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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月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摘要 

市场情况： 

2022 年 4 月，国内共 50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56 期，发行规模为

664.90 亿元。包括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34 只（316.34 亿元），绿色公司债

券 13 只（194.36 亿元），绿色企业债券 5 只（58.80 亿元），绿色金融

债券 4 只（95.40 亿元）。本月发行只数较上月环比减少 13.85%，发行规

模较上月环比减少 24.72%。 

政策动态： 

央行：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

的政策举措 

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金融行业标准，定义各类碳金融产品 

2022 年 4月绿色债券发行概览 

(1）4 月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情况统计 

2022 年 4 月，国内共 50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56 期，发行规模为

664.90 亿元，发行家数、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较上月（56 家、65 期、883.23

亿元）分别环比减少 10.71%、13.85%、24.72%，较上年同期（43 家，49

期，579.51 亿元）分别同比增加 16.28%、14.29%、14.73%。 

从各类债券发行数量和发行规模看，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只数及发

行规模最大（34 只，316.34 亿元），其次为绿色公司债券发行 13 只，发

行规模 194.36 亿元，绿色企业债券和绿色金融债券相对较少，发行数量

分别为 5 只、4 只，发行规模分别为 58.80 亿元、95.40 亿元。 

从规模增幅看，较上月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和绿色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分

别环比增加 27.17%、89.68%，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公司债券发行规模分

别环比降低 71.94%、26.23%；较上年同期，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债务融



资工具发行规模分别同比增加 377.00%、71.25%，绿色公司债券和绿色企

业债券分别同比降低 33.16%、30.00%。 

表 1  2022 年 4 月国内绿色债券[1]发行概览 

 

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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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月新发绿债发行成本情况分析 

2022 年 4 月，我国新发行绿色债券（不含资产支持证券[2]）中有 25

只拥有可比债券[3]，其中 18 只呈现成本优势，占比 72%。 

表 2  2022 年 4 月国内绿色债券（不含资产支持证券[2]）发行成本比较统

计 



 
注：[2] 资产支持证券包括银保监会 ABS、证监会 ABS 及交易商协会 ABN。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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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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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最高 

在 2022 年 4 月绿色债券发行市场中，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只数及发

行规模占比均为最高，以发行数量 60.71%、发行规模 47.58%的占比居于首

位，远高于第二位绿色公司债券，其发行数量占比 23.21%、发行规模占比

29.23%，绿色企业债券和绿色金融债券发行只数及发行规模占比相对较少，



其中，绿色金融债券发行数量占比 7.14%、发行规模占比 14.53%，绿色企

业债券发行数量占比 8.93%、发行规模占比 8.84%。 

 

 

注：外环代表发行数量占比，内环代表发行规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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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清洁能源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领域 

2022 年 4 月，在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途方面，根据《绿色债券支持项

目目录（2021 版）》绿色领域划分，已明确和可估算具体投向的绿色债券



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清洁能源领域、可持续建筑领域和绿色交通领域。其中，

清洁能源领域募集资金投放规模为 158.79 亿元，约占已明确和可估算具体

投向的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的 48.15%；可持续建筑领域募集资金投放规模为

65.05 亿元，约占 19.73%（计算方法上同）；绿色交通领域，募集资金投

放规模为 57.79 亿元，约占 17.52%（计算方法上同）。 

 

(3）AAA 级发行主体和 AAA 级债项具有显著优势 

2022 年 4 月，在具有发行主体评级的绿色债券中，主体评级主要集中

在 AAA 级、AA+级、AA 级，其中，AAA 级主体的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均具有

显著优势，占比分别为 58.93%和 49.57%；在具有债项评级的绿色债券中，

债项评级主要集中在 AAA 级和 AA+级，其中，AAA 级债项的发行数量及发行

规模远高于 AA+级债项，占比分别为 46.43%和 62.27%。



注：发行主体各级别数量及规模占比（左图）；债项各级别数量及规模占比（右图）。

外环代表发行数量占比；内环代表发行规模占比。 

(4）北京地区绿色债券发行规模远超其他省份 

2022 年 4 月共有来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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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只居于首位，其次为广东（7）和江苏（6）。从

发行规模来看，北京发行规模为 163.83 亿元，其次为上海（96.58 亿元）、

广东（80.73 亿元）。 

 

通过梳理各地发布的绿色债券激励措施发现，绿色债券发行规模与政

策激励措施呈正相关，促进了当地绿色债券市场规模的稳步扩张。 



 



(5）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2022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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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07%，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只

数的 48.21%，中央国有企业占总发行只数的 42.86%；从发行规模看，国有

企业募集资金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 89.32%，其中中央国有企业占总发行规

模的 53.96%，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规模的 35.36%。 

 

 

注：外环代表发行数量占比；内环代表发行规模占比。 

绿色债券累计发行情况 



2016年~2022年 4月，我国共有 679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1380期，

发行规模达 20401.54 亿元。 

 

表 3  2016 年-2022 年 4 月国内绿色债券发行情况 

注：绿色债券统计范围包括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含 ABN）、绿色金融债券（含

信贷 ABS）、绿色公司债券（含企业 ABS）、绿色企业债券。2021 年绿色债券统计

范围包含匈牙利国际机构债。平均发行期限为所有绿色债券（不含可续期债券和资

产支持证券）发行期限按照发行规模的加权平均数。 

2022 年 4月绿色债券政策动态 

央行：实现绿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形成具有可操作

性的政策举措。4 月 7 日，人民银行召开 2022 年研究工作电视会议。会

议指出，要以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为主线，继续深化转型金融研究，实现绿

色金融与转型金融的有序有效衔接，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举措。要以

新发展理念为指导，注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科创金融的融合发展，切

实推动改革政策落地落实，不断深化区域金融改革各项工作。 

证监会发布《碳金融产品》金融行业标准，定义各类碳金融产品。

4 月 12 日，证监会发布《证券期货业数据模型 第 4 部分：基金公司逻

辑模型》《碳金融产品》《面向老年人的证券期货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设计规范》《面向老年人的证券期货业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设计检测规范》

4 项金融行业标准，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碳金融产品》标准在碳金融产

品分类的基础上，给出了具体的碳金融产品实施要求，为金融机构开发、

实施碳金融产品提供指引，有利于有序发展各种碳金融产品，促进各界加

深对碳金融的认识，帮助机构识别、运用和管理碳金融产品，引导金融资

源进入绿色领域，支持绿色低碳发展。 

央行、外汇局出台 23 条政策举措 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4 月

18 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简称《通知》）。《通知》指出，要做好煤

炭等能源供应的金融服务，优化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合理

满足煤炭安全生产建设、发电企业购买煤炭、煤炭储备等领域需求，保障

电力煤炭等能源稳定供应。抓实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加大对大型风电光

伏基地及周边煤电改造升级的支持力度，在确保能源供应安全的同时，支

持经济向绿色低碳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