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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跨境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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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可持续性投资
伦交所集团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的绿色创新

旨在为发行人和投资者创建与气候变化最为相关的投资环境伦敦证券交易所成立了专门的全球可持续投资者中心，网址：www.lseg.com/sustainable 

40支绿色债券募集105亿美元，覆盖7个币种，38家绿色公
司募集资金100亿美元

在绿色融资领域的领先地位 –无论是股权融资，还是固定收益融资

伦敦证券交易所在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工作小组主持工
作，编撰社会环境治理信息披露指南

伦交所是联合国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的成员之一

在全球主要交易所的ESG披露质量排名中名列榜首牵头编撰社会环境治理（EGS）信息披露指南

内容广泛的指数系列，涵盖低碳经济，污染和ESG富时罗素拥有全球领先的可持续投资指数系列

来源：Dealogic, FactSet, TheCityUK, 2016年10月

14支可再生能源基金，合并市值超过50亿美元 –其中多支
基金已经进行了后续融资

可再生能源基金的表现强势

2016年，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了全球首支
森林债券，中国银行发行了全球首支绿色资产担保债券

众多创新绿色融资结构的发源地

整合绿色及可持续解决方案，深入投融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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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持续投资的中心
伦交所集团：为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更多服务

我们在全球创建与气候变化最为相关的投资环境

绿色资本流动 绿色基础设施 分析和指数 数据质量和标准 呼吁与召集

已经达到全球绿色标准
或可持续标准的发行人，
或者提供低碳技术和产
品的发行人，都将会得
到我们的推举，实现跨
市场资本流动

为了在全球实现大规模
的绿色基础设施投资，
特别是在新兴市场中，
我们致力与绿色资本的

使用者和提供者合作并
提供支持

我们正在为投资者开发
一套综合的指数，数据

和分析工具，整合可持
续和低碳投资决策和投
资组合建设时需要考量
的各种因素

我们将与发行人和投
资者共同推动ESG报
告标准在全球的实践。
这一点符合我们加入
联合国可持续交易所
倡议的初衷

利用我们的身份地位呼
吁并召集投资者，企业
和政策制定者向可持续
和低碳经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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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支
绿色债券
募集总额超过110亿美元，
覆盖7个不同币种

50支
ESG指数
我们的数据显示，全球
大型公司中有25%已经
开始向低碳经济转型

14支
绿色基金
总值超过50亿美元

伦交所集团的绿色金融产品
推动全球资本市场更加多元化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是联合国可持续
证券交易所（SSE）计划成员。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在绿色融资领域
的活动集中在两个主要方面：固定收
益产品和信息服务/指数。通过一系列
新的举措，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有意
拓宽发行并支持伦敦成为低碳经济
（LCE）金融工具债券和股权首选上
市地。

通过富时罗素业务，伦敦证券交易所
集团正在寻求更多机会增加绿色债券
市场的透明度，为发行人提供更有效
的工具公布可持续措施，为投资人提
供全面的产品以评估创新低碳经济框
架下的各种金融工具。

伦交所集团和绿色融资

• 2016年有14支绿色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上市 -占据欧洲交
易所绿色债券14%的市场份额。

•伦敦证券交易所开设了一系列专门的“绿色债券”板块，为
发行人提供了灵活的市场模式选择，既包括规范市场（RM）
和MTF板块，也包括零售和批发，并提供日终和连续报价
的交易报告选择。

•没有其他任何一家全球性交易所提供如此全面专业的绿色
债券服务。

•发行人可通过二级市场交易的额外透明度和伦敦市场的国
际化而受益。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剑桥可
持续发展领导力研究所和伦敦
证券交易所，共同希望加强对
于伦敦承诺的认知，在现有市
场活动中，确保绿色金融在金
融行业中的首要地位。”

伦敦金融城政策主席Mark Boleat

… 合并融资
额

105亿美元

40
支绿色债券

… 7
个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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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20期

来源：Factset，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20期

多种债务市场和多币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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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

伊斯兰金融

点心债券

高收益

可转换结构
性债务

订单簿

玛莎拉债券

欧元
美元
英镑
瑞典克朗
澳元
挪威克朗
人民币元
日元
港币
加元
墨西哥比索
其他

“其他“包括32种不同币种，覆盖225支债券，融资
额共计252亿英镑

相比其他交易所，有更多海外股权在伦敦上市 将近50%的欧洲交易所交易基金在伦敦进行交易

伦敦

德国

泛欧

意大利
瑞士

关于伦敦–快照

795 794

752 748
734

720 719 718 716 713

伦敦 纽约 新加坡 香港 东京 旧金山 波士顿 芝加哥 苏黎世 华盛顿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20期排名中前1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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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了
13,400+

个已上市债务工具

… 融资额超过
4.4 万亿美元

…来自 65 
个国家

…使用 37
个币种

1217
个发行人..

3%

97%

发行
70%

30%

交易

13%

87%

未偿付金额

英国 其他

2011

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固定收益产品发行

人的全球融资中心

来源：TheCityUK预测（2011）
世界交易所联盟（2011）

债券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统计，按区域划分

全球债券二级市场交
易的70%发生在伦敦

全球固定收益资本投资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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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2014 2015 2016 2017

伦交所对绿色债券市场的支持已得到认可，并与主要市场参与者建立了强大的合作关系

绿色债券的重要里程碑

2012年9月
伦交所首支
绿色债券由

北欧投资银行发行

2016年1月
伦交所集团在第21届联
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1）加入

绿色基础设施投资联盟
（GIIC）

2014年5月
伦交所加入联合国

可持续证券
交易所（SSE）倡议

2015年4月
伦敦交通局发行首支

绿色债券

2015年6月
伦交所开创了
专门的绿色债券

板块

2016年1月
伦交所集团加入伦敦
金融城绿色金融计划

2015年11月
伦交所成为国际认可
的国际资本市场协会
（ICMA）绿色债券
原则指南观察员

2015年10月
首支人民币绿色

债券由中国农业银行
发行，是迄今在伦交
所发行最大一笔绿色

债券

2014年6月
首支离岸人民币
绿色债券由多边
机构发行

2015年8月
首支离岸卢比
绿色债券发行

First offshore INR
Green bond

2016年4月
伦交所成为首个加
入气候债券合作伙
伴计划的全球性交

易所

2016年11月
中国银行成为首家
发行绿色资产担保
债券的中资机构

2016年12月
伦交所集团加入了欧洲
委员会可持续金融
高级别专家组

2017年2月
伦交所集团发行了
社会环境治理
指南报告

2016年8月
世界上首支绿色玛莎拉
债券由印度准主权发行

人发行

2017年3月
首支来自海湾地区的

绿色债券上市

2017年8月
首支英国绿色债券由
一家公共事业公司

发行

http://greenfinanceinitiative.org/


绿色债券和“非绿色”债券

的监管标准一致，需提供

标准的发债说明书。

申请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专

门的绿色债券板块上市的

绿色债券的发行人需要向

交易所提供其债券“绿色”

属性的相关证明。

绿色债券上市标准

向伦敦证券交易所绿色债券板块提交上市申请的发行人需提供外部评估*以确定其债券的“绿色”

属性，以及书面确认（邮件确认也有效）其委任的外部审核机构满足以下要求：

• 独立于债券发行机构及其董事，高管和顾问。外部评估机构尤其不可以是发行机构的附属
机构或所有者，无论全部或者部分

• 在费率结构中规定，报酬的支付不得与利益产生冲突

• 专业评估债券的环境目标框架的机构，拥有足够的财务和市场经验，以完成资金用途的综
合评估，例如：

 相关并被广泛认可的行业经验；或

 早先重要的绿色债券外部评估经验

* 外部评估可采取如下形式：
• 顾问评估 / 第二意见
• 验证
• 第三方认证
• 绿色债券评级（与发行人全部环境、社会与治理评级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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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板市场 专业证券市场 国际证券市场

适用的上市规则 《英国上市规则》第2章和17章 《英国上市规则》第4章
上市规则不适用。信息披露需符合伦交所国际
证券市场的规则

财务记录
两年以上交易记录，符合《国际财务报告准
则》要求的独立审计账户

可以使用当地《通用会计准则》
可以使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当地《通用

会计准则》

上市文件 全套招股说明书
不要求全套招股说明书
上市公告书

国际证券市场规则要求的准入公告书

可转让性 上市后的债券必须自由转让

发行规模 拟上市的债券市值不得低于20万英镑

整体债券类别
上市

同一类别的所有债券都要上市

债务市场选择

2017年5月
启动



顺畅的上市流程

英国债务市场的高标准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可靠保证。英国上市监管局（UKLA）向来以强健平衡的管理方式著称，在保证上市

流程高效率的基础上实施上市规则。

• 上市过程分别涉及伦交所和英国上市监管局

• 英国上市监管局负责控制周转期效率：

• 首次提交申请后4个完整工作日内审批

• 后续提交的申请在2个完整工作日内 ** 审批

• 发行人在提交申请前可以参照英国上市监管局的备忘清单

• 一次性向英国上市监管局支付数据核对费2,000英镑（没
有额外的年费或申请费）

注：该程序适用于普通债券，可赎回债券，中期票据，证券化衍生产品和补充性发债说明书或非股权证券上市说明书。
中期票据只需要批准允许在未来12个月内随时可以后续发行的基础债务说明书，最终版的条款和补充说明书需在发行前一日下午2点前公布。
**仅限英国上市监管局附言的额外要求时

常见的办理时间表

整个办理期需要3-8周

1周以内4个工作日 2个工作日**

UKLA

文本批准和上市
认可

上市生效上市申请

伦交所

伦敦上市

上市交易申请 准入认可 交易开始

债券定价

初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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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公司网站, Dealogic, FactSet, 2017年1月

“英国三大巨头共同推出这一开创性的新基金，实力证明
了英国作为世界领先金融中心的地位。我们不断创新的能
力意味着我们将很好地受益于成长中的绿色金融行业所带
来机遇。”

英国财政大臣Philip Hammond

汇丰银行将其英国员工的养老储蓄金中的18.5亿英镑投资
于跨国金融服务机构Legal & General发行的环保基金-未
来世界基金，作为向大型投资者的施压形式，以保护他们
的投资组合免受与气候变化相关的风险。

未来世界基金跟踪一支新的富时罗素全球企业指数，该指
数的4个性能指标（价值，质量，低波动性和规模）的评
分优秀，超过传统基准的表现。

与发行人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英国最大的资产管理经理和英国最大的银行



中国银行 MuniFin 日本开发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 国际金融公司 Shanks 伦敦交通局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6年11月9日 2016年10月4日 2015年10月21日
2015年10月20日

2015年8月
10/2014年6月

17日
2015年6月16日 2015年4月24日

发行规模 5亿美元 5亿美元 3亿欧元
4亿美元/ 

5亿美元/

6亿人民币

31.5亿卢比 / 5

亿人民币
1亿欧元 4亿英镑

票面利率 1.875% 1.375% 0.375%
2.125% / 2.75% /  

4.15%
6.45% / 2.00% 3.65%

2.125%

(政府债10年息
+57个基点)

期限 3年 5年 4年 3年/ 5年 / 2年 5年/ 3年 7年 10年

发行人概况 评级 Aa3 AA+ / Aa1 A1/A A1/A AAA/Aaa n/a AA+/Aa2/AA

近期绿色债券发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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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中国银行

评级 Aa3

行业 银行

市场 专业证券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6年11月9日

发行规模 5亿美元

票面利率 1.875%

期限 3年

公司概况

 中国银行是最大的国有商业银行之一。

 2016年中国银行迅速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务市
场，中国借款人的融资额占已出售的590亿美元绿
色债务中的39.6%，2015年的占比仅为3.6%。

 这次发行源于20国集团峰会上中英两国绿色金融
合作倡议。

 跨境融资和跨境担保的结构将外国资本引入高质
量的中国国内绿色项目。

 该债券的评级与中国主权评级相同，是有史以来
中国绿色债券国际评级的最高级。.

发债故事

 超过1.8倍超额认购，最终订单量为9亿美元。债券的
定价比中国银行同期限的高级无担保债券高95个基
点。

 债券收益用于投资可再生能源、污染防治和控制、清
洁交通和可持续水管理等合格的绿色项目。

 该交易由中国国内气候相关债券资产组合为担保，该
组合中的债券是中债中国气候相关债券指数成份券。

 该票据的持有人享有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和抵押债券资
产提供的双重追索保证。该债券的外部审计由安永负
责。

 联合牵头：巴克莱，美银美林，中国建设银行，法国
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兴业银行和渣打银行。

中国银行发行中国首支具有双重追索权的绿色资产担保债券

来源：彭博，伦交所集团数据库，《环球资本》杂志

投资者类型

商业银行 73%

资产管理经理 17%

保险公司 5%

私人银行 4%

主权财富基金 1%

投资者地理分布

亚洲 72%

欧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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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中两国合作开发全球绿色债券市场，
推动全球金融系统向绿色转化。 “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首席执行官Sean Kidney



公司详情

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

评级 AAA/Aaa

行业 超国家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6年11月4日

发行规模 1.52亿美元

票面利率 1.546%  

期限 5年

公司概况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为发展中国家气候
智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之一，在过去10年中
投入约190亿美元的长期资金。

 该债券是由国际金融公司，必和必拓，以及保护国
际基金会共同发起。必和必拓是全球矿业、金属及
石油公司。保护国际基金会是全球性非盈利环保组
织。

 “国际金融公司的森林债券展示了创新资本市场机
制的力量，把来自私人部门的资金用于森林保护领
域。”  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华敬东说。

发债故事

 这是世界上首支给予投资者现金或碳信用券二选
一权力的债券。选择碳信用券的投资者即可以用
来抵消企业自身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可以在碳交
易市场上出售。

 国际金融公司从肯尼亚Kasigau Corridor REDD项
目购买碳信用额度，必和必拓为此提供价格支持
机制。



 债券收益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私人部门发展和防
止森林过度采伐。

 联合牵头：美银美林，巴黎银行，摩根大通。

利用创新资本市场机制防止发展中国家对森林的过度采伐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新闻稿，伦交所集团数据库，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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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投资者

CalSTRS 加洲年金管理巨头

树屋投资 关注新兴市场的投资者

TIAA-CREF 教师年金管理基金

昆士兰保险 保险公司



公司详情

公司 芬兰政府金融公司

评级 AA+ / Aa1

行业 公用设施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6年10月4日

发行规模 5亿美元

票面利率 1.375%

期限 5年

公司概况

 芬兰政府金融公司是为芬兰本国政府和公共住房
部门提供金融服务的供应商，由芬兰国家政府、
芬兰市级政府和公共养老基金所有。

 该公司起着债务整合器的作用，帮助小规模的城
市在债券市场上取得低成本的融资。

 每种债券的规模取决于各城市的融资要求，债券
并非资产抵押债券，而是普通的公司抵押债券。
小规模城市的债券评级很高，成本很低。

发债故事

 该公司发行了芬兰首支绿色债券，获得1.2倍超额认
购，最终订单超过6亿美元。

 80% 的收益用于气候变化减缓和适应项目，另外
20%用于环境管理项目。

 该公司以绿色框架遴选合格项目。该框架以国际资
本市场协会（ICMA)的《绿色债券原则》为依据，
由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中心、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
环境研究所联合起草。由挪威国际气候和环境研究
中心（CICERO）提供外部审查。

 联合牵头：美银美林，汇丰，北欧斯安银行和法国
农业信贷银行。

芬兰首支绿色债券开启了向低碳和气候弹性增长的转变之路

来源：彭博，伦交所集团数据库，《环球资本》杂志

投资者地理分布

欧洲 42%

美洲 29%

北欧地区 22%

亚太 7%

投资者类型

商业银行 36%

中央银行/ 官方机构 32%

资产经理 21%

保险公司/ 养老基金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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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瑞典SBAB银行

评级 A2/A

行业 金融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6年6月23日

发行规模 10亿瑞典克朗 / 10亿瑞典克朗

发行收益率 1.048 / FLT

期限 5年 / 5年

公司概况

 SBAB是瑞典全资国有的抵押银行，专门为零售行
业提供抵押货款。SBAB的市场份额持续提高，该
集团目前是瑞典第5大抵押贷款商。SBAB主要通过
互联网提供服务，为确保服务效率，还在瑞典
Karlstad设有一个呼叫中心。

 “发行绿色债券丰富了我们的投资者群体并进一步
深入了与投资者的对话，研究双方如何促进金融与
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

发债故事

 独家安排行：瑞典北欧斯安银行

 SBAB募集的资金专门用于符合节能要求或者取得
环境认证的房地产项目的融资或再融资。

 本次发行获超额认购，订单全程稳定增长，价格超
过普通的非绿色债券5个基点。

用绿色债券为节能达标的物业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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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

评级 A1/A

行业 政府

市场 专业证券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10月21日

发行规模 3亿欧元

发行收益率 0.375%

期限 4年

新闻报导

 “通过放宽适合新增发行收益用途的资产类别，日本政
策投资银行获得了更多新的投资者。”高盛。

 “继2014年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发行了首支绿色债券，这
支欧元计价可持续债券的发行，使该行成为快速成长
的社会责任投资固定收益市场上的领军者。该行同时
获得了更加多元化的投资者，把关注社会责任投资的
投资者也纳入其中。

 “这次发行同时吸引了新老绿色和可持续债券投资者的
关注，实现了有竞争力的定价。”摩根大通。

发债故事

 这是首支由日本发行人发行的可持续债券。日本
政策投资银行将收益用途扩大，除了用于该行绿
色建筑认证，还可用于该行环境评级贷款计划。

 2014年10月7日，日本政策投资银行在伦敦证券
交易所发行了首支绿色债券。

 牵头行：美林国际，摩根士丹利国际，摩根大通
证券，高盛国际。

发行可持续债券进入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的投资者
流动池

来源：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新闻稿、伦交所集团数据库

投资者类型

商业银行 61%

资产经理 13%

保险公司 11%

中央银行 7%

其他 8%

投资者地理分布

欧洲、中东和非洲 97%

离岸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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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

评级 A1/A

行业 金融机构

市场 专业证券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10月20日

发行规模 4亿美元 / 5亿美元 / 6亿人民币

发行收益率 2.125% / 2.75% /  4.15%

期限 3年 / 5年 / 2年

公司概况

 中国农业银行是中国四大商业银行之一，是中国金融
学会绿色金融委员会的首批常任理事之一。2013年，
中国农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一起签署了绿色信贷承
诺，制订绿色信贷标准和条约。

 “中国农业银行绿色债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成功发
行和上市不仅实现了最近英中财金对话中部分政策成
果的雄心，还显示出中英两国金融机构在绿色金融，
气候变化和适应倡议方面的合作是紧密且富有成效
的。”

发债故事

 基于绿色债券管理框架，发行收益将用于支持再生能
源，能源效率，可持续废物管理，可持续使用土地，
清洁交通和可持续水管理。

 该交易总计获得4倍超额认购，人民币债券8倍超额
认购。

 本次上市是首支由中资银行发行的海外绿色债券，同
时也是中国农业银行首支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绿
色人民币债券。

 .

 联合牵头：中国农业银行，美银美林，巴克莱，高
盛，汇丰，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渣打，富国银
行。

发行离岸双币种绿色债券为绿色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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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

评级 AAA/Aaa

行业 超国家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8月10日

发行规模 31.5亿卢比

发行收益率 6.45%

期限 5年

公司概况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为发展中国家气
候智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之一，过去10年
中为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续农业，绿色
建筑和私人部门适合气候变化投入了约110亿美元
长期资金。

 “应对气候变化是国际金融公司在印度的优先项
目。国际金融公司的绿玛莎拉债券显示了资本市
场把储蓄转为气候项目融资的强大能力。在伦敦
上市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国际投资者，把卢比作
为一种新型的绿色债券计价货币也有助实现加强
这一重要的资产类别的目标。 ”

发债故事

 发行收益用于投资一支由印度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印度商业银行发行的绿色债券，印度商业银行将其
收益投资于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项目中，主要涉
及太阳能和风能行业。

 基于30亿美元离岸卢比玛莎拉债券计划，国际金融
公司发行了一系列不同期限的总值超过1030亿卢比
（16.6亿美元）的债券，建立了3A收益曲线并吸引
了新的投资者投资伦敦离岸卢比市场。

 独家安排行：摩根大通。

发行离岸卢比绿色债券为印度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融资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新闻稿，伦交所集团数据库，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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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世界银行

评级 AAA/Aaa/AAA

行业 超国家

市场 意大利债券交易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6月29日

发行规模 8400万美元

票面利率 关联道德股票指数

期限 8年

公司概况

 世界银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和拨款，用于
投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和环境和自然资源管理
等领域。

 世界银行成立于1944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全球雇
员超过1万人。

 自2008年首支绿色债券发行以来，世界银行发行了
100支绿色债券，18种计价货币，总计超过84亿美
元等值。

发债故事

 该债券通过16家零售银行和经纪商网络向意大利投
资者销售。

 该发行隶属世界银行绿色成长债券计划，在美国和
部分欧洲市场发行的零售债券。

 最低面值为2000美元。

 债券前2年的利率固定为1.75%，后6年关联欧洲道
德股票指数。世界银行承诺期满全额赎回。

 牵头行：法国巴黎银行。

发行绿色债券拓宽私人投资者可投资的产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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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Shanks集团

评级 无

行业 垃圾处理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6月16日

发行规模 1亿欧元

发行收益率 3.65%

期限 7年

公司概况

 Shanks集团是领先的国际垃圾处理公司。

 公司建于1880年，前身是名为Shanks & McEwan

的建筑公司，业务集中在苏格兰西部。

 1988年该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主板市场上市。

发债故事

 Shanks是首家在伦敦上市发行欧元绿色债券的
英国公司。

 发行收益用于公司现有的可持续基础设施投
资。

 最低面值为1000欧元。

 牵头行：法国巴黎银行，比利时联合银行。

发行绿色债券进入零售投资者流动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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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伦敦交通局

评级 AA+/Aa2/AA

行业 政府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5年4月24日

发行规模 4亿英镑

发行收益率
2.125%

(10年期国债利率+57个基点)

期限 10年

公司概况

 伦敦交通局是欧洲最大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的所
有者和经营者。伦敦交通局不仅是一家依法设立
的公司，同时还是行驶大伦敦政府（GLA）职能
的机构。

 伦敦交通局是继英国政府债务管理公司之后、在
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务的重要英国公共部门， 通过
多种渠道募集了大约85亿英镑的借款， 2021年之
前还有45亿英镑的再借款需求。

 伦敦交通局是首个发行英磅计价绿色债券的英国
公司。

发债故事

 第三方意见由DNV GL提供。

 募集资金将用于支持伦敦交通局实现企业环境
框架的目标，其中包括减少城市空气污染，改
善自然资源管理以及准备应对潜在的气候变化
带来的影响。

 德意志银行也公开宣布将投资该债券，并纳入
该行的绿色流动性投资组合中。

 联合牵头：德意志银行，美银美林。

发行绿色债券为绿色铁路项目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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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详情

公司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集团成员）

评级 AAA/Aaa

行业 超国家

市场 主板市场

交易详情

发行日期 2014年6月17日

发行规模 5亿人民币

发行收益率 2.00%

期限 3年

公司概况

 国际金融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为发展中国家气候
智能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之一，过去10年中为
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可持续农业，绿色建筑和
私人部门适合气候变化投入了约110亿美元长期资
金。

 “国际金融公司致力于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为
开拓私人部门，特别是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发挥作
用。我们将继续寻找机会帮助离岸人民资产深化流
动性并提高收益率曲线。把人民币作为一种新型的
绿色债券计价货币也有助实现加强这一重要的资产
类别的目标。”

发债故事

 发行收益用于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项目，例如整
修发电厂和输电设施，安装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以
及为更有效地生产和利用能源的技术提供融资。

 2014年3月，国际金融公司成为首个在伦敦证券交
易所发行人民币计价债券的多边机构，从国际投资
者处募集了20亿人民币。国际金融公司还是首个设
立定期发行离岸人民币计价贴现票据计划的机构。

 独家安排行：汇丰。

发行离岸人民币绿色债券为中国气候友好型投资项目融资

来源：国际金融公司新闻稿，伦交所数据库，2014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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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ESG指南?
恰到好处的披露

不仅仅是“自愿 - 强制”

与现有国际标准接轨

形式主义走过场?

平衡小规模发行人

跨资产类别

投资者需要的信息

协调一致性和可比性

不能以一盖全

披露成本不能昂贵

不只限于已经上市的股权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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