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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2015 年底央行与发改委相继发布“39 号公告”与《绿色债券发行指引》以来，国内绿色债券市

场不断迎来监管机构对绿色债券的关注引导和规范要求，促使绿色债券市场制度体系建设日臻完备。

2018 年监管机构陆续发布新的政策和相关解读文件，对在银行间市场、交易所市场发行绿色债券的要

求更加具体和规范。中诚信结合自身在绿色债券评估认证业务领域的实务经验，辅以典型案例对当下

绿色债券市场新动向进行解析。 

一、2018 年绿色债券发行实务要点 

（一）绿色金融债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8 年 3 月 8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通

知》（银发〔2018〕29 号）及其附件——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规范、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模板，绿色金融债存续期监督管理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透明度同步提

升。 

本次央行加强存续期监督管理中对信息披露规范的要求如下： 

1.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均应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新增绿色项目投放金额及数量、

已投放项目到期金额及数量、报告期末投放项目余额及数量以及闲置资金的管理使用情况等。 

2.季度报告和年度报告均应披露绿色金融债支持企业或项目发生重大污染责任事故或其他环境违

法事件等信息。 

3.年度报告应披露投放绿色项目情况（含绿色项目资金投放情况和典型绿色项目案例分析）及预期

或实际环境效益。其中，对于绿色金融债券募集资金投放金额排名前 10%的项目，以及投放金额在 5000

万元及以上或占绿色金融债券存量规模 1%及以上的项目，应按项目进行逐一披露，对于其他项目，可

按类别进行归纳披露。 

4.鼓励发行人年度报告中披露环境效益的测算方法或评估机构，披露重点投向领域或明确不参与

的投资领域，介绍发行绿色金融债券的愿景、目标及完成情况等。 

（二）绿色公司债 

根据 2018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融资监管问答（一）—绿色公司债券》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绿色公司

债券相关问题解答》（以下统称《监管问答》），交易所解答了绿色公司债在募集资金使用和管理方面

的部分规定，明确表明募集资金应用于绿色项目的建设、运营、收购或偿还绿色项目贷款等，进而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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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募集资金使用比例要求，同时对募集资金投放于绿色产业领域而非具体绿色项目做出了详细要求。

具体如下： 

1.降低募集资金用于绿色项目的投放比例：确定用于绿色项目的金额应不低于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的

70%，其余部分可以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偿还借款等。 

2.明确募集资金用于绿色产业领域的条件：若发行人最近一年合并财务报表中绿色产业领域营业收

入比重超过 50%（含）或绿色产业领域营业收入比重虽小于 50%，但绿色产业领域业务收入和利润均

在所有业务中最高，且均占到发行人总收入和总利润的 30%以上的公司；同时满足募集资金用于公司

绿色产业领域业务发展的资金比例不低于债券募集资金总额的 70%，则可不对应具体绿色项目发行绿

色公司债券。 

（三）绿色资产支持证券 

目前在沪深交易所发行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按资产和用途属性可普遍概括为三类，分别为：（1）

基础资产现金流来源和募集资金投向均为绿色产业领域，即“双绿”资产支持证券；（2）基础资产属

于非绿色产业领域，但募集资金投向为绿色产业领域，即“投向绿”资产支持证券；（3）基础资产属

于绿色产业领域，但募集资金投向为非绿色产业领域，即“资产绿”资产支持证券。同时，对于“投向

绿”和“资产绿”的单绿型项目，其非绿色产业领域部分不能对环境产生重大负面影响和风险。 

沪深交易所在绿色公司债券试点通知中曾明确列示，对于符合要求的绿色资产支持证券申请在两

所审核、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相关事项参照绿色公司债券执行。2018 年，上交所发布《上海证券交易

所资产证券化业务问答（二）——绿色资产支持证券》（以下简称《监管问答（二）》，明确了绿色资

产支持证券的认定条件，并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方面进行了规定。  

（1）绿色属性认定 

①“资产绿”：基础资产属于绿色产业领域，且绿色产业领域的基础资产占全部入池基础资产的比

例应不低于 70%。 

②“投向绿”：共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为募集资金投向用于绿色项目，包括建设、运营、收购绿

色项目、偿还绿色项目贷款或为绿色项目提供融资等，且用于绿色项目的金额应不低于募集资金总额

的 70%；第二种为募集资金用于绿色产业领域，即绿色项目原始权益人最近一年合并财务报表中绿色

产业领域营业收入比重超过 50%（含）或绿色产业领域营业收入比重虽小于 50%，但绿色产业领域业

务收入和利润均为所有业务中最高，且均占到总收入和总利润 30%以上的，募集资金可不对应具体绿

色项目，但应主要用于原始权益人绿色产业领域的业务发展，且其金额应不低于所得资金总额的 70%。 

（2）存续期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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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披露方面，专项计划存续期内，计划管理人应在年度资产管理报告中披露绿色资产支持证

券的认定情况、认定涉及的绿色项目、具体领域及其产生的环境效益等内容。 

（四）小结 

近三年来我国绿色债券市场的日趋成熟，债券市场监管机构接连对绿色债券发行前认定、存续期

信息披露、绿色评估认证管理等环节提出更为细致的规范及要求，为国内绿色债券市场的健康长远发

展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 

本年度沪深交易所进一步明确了绿色债券的认定条件，拓宽了绿色债券的认定范围，提升了募集

资金应用的灵活性，显示了对企业发行绿色债券更强的支持力度。此外，结合目前市场绿色债券发行

现状，以评估认定企业业务绿色属性来发行绿色债券的方式已被市场认可。 

中诚信已于 2018 年 1 月发布《绿色企业评估方法》，通过认证获得贴标“绿色企业”的企业，

在未来发行绿色债券时，其募集资金用途可不局限于具体绿色项目，只需满足用于绿色产业领域的资

金比例不低于总额的 70%；另外，贴标“绿色企业”的企业可更好地配套地方相关扶持性政策，获得

财务激励和措施便利。构建绿色企业评价体系，是深化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重要环节，中诚信《绿色

企业评估方法》将继续助力我国绿色债券认证市场的开拓创新，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二、绿色债券评估认证典型案例分析 

（一）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落实财务激励绿色债券：湖州市德清绿色金融债 

案例概况 

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清农商银行”）于 2018 年 12 月发行首期 2018

年绿色金融债，发行规模 2 亿元，期限为 3 年，发行利率为 4.0%。经中诚信评估认证，该只债券募

集资金拟投向污染防治、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三个项目类别。 

案例分析 

德清农商银行前身为德清农村合作银行，成立于 2008 年，后于 2012 年 7 月完成股份制改制，变

更为现名，最新注册资本为 8.085 亿元。其所在的湖州市，是央行等七部委推动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

创新试验区“五省八区”之一。德清农商银行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紧密关注绿色金融发展的动态，

力求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券践行和落实国家绿色发展战略。该只债券募集资金拟投项目将在减少农村

污染物排放、节约灌溉用水、循环利用废旧物资、提升绿化景观和保护景区生物多样性等方面推动当

地绿色经济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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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清农商银行本次债券获批总规模为 4 亿元，根据 2018 年 6 月印发的《德清县金融引领绿色经

济发展试验区建设的若干意见》“在银行间市场发行贴标绿色债券的本地民营企业或本地金融机构，

按照实际募集资金金额的 1‰给予补助，最高补助不超过 50 万元”的规定，德清农商银行共计可获取

40 万元的实际资金补助，是德清县落实金融引领绿色经济发展试验区建设的优秀范例。 

（二）交易所首单以绿色建筑为标的绿色公司债券：临港集团绿色公司债 

案例概况 

上海临港经济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临港集团”）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 2018 年绿色公司债券，分为“G18临港 1”和“G18临港 2”两个品种，债券期限分别为

2+2 年期和 3+2 年期，发行总额分别为 6.5 亿元和 3.5 亿元，票面利率均为 5.28%，债项和主体级别均

为 AAA。募集资金全部用于临港集团下属子公司临港科技创新城 A0202 地块项目的建设，经中诚信

评估认证，该项目符合二星级绿色建筑要求，属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中的“节能-可持续建筑”

领域。 

案例分析 

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对应的临港科技创新城 A0202 地块项目，是单体建筑面积大于 2 万平方米的大

型公共建。该项目为满足项目所在地《上海市绿色建筑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4—2016）》文件中

“2014年下半年起新建民用建筑原则上全部按照绿色建筑一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其中，单体建筑面

积 2 万平方米以上大型公共建筑和国家机关办公建筑，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及以上标准建设”的要

求，已严格按照绿色建筑二星级标准进行设计并通过了施工图审查，同时依据《住房建设部办公厅关

于绿色建筑评价标识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可认定为绿色建筑。 

绿色建筑较传统建筑而言，从施工到生命周期结束，更加注重环保因素，使用过程中将大幅降低

能源消耗，并给予人类更加舒适的室外环境和室内环境等。本次债券募集资金对应的绿色建筑项目具

有以下环境效益： 

（1）高效节能，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 

（2）节约用水，有效利用非传统水资源 

（3）节约材料，大量使用可在循环材料 

（4）合理利用土地，优化室内外环境。 

本次债券的成功发行，是落实十九大关于“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中国，加快发展绿色金

融”精神的创新尝试，也是践行《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关于“全面推动绿色低碳发展”

理念的重要体现，标志着临港集团成为上海市首家发行绿色债券的非金融企业，也标志着交易所首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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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绿色建筑为标的绿色债券成功问世；同时，为绿色建筑未来的发展拓宽了融资途径，有效促进了我

国绿色建筑的发展，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卓越的贡献。 

（三）清洁能源领域绿色 ABS：康富租赁绿色 ABS 

案例概况 

中国康富国际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富租赁”）于 2018 年 11 月 22 日发行了康富租赁

首支出表型绿色 ABS——“华泰资管-康富租赁 4 期绿色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期专项计

划”），规模为 18.56 亿元，第三方评级授予其优先 A 级资产支持证券 AAA 的级别、优先 B 级证券

AA＋的级别。经中诚信评估认证，其募集资金总额 70%的用途属于《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

年版）》节能和清洁能源领域。 

康富租赁成立于 1988 年 6 月，注册资本人民币 249,791.8927 万元，营业范围涉及清洁能源、工

程机械、公用事业、健康医疗、车辆交通领域等方面，为不同客户提供直接租赁、售后回租、转租赁

等业务服务，构建起辐射海内外的服务体系。 

案例分析 

本期专项计划的基础资产为光伏发电等项目的应收账款，且不低于 70%的募集资金用于热电工、

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及水力发电类绿色租赁项目，符合上交所《绿色资产支持证券问答》中“转让基

础资产所取得的资金用于绿色项目金额应不低于转让基础资产所得资金总额的 70%”的要求。 

本期专项计划募集资金投向的绿色租赁项目建成投入运营后可产生较高的环境效益，预计每年可 

替代标准煤约 35.46 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 94.68 万吨，减排二氧化硫约 9,214.98 吨，减排氮氧化物

约 7,918.23 吨。同时能够有效缓解承租人所在地区能源压力，提高可再生能源使用效率，优化能源结

构，带动地区能源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全国首单公交客票收益权绿色 ABN/全国首单区县级 ABN：昆山公交绿色 ABN 

案例概况 

昆山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山公交”）于 2018 年 6 月发行了 2018 年度第一期 

绿色资产支持票据，发行总额 2.8 亿元。该只债券的基础资产为公交经营收费收益权，募集资金分别

用于偿还前期融资租赁借款、新购置公交车辆和补充公交营运资金。经中诚信评估认证，其基础资产

对应的公交线路运营及募集资金用途均属于《绿色支持项目目录》的清洁交通领域。   

案例分析 

昆山公交为本期资产支持票据的发起机构，最早系昆山市交通局组建的昆山县汽车客运公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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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于 1985 年 5 月，后经多次变更，于 2017 年 4 月更为现名。最新注册资本为 32,661.991537 万元人

民币，主营城市公交业务，同时经营城市出租、厂包接送、车船旅游、汽车维修等业务。该只债券的

募集资金投向清洁交通领域，将有利于促进昆山市减少交通工具对石油的依赖，改善公共交通状况，

方便居民出行，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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