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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要点 

市场情况：  

2022 年 1 月新发行绿色债券 41 只，发行规模为 695.93 亿元，其中，碳

中和债发行 11 只，发行规模为 143.19 亿元。在“30·60”双碳目标政策

背景下，绿色债券市场同比去年 1 月出现爆发式增长，发行数量同比增加

233.33%，发行规模同比增加 611.00%。从市场参与主体来看，北京地

区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均位居首位，发行规模占全部绿色债券市场发行规

模的六成以上。 

 

政策动态：  

随着绿色债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部分发行人存在披露内容不规范等情

形。针对该情况，本月交易商协会发布了《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

信息披露自律管理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债券信息披露透明

度，促进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更好地服务于绿色金融发展，夯实绿

债市场基础。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发行概览  

(1）1 月我国绿色债券新发行情况 



2022年 1月，国内共 30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41期，发行规模为 695.93

亿元，发行家数、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较上月（58 家、63 期、893.05

亿元）分别环比减少 48.28%、34.92%、22.07%，较上年同期（9 家，9

期，97.88 亿元）同比增加 233.33%、355.56%、611.00%。其中，资

产支持证券（银保监会 ABS、证监会 ABS）新发行 3 单，发行规模为 39.43

亿元，发行单数较上月（7 单）环比减少 57.14%，较上年同期（1 单）

同比增加 200.00%，发行规模较上月（142.07 亿元）环比减少 72.25%，

较上年同期（3.685 亿元）同比增加 970.01%。 

 

新发行绿色债券涉及券种包括超短期融资债券、一般短期融资券、中期票

据、定向工具、商业银行债、政策银行债、公司债、私募债、企业债、资

产支持证券[1]。募集资金投向按照《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 年版）》

二级目录分类，主要集中在清洁能源（22 只，约 364 亿元）、绿色交通

（6 只，163 亿元）领域。 

 

表 1  2022 年 1 月国内绿色债券[2]发行概览 

 
 



 



注：[1] 资产支持证券包括银保监会 ABS、证监会 ABS 及交易商协会 ABN。 

[2] 绿色金融债券包含银保监会 ABS，绿色公司债券包含证监会 ABS，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包含交易商协会 ABN。2021 年 12 月绿色债券统计范围包含匈牙利国

际机构债，由于 21 中燃投资 SCP015（绿色）发行日与起息日跨年份，因此 2021

年绿色债券统计不包含此只债券，21 中燃投资 CSPP015（绿色）统计至 2022

年 1 月数据，下同。 

 

（2）1 月新发绿债发行成本情况 

2022 年 1 月，我国新发行绿色债券（不含资产支持证券[1]）中有 16 只

拥有可比债券，其中 13 只呈现成本优势，占比 81.25%。 

 

表 2  2022 年 1 月国内绿色债券（不含资产支持证券[1]）发行成本比较

统计 

 



注：可比债券为绿色债券起息日前后各十五天内起息的同期限、同级别、同券种的

非绿色债券，不包括中央汇金公司、中国铁路总公司发行的债券；短融及超短融按

其主体级别进行对比分析，其他债券按照债项级别；不包含可续期债券。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特征分析  

(1）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数量及规模均占比最高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数量及规模均占比最高。从发行只数

看，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以 46.34%的占比居于首位，其次为绿色公司债券，

占总发行只数的 36.59%。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企业债券发行只数相对较少，

分别占总发行只数的 12.20%、4.88%；从发行规模看，绿色债券总募集资

金规模为 695.93 亿元，其中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以 50.08%的占比居于首位，

其次分别为绿色金融债券、绿色公司债券，其募集资金分别占总金额的

25.72%、23.48%。绿色企业债券相对较少，仅占募集资金的 0.72%。 

 
 



 

注：外环代表发行数量占比，内环代表发行规模占比；统计方式与表 1 一致。  

 

(2）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领域仍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领域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仍为清洁能源和绿色交通领域。

从发行规模来看，绿色债券投向清洁能源领域约为 363.77 亿元，约占发行

总规模的 52.27%；投向绿色交通领域约为 163 亿元，约占总发行规模的

23.42%。 

 
 



(3）AAA 级发行主体和 AAA 级债项规模具有显著优势 

在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市场中，除未评级债券外，AAA 级发行主体和 AAA

级债项规模具有显著优势，占比分别为 58.54%和 39.02%，AA 级发行主

体和 AA 级债项次之，但悬殊较大，仅分别为 14.63%和 2.44%。

 

注：外环代表主体级别；内环代表债项级别。  

 

(4）北京地区发行绿色债券只数最多，规模最大  

2022 年 1 月共有来自 12 个省份的市场主体参与绿色债券市场建设，从发

行数量来看，北京以 14 只居于首位，募集资金规模为 465.19 亿元，规模

占本月总发行规模的 66.84%。 



 

 

(5）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从发行只数看，国有

企业发行数量占总发行只数的 92.68%，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只数的

43.90%，中央国有企业占总发行只数的 48.78%；从发行规模看，国有企

业募集资金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 95.98%，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占总发行规模

的 76.68%，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规模的 19.30%。 



 
 

 

注：外环代表发行数量；内环代表发行规模。  

 

 

 

绿色债券累计发行情况  



2016 年~2022 年 1 月，我国共有 626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1231 期，

发行规模达 18152.44 亿元。 

 

表 3  2016 年-2022 年 1 月国内绿色债券发行情况 

 

 

注：平均发行期限为所有绿色债券（不含永续债和资产支持证券[1]）发行期限按

照发行规模的加权平均数；统计方式与表 1 一致。 

 

 

2022 年 1 月绿色债券政策动态  

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健全绿色金融体系，

大力发展绿色信贷。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十四五”节能减排综

合工作方案》，方案指出要健全绿色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绿色信贷，支持

重点行业领域节能减排，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

项再贷款，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建立绿色贷

款财政贴息、奖补、风险补偿、信用担保等配套支持政策。加快绿色债券

发展，支持符合条件的节能减排企业上市融资和再融资。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绿色消费实施方案》（简

称“方案”）。《方案》要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引导银行保险机构规范

发展绿色消费金融服务，推动消费金融公司绿色业务发展，为生产、销售、



购买绿色低碳产品的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

便利性。稳步扩大绿色债券发行规模，鼓励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发行绿

色债券，更好地为绿色低碳技术产品认证和推广等提供服务支持。  

 

交易商协会：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披自律管理。1 月 17 日，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

自律管理的通知》（中市协发〔2022〕7 号）称，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

续期信息披露自律管理。通知要求，绿色金融债券发行人应严格按照中国

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 39 号文件及《通知》的要求，做好绿色金融债

券存续期的信息披露，按季度向市场披露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并于每年 4

月 30 日前披露上一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年度报告和专项审计报告。

发行人应重视对募集资金投向等情况的信息披露，按照《通知》附件中的

报告模板，完整披露报告期内绿色项目相关信息。  

 

交通部：推动研究绿色金融支持交通运输绿色发展相关政策。交

通运输部 1 月 21 日公布的《绿色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简称《规

划》）表示，建立以国家和地方政府资金为引导、企业资金为主体的绿色

交通发展建设投入机制。积极争取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国家低碳转型基金

等资金支持，推动研究绿色金融支持交通运输绿色发展相关政策。《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交通运输领域绿色低碳生产方式初步形成，基本实现

基础设施环境友好、运输装备清洁低碳、运输组织集约高效，重点领域取

得突破性进展，绿色发展水平总体适应交通强国建设阶段性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