCO2/kWh。  

（3）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排放因子 

硫氧化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的排放来自于公用车消耗的汽柴油，计算方法

依据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的《环境关键绩效指标汇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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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3 产生的排放-差旅 

分行员工差旅系统于 2020年 4月正式上线，本次提取 2021年度全行范围内

通过员工差旅系统审批的出差行程（不包含未通过系统审批的出差行程）。因系

统提取数据类型有限，无法确定员工出差的交通工具，本报告按照距离和用时划

分出行方式：一般距离大于 800km或高铁用时大于 4小时的，认为此段差旅采用

的是飞行方式出行，当距离小于 800km或高铁用时小于 4小时的，认为此段差旅

采用的是高铁方式出行。计算方法采用《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体系与报

告标准》提供的运输排放计算工具第二版（Transport_Tool V2）进行计算。报

告期内，分行因乘坐高铁和飞机产生的差旅范围三排放为 211.04 吨二氧化碳当

量。 

范围 3 产生的排放-通勤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分行本部共有办公人员 443 人，对 396 人进行了

通勤方式调研，共回收问卷 321 份，问卷回收率为 81.06%，通勤出行方式包括

地铁、公交、骑行、步行、出租车、自驾车（电动车）、自驾车（汽油车）等方

式。 

世界资源研究所还制定了一份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企业核算体系与报告

标准》相符的指南，帮助基于办公室的机构了解如何跟踪和管理它们的排放情况。

《朝九晚五为气候 ：办公室指南》附有一组计算工具，其中之一是采用调查方

法估算职员的通勤排放量。该指南和计算工具可以从温室气体核算体系网站

（http://www.ghgprotocol.org）下载。本报告依据该指南进行计算。报告期内，

分行本部通勤产生的排放量为 129.18 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三）的员工通勤排放因子来自《深圳市碳普惠方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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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投融资活动统环境效益计算方法 

根据 2020年 6 月发布的《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关于绿色融资统计制度有关

工作的通知》中《附件 2：绿色融资统计制度说明》——“绿色信贷统计项下

的环境效益测算规则”： 

（1）“最低可获得合理成本原则”（ALARA 原则，As Low As Reasonable 

Achievable）以及审慎性原则。（2）仅统计企（事）业法人与节能环保项目和服

务有关的环境效益。绿色流动资金融资、表内绿色投资、表外绿色票据、信用证，

绿色生产融资、绿色贸易融资、绿色消费融资不测算环境效益。（3）贷款所形成

的年节能减排量根据第三方核查、认证机构给出的相关核查、认证数据，项目立

项批复文件、项目可研报告、项目环评报告中节能减排种类和相应数据，以及本

行对项目的贷款余额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进行计算和填报。对于典型节能减排项

目的节能数据，应优先参考可研批复、其次为节能报告、再次为可研报告。对于

《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已经提供节能量和温室气体减排量测算方

法的节能项目，应利用相关测算工具校核测算，取可研材料和测算结果的孰低值。

对于污染物减排数据，应优先参考环评批复、其次为环评报告、再次为可研报告，

污染物减排测算涉及企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银行机构应注意根据《污染物排放

许可证》中的数据校核环评材料中污染物排放总量数据，环评材料偏大的，应做

相应的测算调整。（4）若立项批复文件、可研报告、环评报告中未给出相应数据，

则按照《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进行测算和填报。 

本行绿色贷款支持的项目环境效益根据以上规则计算。 

依据《绿色信贷项目节能减排量测算指引》，节能量、二氧化碳减排量、二

氧化硫减排量及氮氧化物减排量的计算方法如下： 

（1）节能量 

310 10
g g g

E W Q b=   +           

注：本公式适用于太阳能发电、风电、水电及生物质能发电、供热项目，不

包括太阳能光热利用项目，如测算项目无供热量，公式中项目供热量数据取值为

零。式中： 

:E --年标准煤节约能力，单位为：吨标准煤；  

:gW --项目年供电量，单位为：万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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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投产年度全国平均火电供电煤耗，单位为：千克标煤/千瓦时；该

数值取环境效益测算年度的上一年度全国平均火电供电煤耗度数据。例如，银行

业金融机构 2020年测算拟建的热电（冷）联产项目时，取国家能源局发布的《2019

年全国电力工业统计数据》：“2019年全国 6000 千瓦以上的火电机组平均供电煤

耗为 0.307 公斤标准煤/千瓦时”取值。相关数据可查询国家能源局网站

http://www.nea.gov.cn/。 

:gQ --项目年供热量，单位：百万吉焦； 

:gb --全国集中供热锅炉房平均供热煤耗，单位：千克标煤/吉焦。缺省值

40千克标煤/吉焦。 

（2）二氧化碳当量减排量 

3

2
10 2.21

g i g g
CO w Q b=  +             

注：本公式根据可再生能源供电量与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并结合供热量

计算二氧化碳减排量。式中： 

:2CO --项目二氧化碳当量减排量，单位：吨二氧化碳； 

:gW --项目年供电量，单位：兆瓦时； 

:i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所在地区区域电网的二氧化碳基准线排放因子。

单位：吨二氧化碳/兆瓦时；根据 UNFCCC《电力系统排放因子计算工具(5.0版)》，

对于风电、光伏项目 i
 = 75%×EFgrid,OM,y+25%×EFgrid,BM,y;;对于风电、光伏以外的其

他 可 再 生 能 源 发 电 项 目 ， 例 如 水 电 、 生 物 质 发 电 项 目 =:i

50%×EFgrid,OM,y+50%×EFgrid,BM,y  各区域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 i
 取值详见下表。该数

值随国家主管部门更新而更新数据； 

:gQ --项目年供热量，单位：百万吉焦；若只发电不供热，则 gQ 值为零； 

:gb --全国集中供热锅炉房平均供热煤耗，单位：千克标煤/吉焦。缺省值

取 40千克标煤/吉焦。 

 

 

http://www.ne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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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中国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
7
 

 

EFgrid,OM,y 

(tCO2/MWh)  

EFgrid,BM,y (t 

CO2/MWh) 

风电、光伏项

目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αi 

风电、光伏以

外其他可再生

能源发电项目

二氧化碳排放

因子αi 

吨 CO2/MWh 吨 CO2/MWh 吨 CO2/MWh 吨 CO2/MWh 

华北区域电网 0.9419 0.4819 0.8405 0.7129 

东北区域电网 1.0826 0.2399 0.9139 0.7196 

华东区域电网 0.7921 0.3870 0.7265 0.6485 

华中区域电网 0.8587 0.2854 0.7539 0.6063 

西北区域电网 0.8922 0.4407 0.7674 0.6194 

南方区域电网 0.8042 0.2135 0.6894 0.5422 

（3）二氧化硫削减量 

2

1

n

i i iSO E  =      

注：本公式为二氧化硫减排计算的基本公式，适用于根据节能实物量及含硫

率计算二氧化硫减排量。式中： 

:2SO --二氧化硫削减量，单位：吨， 

:iE --项目节约能源品种的实物节约量，单位：吨（或万千瓦时等） 

:i --项目节约能源品种的含硫率；根据《工业企业节能减排主要指标解

释》“不具备条件取得燃煤含硫率数据的，暂按 1.2%含硫率计算”。由于天然

气含硫率很低，节约天然气项目不计算二氧化硫减排量。 

:i --项目生产工艺消耗能源品种的二氧化硫产污系数，单位：千克/吨燃

料（注：如节能品种为电力，则将节电量按照全国火电平均供电煤耗换算为标

准煤消耗，再换算为原煤，然后按照全国普查燃煤火电机组平均二氧化硫产污

系数取值。《细则》p86指出，对于燃煤机组二氧化硫释放系数取 1.7，燃油机

组取 2.0） 

（4）氮氧化物削减量 

3

1

10−=  ii

n

X NNO   

 

7 2017 年以来的“区域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由生态环境部公布，目前最新的为生态环境部公布的

2019 年的排放因子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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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XNO --氮氧化物削减量，单位：吨 

:iN --项目某能源消费品种的实物节约量，单位：吨； 

:i --项目节约能源品种的氮氧化物产污系数，单位：千克/吨。《细则》

p229指出，循环流化床锅炉燃烧烟煤的产污系数为 2.7千克/吨。采用其他燃

烧方式以及其他煤种锅炉的产污系数参见《细则》p229。新建燃煤低氮燃烧机

组氮氧化物产污系数为 3.30千克/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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