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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180）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

本文件参与起草单位：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北京国家金融科

技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

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航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绿色交易所有限公司、北京绿色金融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殷红、雷曜、吴蔚、杨娉、管晓明、张海燕、王湃涵、陈阳、贾其容、肖斯锐、

潘中宁、赵梦然、向飞、宗天华、耿艺宸、袁田、郭思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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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金融机构在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遵循的原则、披露的形式、内容要素以及各要素的原

则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资产管理、保险、信托、期货、证券等金融

机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3694—2013 风险管理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3694—201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投融资活动及其产生的环境影响有关，并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3.2

风险管理 risk management

在风险方面，指导和控制组织的协调活动。

[来源：GB/T 23694—2013，3.1]

3.3

风险量化 risk quantification

在识别风险来源及性质的基础上，运用定量分析方法测算风险及风险因子相互作用给机构经营及投

融资活动带来的各种可能结果，并以此支持经营决策的过程。

3.4

情景分析 scenario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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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设情况下对未来事件导致的各种潜在结果进行分析和评价的过程，通常用于分析极端事件给机

构经营带来的可能后果。

3.5

压力测试 stress testing

金融机构风险管理和监管分析工具，用于分析假定的、极端但可能发生的不利情景对金融机构整体

或资产组合的冲击程度，进而评估其对金融机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资本水平和流动性的负面影响。

3.6

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金融机构在经营活动和个人在消费等过程中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的集合。

注：通常以二氧化碳当量来表示。

3.7

绿色投资 green investment

以促进企业环境绩效、发展绿色产业和减少环境风险为目标，采用系统性绿色投资策略，对能够产

生环境效益、降低环境成本与风险的企业或项目进行投资的行为。

3.8

绿色融资 green financing

为支持发展绿色产业以及低碳经济、循环经济、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所进行的资金融通活动。

注：为表述简洁，术语3.7和3.8在正文中一般同时出现，简称“绿色投融资”。

4 披露原则

4.1 真实

金融机构宜尽可能客观、准确、完整地向公众披露环境相关信息。引用的数据、资料注明来源。

4.2 及时

金融机构可在报告期末以监管机构许可的途径及时发布年度环境信息报告。当本机构或本机构的关

联机构发生对社会公众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环境事件时，及时披露相关信息。

4.3 一致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测算口径和方法在不同时期宜保持一致性。

4.4 连贯

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的方法和内容宜保持连贯性。

5 披露形式与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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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披露形式

金融机构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取不同的披露形式对外披露，具体为以下三种形式：

a) 编制发布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

b) 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外披露。

c) 在年度报告中对外披露。

鼓励金融机构编制和发布专门的环境信息报告。

5.2 披露频次

鼓励金融机构每年至少对外披露一次本机构环境信息。金融机构宜根据绿色金融产品需要开展相关

信息披露。

6 披露内容

6.1 年度概况

金融机构报告年度内与环境相关的目标愿景、战略规划、政策、行动及主要成效。如自身经营活动

所产生的碳排放控制目标及完成情况、资源消耗、污染物及防治、气候变化的缓解和适应等。

6.2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治理结构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治理结构，包括以下层级：

a) 董事会层面设置的绿色金融相关委员会情况，其制定的本机构环境相关战略目标，对环境相关

风险和机遇的分析与判断，对环境相关议题的管理、监督与讨论。

b) 高管层层面设置的绿色金融相关管理职位或内设机构情况，该管理职位或内设机构的主要职责

和报告路线。

c) 专业部门层面在部门职责范围内贯彻落实绿色金融相关工作的情况和成效。

6.3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政策制度

金融机构遵循的环境相关政策制度，包括但不限于：

a) 金融机构制定的与环境相关的内部管理制度，特别是报告年度内实施的新政策和新举措。

b) 金融机构贯彻落实与机构相关的国家及所在地区的环境政策、法规及标准等情况。

c) 金融机构遵守采纳与机构相关的气候与环境国际公约、框架、倡议等情况。

6.4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产品与服务创新

金融机构开展的环境相关产品与服务创新，包括但不限于：

a) 金融机构开发的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的情况；以信贷类产品为例，披露内容可包括但不限

于产品名称、投放范围、创新点（还款来源、发放对象、利率、期限、用途等）、运作模式、

运行情况等。

b) 金融机构绿色产品创新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6.5 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流程

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的流程，包括但不限于：

a) 识别和评估环境相关风险的流程。

b) 管理和控制环境相关风险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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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的影响

6.6.1 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和机遇

环境相关风险和机遇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战略产生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a) 金融机构识别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环境相关风险和机遇。

b) 环境相关风险和机遇对金融机构业务、战略的影响。

c) 金融机构为应对环境影响所采取的措施及效果。

6.6.2 金融机构环境风险量化分析

金融机构宜通过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方法量化环境因素对金融机构自身或其投资标的产生的影响，

包括但不限于：

a) 开展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的实际情况或未来计划。

b) 开展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时所采用的方法学、模型和工具。

c) 开展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所得到的结论。

d) 对情景分析或压力测试结果的实际应用。

e) 上述应用所产生的积极效果。

6.7 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的环境影响

6.7.1 商业银行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商业银行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a) 概述整体投融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b) 行业投融资结构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c) 客户投融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d) 代客户管理的绿色投资资产及变动情况。

e) 绿色投融资政策执行效果。

f) 绿色投融资案例。

g) 绿色供应链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6.7.2 资产管理机构投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资产管理机构投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a) 概述整体投资情况，基于资产管理产品直接投资项目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情况和绿色投资规模

占资产管理产品投资总规模的比例，报告资产管理机构投资的环境影响。

b) 行业投资结构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c) 绿色主题资产管理产品发行或运作情况。

d) 绿色投资策略执行效果。

e) 督促被投资企业改善环境绩效及提高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情况。

6.7.3 信托公司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信托公司投融资所产生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a) 概述整体投融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b) 行业投融资结构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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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开展绿色信托业务所运用的绿色金融工具的投融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绿色金融工具包括

但不限于：绿色信托贷款、绿色股权投资、绿色债券投资、绿色资产证券化、绿色产业基金、

绿色公益（慈善）信托等方式。

d) 开展绿色信托业务所服务的绿色产业及其细分领域的投融资情况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e) 执行绿色信托政策的效果。

6.7.4 保险公司的承保活动所产生的环境影响

保险公司的承保活动产生的环境影响包括但不限于：

a) 将环境因素纳入风险管理，持续研究和监控气候变化等相关风险的情况。

b) 概述主要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的基本情况。

c) 绿色投资策略及执行效果。

d) 将保险资金投资于绿色投资产品及相关保险资金的运作情况。

e)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情况。

f) 除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外的绿色保险承保情况。

g) 鼓励披露协助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提升环境风险管理水平的相关情况。

h) 绿色保险产品与服务较之前年度的变动情况，并鼓励披露其对环境的影响。

6.7.5 环境风险对金融机构投融资影响的测算与表达

6.7.5.1 测算

金融机构投融资环境影响及风险量化测算可根据机构类别，披露以下内容：

a) 商业银行投融资环境影响量化测算。

商业银行可采取具有公信力的计算方法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计算自身的投融资环境影响。

对于典型节能项目与典型污染物减排项目，依据项目立项批复文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环评报

告中的节能减排种类和相应数据进行填报，若上述相关文件未给出相应节能减排量数据，则根据银保监

会规定的公式进行测算。

b) 资产管理机构投资环境影响量化测算。

资产管理机构采用的对拟投资标的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方法和体系，内容可包含该方法或体系的来

源（自行构建或第三方提供）、核心维度等信息。

c) 信托公司投融资环境影响量化测算。

信托公司可采取具有公信力的计算方法或委托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计算自身的投融资环境影响。

对于典型节能项目与典型污染物减排项目，依据项目立项批复文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或项目环评报

告中的节能减排种类和相应数据进行填报，若上述相关文件未给出相应节能减排量数据，则根据银保监

会规定的公式进行测算。

d) 保险公司承保活动环境影响量化测算。

保险公司采用的对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投保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的方法和体系，内容可包含该方法

或体系的来源（自行构建或第三方提供）、核心维度等信息。

6.7.5.2 表达

上述金融机构投融资活动对环境影响的定量指标可综合参考国务院、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生态

环境部、发展改革委、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等现行相关政策涉及的指标项目。

6.8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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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1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自然资源消耗

金融机构经营活动产生的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自然资源消耗包括但不限于：

a) 自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消耗的能源。

b) 自有采暖（制冷）设备所消耗的能源。

c) 营业、办公活动所消耗的水。

6.8.2 金融机构采购的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间接自然资源消耗

金融机构采购的产品或服务所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间接自然资源消耗包括但不限于：

a) 营业、办公所消耗的电力。

b) 营业、办公所使用的纸张。

c) 购买的采暖（制冷）服务所消耗的燃料。

6.8.3 金融机构采取环保措施所产生的环境效益

金融机构采取环保措施所产生的环境效益包括但不限于：

a) 开展线上业务、无纸化办公、建筑节能改造、鼓励员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等所节约或

替代的资源和能源消耗。

b) 为提升员工及社会大众的环保意识所举办的培训活动或公益活动的情况，包括活动次数、参与

人数及社会影响等。

6.8.4 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量化测算

经营活动环境影响量化测算包括但不限于：

a) 选择性披露机构经营活动的碳足迹以及全职雇员的人均碳足迹，包括耗水量、用电量、用纸量、

公务车耗油量等相关指标。

b) 金融机构宜对所采取的统计口径与测算方法进行说明。

6.9 数据梳理、校验及保护

金融机构数据梳理、校验及保护过程包括但不限于：

a) 定期对本机构环境相关统计数据质量开展梳理和校验工作，建立数据管理系统及流程，进一步

提升相关基础数据质量，保证数据以及对外披露信息的及时性、准确性。

b) 采用相应的技术手段，保证数据安全性和数据主体权益。

c) 建立应急预案，对可能发生的数据安全事件或数据安全事故，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

6.10 绿色金融创新及研究成果

金融机构绿色金融创新及研究成果包括但不限于：

a) 绿色金融创新实践案例。

b) 围绕绿色金融、环境风险分析等方面所进行的国内外各项研究及成果、未来展望。

6.11 其他环境相关信息

金融机构认为除上述内容外的其他适合披露的信息，例如金融机构的全球法人识别编码（LEI，Legal

Entity Identif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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