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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2月绿色债券市场运行摘要 

市场情况： 

2022 年 2 月，国内共 23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24 期，发行规模为

639.55 亿元。包括绿色债务融资工具 13 只（174.20 亿元），绿色

公司债券 3 只（18.00 亿元），绿色企业债券 2 只（22.00 亿元），

绿色金融债券 1 只（300.00 亿元），资产支持证券 5 只[1]（125.35

亿元）。2 月受节假日季节性因素影响，发行只数较上月环比减少 41.46%。

发行规模较上月环比减少 8.10%。 

 

政策动态： 

《金融标准化“十四五”发展规划》 

《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的意见》  

《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施方案》  

《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政策》 

 

 

2022 年 2月绿色债券发行概览 

(1）2 月我国绿色债券发行情况统计 

2022 年 2 月，国内共 23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24 期，发行规模为

639.55 亿元，发行家数、发行期数和发行规模较上月（30 家、41 期、



695.93 亿元）分别环比减少 23.33%、41.46%、8.10%，较上年同期

（21 家，23 期，232.72 亿元）同比增加 9.52%、4.35%、174.82%。 

 

新发行绿色债券涉及券种包括超短期融资债券、一般中期票据、商业银行

债、一般公司债、私募债、一般企业债、资产支持证券[1]。从发行数量

和规模增幅看，绿色债务融资工具发行 17 只，发行规模 278.50 亿元，

规模环比减少 20.09%、同比增加 187.11%；绿色公司债券发行 4 只，

发行规模 39.05 亿元，规模环比减少 76.10%、同比减少 70.12%；绿

色企业债券发行 2 只，发行规模 22.00 亿元，规模环比、同比均增加

340.00%。绿色金融债券发行 1 只，发行规模 300 亿元，规模环比增

加 67.60%。 

 

在绿色债券资金用途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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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清洁能源（11 只，约 152.18 亿元）、可持续建筑（2 只、约 25 亿

元）、绿色交通（2 只，约 20 亿元）领域。 

 

表 1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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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月新发绿债发行成本情况分析 

2022 年 2 月，我国新发行绿色债券（不含资产支持证券[1]）中有 11

只拥有可比债券，其中 10 只呈现成本优势，占比 90.91%。 

 

表 2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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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绿色债券特征分析 

(1）受节假日季节性因素影响，绿色债券发行数量及规模均环比减少 

2022 年 2 月，受节假日季节性因素影响，发行只数较上月环比减少

41.46%，发行规模较上月环比减少 8.10%。从发行数量看，绿色债券总



发行数量为 24 只，其中，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以 70.83%的占比居于首

位，远高于第二位绿色公司债券 16.67%。绿色企业债券和绿色金融债券

发行只数相对较少，分别占总发行只数的 8.33%、4.17%；从发行规模

看，绿色债券总募集资金规模为 639.55 亿元，其中，绿色金融债券以

46.91%的占比居于首位，并且环比上月实现大幅增长，其次为绿色债务

融资工具，占总发行规模的 43.55%，绿色公司债券和绿色企业债券相对

较少，仅占募集资金的 6.11%和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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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能源为绿色债券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领域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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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清洁能源领域。从发行规模来看，绿色债券投向清

洁能源领域为 152.18 亿元，占发行总规模的 23.79%；投向可持续建

筑领域为 25.00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的 3.91%；投向绿色交通领域为

20.00 亿元，占总发行规模的 3.13%；投向资源综合利用领域为 12 亿

元，占总发行规模的 1.88%。  



 

 

(3）AAA 级发行主体和 AAA 级债项规模具有显著优势 

在 2022 年 2 月绿色债券市场中，从发行主体评级来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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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33%和 74.15%，

AA 级主体的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次之，但悬殊较大，占比分别为

12.50%和 4.53%；从债项评级来看，AAA 级债项的发行数量及发行规

模同样远超 AA+级债项，占比分别为 41.67%和 76.25%，AA+级债项

的发行数量及发行规模占比分别为 4.17%和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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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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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只居于首位，募集资金规模为 418.34 亿

元，规模占本月总发行规模的 65.41%，发行规模远超其他省份。  

 

 

(5）绿色债券发行主体仍以国有企业为主 

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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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67%，其中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

只数的 33.33%，中央国有企业占总发行只数的 58.33%；从发行规模

看，国有企业募集资金规模占总发行规模的 99.06%，其中中央国有企业

占总发行规模的 89.21%，地方国有企业占总发行规模的 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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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我国共有 633 家发行人发行绿色债券 1256

期，发行规模达 18821.99 亿元。 

 

表 3  2016 年-2022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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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2月绿色债券政策动态 

中国人民银行 市场监管总局 银保监会 证监会联合印发《金融标准化

“十四五”发展规划》（银发〔2022〕18 号）（简称《规划》）。《规

划》明确了金融行业标准化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重点任务

等内容。其中，“标准化支撑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作为重点任务之一，要

求加快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制定绿色债券募集资

金用途、环境信息披露和相关监管标准，完善绿色债券评估认证标准。不

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标准。支持建立绿色项目库标准，为绿色金融

与绿色低碳项目高效对接提供平台。加快制定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环境信

息披露标准。研究制定并推广金融机构碳排放核算标准。建立环境、社会

和治理（ESG）评价标准体系。建立可衡量碳减排效果的贷款统计标准，

完善绿色低碳产业贷款统计标准，协同构建全面反映金融支持生态文明建

设成效的绿色金融统计体系。探索制定碳金融产品相关标准，助力金融支

持碳市场建设。加快研究制定转型金融标准。持续推动国内外绿色金融标

准趋同，支持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印发《关于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体制机制

和政策措施的意见》（发改能源〔2022〕206 号）（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要完善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金融支持政策。探索发展清洁低

碳能源行业供应链金融。完善清洁低碳能源行业企业贷款审批流程和评级

方法，充分考虑相关产业链长期成长性及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贡献。创新

适应清洁低碳能源特点的绿色金融产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碳中和

债等绿色债券，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具有显著碳减排效益项目的支持；鼓

励发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等，支持化石能源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探索推

进能源基础信息应用，为金融支持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信息服务支撑。

鼓励能源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充分披露碳排放相关信息。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工业资源综合利用的实

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9 号）（简称《方案》）。《方案》提

出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建立工业绿色发展指导目录和项目库，支持符合条

件的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纳入项目库。发挥国家产融合作平台作用，开

展“补贷保”联动试点，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和商业可持续原

则给予工业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多元化信贷支持，支持符合条件的工业资源

综合利用项目申请绿色信贷和发行绿色债券，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完善

担保方式。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2 部门印发了《关于促进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若干

政策》（发改产业〔2022〕273 号）（简称《若干政策》）。《若干政

策》中提出金融信贷政策措施包括落实煤电等行业绿色低碳转型金融政策，

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 2000 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专项再贷款，

推动金融机构加快信贷投放进度，支持碳减排和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重大项

目建设。 

 

 

政策点评: 



在我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能源生产和消费相关活动碳排放占比较高，

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目前来看，绿色

金融已经为绿色能源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发挥了绿色金融的杠

杆作用，从能源生产和消费两端整体出发，控制并收紧涉煤行业的生产投

资性贷款，支持清洁煤、清洁油等传统能源清洁生产技术的研发和运用，

鼓励煤炭等产业的升级与改造，支持可替代能源开发使用，支持天然气、

风能、水能、太阳能、海洋能、生物能、地热能、氢能等清洁能源发展，

支持高效率能源消费技术的开发使用等。此外，绿色债券是应对气候变化

的重要融资方式和工具，其期限长和成本低等特点比较适合为清洁能源、

环保、节能等产业提供长期资金支持，未来可重点考虑以绿色债券作为可

再生能源融资的重要渠道和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