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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市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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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增长的可持续金融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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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可持续金融增幅

• 2021年，全球市场发行了超过1.6万亿美元的可持
续债务工具，迎来一个新的里程碑：可持续金融市
场自成立以来首次超过4万亿美元的体量。

• 与此同时，在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和其他活
动召开的背景下，各国政府再次承诺要动员公共和
私人市场的气候融资，并通过格拉斯哥金融联盟等
倡议，将私人参与者聚集在一起。

• 对高排放行业来说，可持续关联的贷款和债券是一
种更受欢迎的替代方案，这也是2021年ESG固定收
益市场增长最快的投资主题，据统计总额超过5300
亿美元，大约是2020年的四倍。

• 2021年符合可持续资质的债券和贷款详细分配如下::

➢ 绿色债券占比最高(38%)，价值6200亿美元，较
2020年增长了一倍

➢ 可持续关联贷款占第二位(27.5%)，价值4530亿
美元

➢ 社会债券占发行总额的13%，价值2100亿美元

近年来可持续金融的发行和借款一直在稳步增长。绿色债券和绿色贷款以外形式的发行和贷款规模不断增长，这也证明了可持续金融市场也越来越成熟。

全球可持续金融增幅 (45.28亿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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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发型的与可持续关联贷款呈指数增长

• 在2021年所有可持续挂钩的债务中，可持续关联贷款占第二位，达27.5%，总价值4530亿美元，金融(23%)、非必需消费品(13%)和公用事业(11%)占
当年按行业发行的可持续关联贷款的最大份额。

• 2021年，欧洲发行的可持续关联贷款最多，占48%(2240亿美元)，其次是北美，占36%(1640亿美元)，亚洲占12%(530亿美元)。

• 可持续关联贷款在2021年亚太地区的发行量比2020年增长了惊人的700%，总值近600亿美元，其中新加坡在同年亚洲发行的可持续关联贷款中占比最
高，达43%。

• 不断上升的环境和社会压力，以及市场监管或政府政策，促使更多公司发行可持续关联贷款

• 此外，ESG业绩数据等非财务业绩指标披露质量的提高，也有助于与可持续关联债务发行的增长

• 更新后的可持续关联贷款原则提高了产品的透明度和完整性，提高了KPI建立方式的复杂性，推动了发行可持续关联贷款越来越受欢迎

2021年按发行者分类的可持续关联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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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22年，跨国家实体的市场总发行量为4136亿美元
其中1207亿美元为在欧盟SURE*社会债券工具下发行

小于50亿

50-100亿美元

100-200亿美元

200-500亿美元

500-1000亿美元

大于1000亿美元

地区 每10亿美元

美国 241.6

加拿大 53.6

智利 36.3

墨西哥 19.0

巴西 17.1

秘鲁 4.8

危地马拉 1.2

阿根廷 0.9

哥斯达黎加 0.8

厄瓜多尔 0.7

哥伦比亚 0.6

多米尼加共和国 0.3

巴拉圭 0.3

巴拿马 0.3

斐济 0.184

地区
每10亿美

元

阿联酋 3.8

南阿拉伯联邦 2.8

沙特阿拉伯 1.8

以色列 1.0

埃及 0.8

巴林 0.6

卡塔尔 0.6

科威特 0.4

多哥 0.35

毛里求斯 0.34

摩洛哥 0.2

纳米比亚 0.02

塞舌尔 0.015

地区 每10亿美元

中国 258.8

日本 89.5

韩国 77.6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36.8

香港 28.8

印度 22.0

印度尼西亚 12.6

新加坡 10.6

菲律宾 5.6

马来西亚 5.1

泰国 4.6

台湾 3.8

越南 0.6

巴基斯坦 0.5

乌兹别克斯坦 0.2

地区 每10亿美元

爱尔兰 17.1

瑞士 13.9

卢森堡 13.3

奥地利 10.8

葡萄牙 7.9

波兰 7.0

土耳其 5.2

捷克 4.0

希腊 3.8

匈牙利 3.3

冰岛 1.8

斯洛文尼亚 1.4

塞尔维亚 1.2

安道尔 1.2

拉脱维亚 1.0

罗马尼亚 1.0

俄罗斯 0.9

乌克兰 0.8

格鲁吉亚 0.8

立陶宛 0.7

曼岛 0.5

泽西岛 0.4

斯洛伐克 0.4

爱沙尼亚 0.1

地区 每10亿美元

法国 328.5

德国 196.2

荷兰 139.5

意大利 85.8

英国 82.5

西班牙 76.3

瑞典 66.0

挪威 33.1

比利时 25.1

丹麦 19.1

费蓝 18.7

各地区的绿色/可持续性债券增幅
从树木到新芽：绿色债券正在全世界广泛普及

数据来源： Dealogic 和彭博社于 2022年2月28日所提供的数据
* SURE 全称为“紧急状态下减轻失业风险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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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债券发行趋势
2近年来在全球和亚洲市场，可持续金融的发行和借贷稳步增长。
而且从发行规模的增长以及发行形式的多样化趋势中可以看出，市场的表现也越来越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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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债券发行总额 (每10亿美元)

绿色债券、社会债券和可持续债券的发行分布

资料来源: , Dealogic 和彭博社于2022年2月28日提供的气候债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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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收益用途工具
可持续关联

绿色 社会 可持续 转型

指引

融资类别 债券 / 贷款 债券 / 贷款 债券 债券 债券 / 贷款

开始时间 2014 2018 2019 2020 2020

最近更新 2021 2021 2021 n/a 2022 (贷款)

目标

促进和支持在环境上可持续的
经济活动。

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活
动。

促进和支持环境和社会可持续
的经济活动。

根据《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
促进与气候转型相关的活动

促进和支持改善发行人层面的
可持续表现

适用/合资格
的项目

• 为新项目或现有合资格的“绿
色”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资

• 绿色债券/贷款原则列出了10
类绿色项目，包括但不限于
适应气候变化、清洁交通、
可再生能源、自然资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污染防治。

• 为新项目或现有合资格的“社
会”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资

• 社会债券原则列出了非彻底
的6类社会项目，包括可负担
的基础设施、可获得的基本
服务、经济适用房、通过中
小企业融资/小额信贷，创造
就业、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
发展/赋权。

• 为新项目或现有合资格的“绿
色”项目或“社会”项目提供融
资或再融资(符合条件的绿色
和社会项目见上一栏)

• 为“转型”项目提供融资或再融
资，以实现其气候变化战略

• 合资格的转型项目——这些
项目通常是特定于部门或由
领域所主导的项目，并与已
完善的科学方法和途径相结
合。

• 需要在以下方面披露更多发
行人层面的情况：公司的气
候转型战略和治理；商业模
式的环境重要性；“基于科学”
的气候转型战略要，包括目
标和路径;和推行的透明度

• 特定收益用途可以不与类别
挂钩，通常用于一般企业用
途。

• 公司的业绩与预定的可持续
性目标的对比会影响利率，
激励业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改善

• 通常包括根据工具和市场条
件的定价折扣或惩罚

可持续金融原则
我们将帮助客戶在不同的可持续类别中导航每个相关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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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银行至今已经制定了3个可持续金融框架……

我们的《绿色及可持续发展产品框架》列出了符
合资格并与“绿色”或“可持续发展”挂钩的主题及
活动。

该框架围绕绿色、社会和新冠疫情等类别分别列
出不同主题，并就渣打银行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方法(包括我们的立场声明)进行了进一步解释。

该框架已由Sustainalytics进行了审查。我们更与
它们保持紧密合作，每年更新。此外每年符合该
框架合资格类别的活动项目将被进一步细化，与
目前市场上的最佳方案保持同步。

而且该框架在子主题领域的分类方面和欧盟分类
法之间存在广泛的一致性

绿色和可持
续产品框架

我们的转型框架列出了与“转型”挂钩的主题和活动。

符合“绿色及可持续产品框架”的产品将继续与“绿色及可持
续债券框架”或“可持续”挂钩

转型框架还列出了有关治理的具体过程，详细解答我们将
如何应对不符合转型挂钩资格活动的资产。

该框架基于是基于国际能源署(IEA)所提出的2050年净零排
放愿景(NZE)而订立的。在该框架下渣打集团将致力实现
净零目标，以及我们的3000亿美元绿色和转型融资目标。

该框架每年将至少进行一次审查，紧跟全球科学和科技的
最新发展。目前，该框架仅应用于基于资产的评估。但我
们期待该框架的具体落实，共同见证咋实体中的发展

转型融资框架

我们的可持续债券框架已经收到了来自
Sustainalytics作为乙方的意见。

可持续债券框架与我们的绿色和可持续产品框架
紧密相连，我们也得以发行集团可持续债券。

它符合ICMA可持续债券原则，规定了特定收益
用途、项目评估及选择的过程、收益的管理和报
告。

我们每年都会结合绿色和可持续产品框架的最新
情况来更新可持续债券框架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行了三种集团可持续债券
(2019年发行了5亿欧元；2021年发行了5亿美元
和5亿欧元)。

可持续债券框
架

https://av.sc.com/corp-en/others/green-sustainable-product-framework.pdf
https://av.sc.com/corp-en/content/docs/Standard-Chartered-Bank-Transition-Finance-Framework.pdf
https://av.sc.com/corp-en/content/docs/sustainability-bond-framewor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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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集团的可持续金融价值主张

概述

▪ 渣打银行在伦敦、新加坡、香港、迪拜和内罗毕都设有专门的可持续金融团队，致力于开发各种创新解决方案。该团队汇集了我们在管理ESG风险、发
掘机遇和构建解决方案等多方面的专业经验与知识，积极推动影响融资。

▪ 我们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框架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互相呼应，并列出了我们作为一个组织所认可的可持续活动。它已经收到了来自
Sustainalytics的乙方意见。Sustainalytics是一家独立的审查机构，提供绿色、社会和可持续融资等原则的资质认证

产品配套
贷款 债券 储蓄 ESG咨询

• 绿色贷款:绿色收益用途

• 可持续挂钩贷款(SLL):价格与ESG绩效挂钩

• 转型贷款:针对采掘、化工和运输等温室气体

(GHG)密集型行业确实有资金需求来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的企业。

• 绿色债券: 为具有环境效益的新项目和现有项目融资

• 社会债券:指定提供给社会项目收益用途的项目

• 可持续债券:结合社会和绿色元素的债券

• 转型债券:针对采掘、化工和运输等温室气体(GHG)密集型
行业中确实有资金需求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企业。

• 可持续存款: *允许将客户资本与可持续资产相参照
的特定类别存款*

• 可经香港、伦敦、纽约和新加坡并以下列货币预订::

• 香港– 港币和美金

• 伦敦和纽约: 欧元、英镑和美金

• 新加坡 – 新加坡币和美金

• 支持我们的客户在环境和社会问题的主题情
况，提供具主题性和定制化的建议，比如：

• 环境、社会和治理评级顾问环境、

• 社会和治理KPI基准测试环境、

• 社会和治理策略咨询

• 气候风险

• 创建框架

衍生品 贸易金融 现金管理 碳交易
• 特定收益用途的ESG衍生品:对冲ESG融资带

来的市场风险的衍生品

• ESG绩效挂钩衍生品:将收益与ESG绩效挂钩

的衍生品

• 以可持续特定收益用途或可持续关联结构，支援客户贸易
融资:

• 进出口信用证

• 担保

• 供应商融资

• 应收账款服务

• 进出口发票融资

• 可持续账户：基金将用于为符合渣打银行绿色和可
持续产品框架的项目提供资金，自2022年生效

• 排放交易产品，将为客户在以下领域提供协
助：

• 交易

• 融资

• 投资减排/碳信用额

渣打银行长期通过我们的动态足迹支持可持续金融提发展。
我们坚信可以为客户提供创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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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债券以及贷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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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 / 贷款概述
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性融资工具(GSS, 比如债券、贷款、伊斯兰债券等)均是特定收益用途的工具，其收益将被分配用于资助绿色和社会性项目。GSS
工具均受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和贷款市场协会(“LMA”)等相关原则管辖。

资料来源: ICMA, 环境债券

符合资格的绿色项目(符合ICMA/LMA的绿色债券或贷款原则): 

污染防治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 洁净交通工具陆生和水生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的水利和污水管理 气候变化适应 生态效率产品等 绿色建筑
有生命自然资源的环境可持续管理

和土地利用

绿色债券/贷款所得款项将用于资助符合条件的绿色项目。

可持续债券将结合特定收益的绿色和社会用途。此外，可持续债券也会从可
持续发展目标(SDG)的角度出发，并结合可具体实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加以
落实。

绿色债券 社会债券可持续债券
(ICMA 可持续债券指引)

符合资格的社会项目
(符合ICMA/LMA的绿色债券或贷款原则): 

经济适用房

可获得的基础服务，如医疗保健、教育等可负担的基建项目

社会经济提升和赋权食品安全

创造就业机会

应被确定的社会目标人口

社会债券/贷款收益将用于资助为特定目标人口服务的合资格社
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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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社会和可持续债券 / 贷款概述(续)
绿色、社会和可持续性融资工具(GSS, 比如债券、贷款、伊斯兰债券等)均是特定收益用途的工具，起收益将被分配用于资助绿色和社会性项目。在这
些定义广泛的债券类型中，可能还有其他的可变项目/或是其他“主题”的债券，比如蓝色债券

绿色债
券

社会债券可持续债券

蓝色债券

• 由于蓝色债券暂时还没有被广泛接受的市场原则，所以一般遵循绿色债券原则

• 其特定收益将用于具有积极环境、经济和气候成效的海事或海洋基础项目

潜在的特定收益用途

✓ 可持续性管理和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包括恢复

✓ 减少海洋污染，包括控制海洋垃圾和营养物质污染

✓ 最小化并解决海洋酸化的影响

✓ 有针对性地规范捕捞和制止过度捕捞、非法捕捞、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和破
坏性捕捞行为

蓝色债券发行人

塞舌尔共和国 亚洲发展银行

资料来源: ICMA, 环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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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挂钩债券/贷款

特别推荐在基准测试不可用或缺乏与发行者相关的明确性能阈值的情况下使用

ICMA可持续挂钩债券原则/LMA/ APLMA/ LSTA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原则:

KPI选择 已经验证
可持续发展表现目标校准

(SPTs)
符合债券特征 需提交报告

案例分享： Enel –有史以来第一个可持续挂钩债券

确定1单元温室气体的
(GHG)排放范围(以每千
瓦时二氧化碳克数计

由外部验证者在验证当天
进行成效验证

2017 (基础线): 414
2023 目标: 148 (减少64%)
2030 目标: 82 (减少80%)

在参考日之后的利息支付
日，息票上涨25个基点

KPI将在年度可持续发展
报告中呈现

• 可持续挂钩债券(“SLB”)包括任意种类的债券工具，其财务或结构特征(息票等)可能会因发行者是否达到预定的可持续发展或ESG目标而有所不同。它是一种具
前瞻性的、基于成果而定的工具。

• 与其相似的，可持续挂钩债券(“SLL”)类似于一种标准，但其定价与一组特定的指标有所关联。价格的升降取决于我们的客戶是否实现可持续绩效目标(SPTs)。

• 所得款项可用于一般企业用途。

• SLB和SLL之间的核心区别是，SLB通常具有不对称的支付结构(仅息票递增)，而SLL如果在公司实现其可持续性绩效目标的前提下，可能具有定价优势(对借方
的息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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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债券

• 转型债券适用于以下公司：

• 温室气体密集排放行业或“难以减少排放的行业”，比如材料、采掘、化工和运输

• 那些目前没有(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可能没有)足够绿色资产来融资，但确实需要融资来减少其商业活动所产生温室气体足迹的行业

• 企业应该有一个全面减少排放并达致净零的“转型”策略

航运 航空 气体配送 发电适用领域 炼钢

• 一般来说，转型债券遵循特定收益用途的结构，并以绿色债券原则作为总体指导

• 除了遵循绿色债券原则的四大支柱理念之外，转型债券还应遵守ICMA气候转型金融手册中的建议披露

• 发行人的转型策略和管理(应与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相一致)

• 商业模式的环境重要性(与商业模式有重大关系的投资)

• 基于科学的目标和路径(应遵循现有的基于科学的行业相关减排指导)

• 执行透明度(应列出详细的资本支出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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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债券和贷款发行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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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 乙方意见/ 评审 收益

绿色，社会，可持续债
券 ()

可持续有关的债券

绿色贷款

可持续有关的贷款

主要客户决策途径

一般企业用途

必要框架 特定收益用途

可选框架 特定收益用途

一般企业用途

外部评审

执照评级

如果不设框架：外部评审

如果设有框架: 乙方意见

必要框架

发行者侧面策略

乙方意见

外部评审

无需矿机

ESG 评级

转型策略

乙方意见

有特定目标的外部评审

可持续金融结构分为两大类
1) 如果该融资的特定用途与可持续目标相关、且产生切实的特定社会或环境效益，则可对其进行评审和监测。虽然我们并不会总是要求企业列出可

接受的指导方针，但特定收益用途是需要在框架中列出，并通过乙方的意见进行验证。

2) 在与可持续相关的交易中，收益用途不是特定的，而是采取对预先商定可持续性KPI的绩效进行激励或抑制的结构。外部评审为此类目标的方法、
监测和报告提供第三方监督。

Source: Sustainalytics, 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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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可持续金融框架

• 绿色、社会、可持续、转型债券/贷款框架将与ICMA的绿色债券原则、社会债券原
则、可持续性债券指南、绿色贷款原则和社会贷款原则的其中一个或多个原则相结
合

• 除了详细列出不同的开支类别外，该框架还会列出内部管治，从而有助选择项目、
管理收益和管理报告的收益和承诺

绿色、社会和可持续转型债券/债券框架 可持续挂钩债券/贷款框架

• 可持续挂钩框架将与ICMA的可持续挂钩债券原则，以及LMA/APLMA/LSTA的可
持续挂钩贷款原则相一致

• 该框架将指定企业融资时可以匹配的ESG目标，以及明细选择目标的理由。另外
还将具体展示企业对报告进展情况和接受外部核查的承诺

在发行绿色、社会或可持续债券或贷款的过程中，需要起草一个符合相关市场原则的可持续金融框架(下称“框架”)，并获得乙方意见(SPO)或对框架
进行审查。

特定收益用途

项目评估和选择的过程

收益管理

报告 评审

选择KPIs

厘定SPTs

债券特点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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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报告 影响力报告

报告种类 • 已分配收益的项目和金额的清单和简要说明 • 量化项目/资产的气候、环境或社会影响的报告

是否强制需要 • 强制性
• 虽非强制性但是较为推荐；同时也为了满足市场最佳标
准和投资者的期望

具体思路
• 没有固定格式，但发行人可以就项目级别或项目组合/种类级

别提供报告
• 《ICMA影响报告协调手册》为每一合格类别的影响力
报告指标提供指南。

年度报告
• GSC债券和贷款：年度报告会强调将债券收益分配给预先定义的项目。如今影响力报告越来越受到发行人的重视，因为它向投资者提供有关其投资
外部性的正面信息

• 可持续关联债券和贷款：年度报告将根据具体的KPI和预先设定的目标突出业绩表现。这部分应该至少每年进行审计/外部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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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乙方意见供应商

供应商 Sustainalytics Cicero DNV GL Vigeo

SPO 服务详情
为发行人提供ESG评估和

框架分析
为发行人提供框架分析

为发行人提供ESG评估
和框架分析

为发行人提供框架分析 为发行人提供框架分析 为发行人提供框架分析

市场份额
(2021) 

最大供应商，占市场总额
的27%

第二大供应商，占市场总
额的18%

第三大供应商，占市场总
额的15%

第四大供应商，占市场总
额的10%

第五大供应商，占市场总
额的7%

第八大供应商，占市场总
额的5%

对于任何绿色/可持续债券来说，独立审查都是一个关键的“保健因素”。最常见的合作方案是在框架发行前引入乙方意见(SPO)和关于债券的发行后评
审报告。至少投资者会要求对发行前的框架进行评估。主要SPO供应商的比较如下：

启动会议 评估 反馈 最终定稿 传播 年度总结

梳理发行人的框架和可持
续目标

评估特定收益用途、治理
过程、KPI和报告承诺

在渣打集团的引导下与乙
方意见供应协商，确保框

架与乙方意见一致

收到已定稿的乙方意见 制作新闻稿，并在客户和
乙方意见供应商的网站上

发布

任何使用该框架并提供资
金的交易项目均可以进行

选择性审查

以上强調的乙方意见供应商已受香港金管局推出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GSF）所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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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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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集团全面支持加纳共和国在全球范围内首创主权国家的新局面：建立了一个兼具特定收益用途和可持续关联特征的框架。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有
主权国家发布可持续相关的框架。

加纳共和国的创新框架

可持续关联融资框架

绿色、社会和可持续融资框架 来自Sustainalytics’ 的乙方意见

KPI1: 高中毕业率

框架定义:在相关年龄组中，完成某一特定教育水平的最后一
年级的人数，除以同一年龄组的总人口

SPT 1:到2029/30年，高中完成率至少提高到75%(从2017/18为基准算
起)

KPI2: 人均医院床位

框架定义:医院病床数(包括产褥数)除以总人口，再乘以1万

SPT 2:到2030年，每1万人口的人均医院床位增加到14张，增加
54%(以2020年为基准算起）

2016/17
2017/18

(基准)
2018/19 2019/20

2029/30 (

目标)

高中毕业率 48.0 52.5 55.9 64.1 75

2016/17
2017/18

(基准)
2018/19 2019/20

2029/30 (

目标)

人均医院床位 9.68 10.05 9.98 9.07 14

能源效益可再生能源

洁净交通工具
可持续的水利和污水管

理

可持续土地利用和保护污染防治

绿色建筑气候变化适应

社会经济提升和赋权获得基本服务 可负担的基建项目

创造就业机会经济适用房 食品安全

KPI SPT KPI的优势 SPT的展望

KPI 1 – 高中毕业率 高中完成率至少提高到75%( 非常具竞争力 有雄心

KPI 2 – 人均医院床位
每1万人口的人均医院床位增加到
14张

具竞争力
有雄心

可持续关联工具

特定收益用途工具

Sustainalytics认为，加纳共和国的可持续金融框架是可信和有影响力
的，并与2021年绿色债券原则、2021年社会债券原则、2021年绿色贷
款原则和2021年社会贷款原则(“特定收益用途原则”)等四个原则的核心
部分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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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伊斯兰转型债券)案例分析
2020年10月，阿提哈德航空在其转型融资的框架下宣布了首个可持续关联的伊斯兰转型债券。此次发行是全球首次结合转型与可持续挂钩债券，也是
航空板块首次发行可持续挂钩或转型债券。
转型融资框架还包括一个特定收益用途框架和一个可持续关联框架。

特定收益用途框架

特定收益框架将资金分配给实现提高能源效率(如机队升级)和生物燃料研发的合格项目

 阿提哈德航空积极响应《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并于2019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可
持续发展委员会，加以厘定、推动和促进企业内的可持续发展工作。

 EU-ETS阿提哈德航空是CORSIA(隶属国际民航组织)和欧盟碳交易机制的签署国

 阿提哈德航空遵循以下减排路径:(i)可持续航空燃料，(2)自愿碳补偿(3)操作效率

 阿提哈德航空一直是化石燃料替代品的积极支持者，有报道称，该航空公司在2020年
已经运营了四架使用合成燃料的航班，其中包括一架标志性的“绿色客机”787

适用类别 简介 案例

能源效益 开发、制造或安装效益航空技术和产品，提高效益15%以上  投资下一代飞机并取代旧机队(如波音787-9和波音787-10)

研发包括生物燃料在内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提高燃料效率，减少至少
80%的直接排放

 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研究和开发
 并不包括：(a)从非RSPO认证的棕榈油中提取的航空燃料(b)与粮食生产竞
争的非废物生物燃料(c)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的生物燃料

阿提哈德航空的转型目标
短期目标

 根据2017年开始实施的EAG机队转型计划，到2025年减少客机机队
20%的排放密度(CO2/RTK) 

长期目标

 到2035年将2019年净排放量水平降低50%

 到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阿提哈德航空的长期目标比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目标更雄心勃勃：将
2050年将航空业的二氧化碳净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5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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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提哈德航空公司(伊斯兰转型债券)案例分析

可持续关联框架

阿提哈德航空承诺于2024年底对其客运和货运业务的碳密度KPI (CO2/RTK)进行评估。如果未能达到目标，阿提哈德承诺在现有CORSIA承诺的基础上购买额外的碳补偿。

2

适用类别 简介

KPI
CO2/RTK (整个机队–客运和货运)
每收入吨公里的碳排放量

可持续表现目标
(SPT)

客运机队为714 CO2/RTK，整个机队为574 CO2/RTK
 这表示到2024年，与2017年基准相比，排放强度减少约18%
 到2025年达到20%的减排目标

伊斯兰债券特征 阿提哈德承诺，如果达不到目标，将按照伊斯兰债券名义上的5-25
个基点的比例在CORSIA现有承诺的基础上购买额外的碳抵消。购买
的补偿将被取消使用

CO2/RT
K

669 656 643
616 603 590 576

563

682
666

651
620

605
590

574

559

869
847

825

780
758

736
714

692

804

500

600

700

800

900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2025

TPI国际承诺方案 EY客货运航线

EY乘客专用轨迹 当前仅EY乘客的成效

减少
~18%

减少
~20%

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巨
大影响，

2020年暂时
被取消

碳补偿购买(等值的伊斯兰债券名

义金额)

CO2/RTK 范围 (g/tonne Km)

起点 目标

25个基点 >736

20个基点 >730.5 736

15个基点 >725 730.5

10个基点 >719.5 725

5个基点 >714 719.5

阿提哈德到2024年的SPT轨迹超过了CORSIA的目标。以2010年为基准，到
2050年每年减少2%的排放密度，低于TPI的国际承诺情景

Vigeo Eiris是阿提哈德转型融资框架的乙方意见供应商，他们提供了以下评估:

特定收益用途:

 该框架与GBP的支柱理念完全一致

 ESG风险管理贯穿整个项目

 对研发可持续性的影响是具有深远意义的，而对机队升级的影响是有限的(这是因为衡量基准是绿色债券原则，因
为缺乏国际公认的转型债券原则)

可持续关联性:

 KPI关联性是优势的

 SPT的雄心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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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个与ESG挂钩的认购基金，其中包含所有三个ESG要
素，并具有碳补偿机制

• 霸菱亚洲私募基金是亚洲领先的私人投资公司之一，管
理超过230亿美元的资产并提供专业咨询服务

• KPI包括:
• 投资过程
• KPI多样性
• SBTi 承诺

20亿美金

制造厂中全球最大的SLL

可持续协调人

2021年11月

半导体制造商

USD3,200 Mn

霸菱亚洲私募基金

2021年10月

First GCNA SLL Fund 
Finance with Carbon 

Mechanism

Sustainability 
Coordinator, Original 

Lender

32亿美金

第一个GCNA SLL

碳机制基金融资

可持续协调人

原贷款人

• 全球制造行业最大的可持续关联贷款

• 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代工企业之一，深具市场主导地
位和领先技术

• KPI包括
• 温室气体排放
• 空气污染物排放
• 水质量
• 可再生能源占比逐步提升

2021 年八月

中国燃气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Sustainability-linked 
Syndicated Term Loan 

Facility

Mandated Lead Arranger 
& Bookrunner

USD900 Mn

可持续关联银团定期贷款

经授权的主要安排人和簿记
管理人

9亿美金

• 天然气行业里程碑式的可持续关联贷款

• 中国燃气是中国燃气销售总量排名前2位的城市燃气经
销商

• KPI 包括:
• 包括环境和社会KPI

USD505 Mn

日月光半导体

2021年7月

First Global SLL 
Semiconductor OSAT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Lender

5.05亿美金

全球首个SLL半导体OSAT

可持续协调人

• 全球第一笔可持续关联的半导体产业贷款

• 日月光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包半导体组装和测试
(OSAT)服务供应商

• KPI包括:
• 温室气体排放 (GHG)
•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评级 (DJSI)

2021年6月

9600万美金

GCNA的第一次海运交易

可持续关联的结构协调人和
授权的牵头安排人

中国船舶集团 • 第一项可持续关联的大中华和北亚航运融资

• 中船航运(香港)是中国第一家船厂附属租赁公司

• KPI包括:
• 船舶平均效率比
• 其他可持续发展指标

USD505 Mn

加纳共和国

2021 7月

First Global SLL 
Semiconductor OSAT

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

Lender

可持续金融框架

首个主权国家发布的可持续
关联框架

框架起草

• 第一个主权国家的可持续关联框架

• 加纳共和国位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

• KPI包括:
• 高中毕业率
• 人均医院床位

可持续关联贷款案例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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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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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别行政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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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 一般债券发行费用 第2部分 –外部评审费用

有效范围 2021年5月10日起，为期三年

合资格发行人

首次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人是指于该债券定价日前的五年内，未曾在
香港发行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的发
行人（在该五年内只曾发行非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的发行人亦符合申请资
格）

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人及贷款借款人，包括首次和非首次发行人及借
款人。

合资格债券

合资格债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已由认可的外部评审机构就该债券发行提供发行前外部评审服
务

• 于香港发行
• 发行金额最少达到 15 亿港元（或等值外币）
• 全数由金管局营办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托管及结算

或于香港联合交易所(SEHK)上市
• 在发行时，在香港向不少于 10 人发行(或向少于 10 人发行，

而其中并没有发行人的关联者)

合资格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已由认可的外部评审机构就该债券发行提供发行前外部评审服务
• 于香港发行（一笔债券有一半或以上的牵头安排行为认可安排
• 行，该债券会被视作于香港发行）
• 发行金额最少达到 1 亿港元（或等值外币）
• 全数由金管局营办的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CMU)托管及结算或

于香港联合交易所(SEHK)上市
• 在发行时，在香港向不少于 10 人发行(或向少于 10 人发行，而其

中并没有发行人的关联者)

合资格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 已由认可的外部评审机构就该贷款发行提供发行前外部评审服务
• 于香港发行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
2021年5月，香港金管局推出了全新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GSF），促进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活动。资助计划为期三年，共分为两部分：

1. 一般债券发行费用 （已或评级的发行人最高可达250万港元/未获评级的发行人最高可达125万港元）：涵盖合资格首次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人的债券发行费用
（例如：债券安排、法律顾问、审计、上市费用等）

2. 外部评审费用 (最高可达80万港元)：涵盖合资格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人和贷款借款人的外部评审费用（包括发行前外部评审和发行后外部评审或报告），首次和
非首次发行人和借款人均可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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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 – 一般债券发行费用 第2部分 –外部评审费用

资助金额

每笔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的资助金额相当于合资
格费用的一半，上限为：
• 250 万港元（如该笔债券、其发行人或其担保人具
金管局承认的信贷评级机构所给予的信贷评级
3）；或
• 125 万港元（如该笔债券、其发行人或其担保人均
不具备金管局承认的信贷评级机构所给予的信贷
评级）
每个发行人最多可为其两笔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
申请资助。

支付予认可的外部评审机构的全额合资格费用，每笔债券发行/贷款的
资助金额上限为 80 万港元。

合资格费用

• 香港安排行的费用
• 香港法律顾问的费用
• 香港核数师及会计师的费用
• 香港信贷评级机构的费用
• SEHK 上市费用
• CMU 托管及结算费用

（外部评审服务之相关费用由第二部分– 外部评审费
用涵盖。）

合资格费用包括所有以下与债券发行或贷款相关的外部评审费用：

• 发行前外部评审（例如认证、乙方意见、验证、 ESG 评分/评级、
保证、就设立绿色和可持续债券/贷款框架提供的咨询服务）

• 发行后外部评审或报告

申请手续

• 申请前查询：在债券/贷款发行前或发行后，牵头安排行/贷款人可作为发行人/借款人的代表，在提交正式申请前发送电邮至
gsfgs@hkma.gov.hk 向金管局作出申请前查询。如基于牵头安排行 /贷款人所提供的初步数据，该申请被认为符合本计划的申请条件，金管局
会发出申请前不反对通知。

• 正式申请：正式申请可由牵头安排行/贷款人于该债券/贷款发行后三个月内递交，而就发行后外部评审费用的申请则需于发票日期的三个月内
提交9。申请人可发送电邮至 gsfgs@hkma.gov.hk 向金管局索取发行人/借款人申请表格，安排行数据表格及外部评审机构数据表格。金管局
将每月审批有关申请。

备注

• 一笔债券有一半或以上的牵头安排行为认可安排行，该债券会被视作于香港发行。

• 债券安排活动包括债券发行及结构设计、准备法律及交易文件、销售及分配等活动。

• 一笔贷款至少一半的贷款额由香港的贷款人借出，该贷款会被视作于香港发行。

• 金管局承认的信贷评级机构为：惠誉评级、穆迪投资者服务、评级投资情报中心和标普全球评级。

• 已由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的其他资助计划所涵盖的费用不符合申请资格。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资助计划（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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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Regulatory Disclosure:-

Banking activities may be carried out internationally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ts branches, representatives, any of its relevant
holdings companies, subsidiaries, related corporations and affiliates (collectively the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in any jurisdiction
according to local regulatory requirements. With respect to any jurisdiction in which there is a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entity, this
document is distributed in such jurisdiction by, and is attributable to, such local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entity. Recipients in any
jurisdiction should contact the local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entity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s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document. Not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provided by all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entities.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on our
regulatory disclosures and the financial standards we adhere to, please visit:- https://www.sc.com/en/regulatory-disclosures.

Risks related to LIBOR Discontinuation and Benchmarks:-

For information about LIBOR and the risks related to the use of benchmarks in loans and in debt securities, please see
https://www.sc.com/en/banking/libor/ and https://www.sc.com/en/banking/libor/risks-related-to-benchmarks/.

Subject Companies:-

Standard Chartered Group makes no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of any kind, express, implied or statutory regarding this document or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or referred to in this document.

Market-Specific Disclosures: If you are receiving this document in any of the markets listed below, please note the following:

Australi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as the following Australian Registered Business Number (ARBN: 097571778) and is the holder
of an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ce (No: 246833). Australian counterparties should note that this document was prepared for
“wholesale clients” only within the meaning of section 761G of the Corporations Act 2001 (Cth) (Act) and the Corporations
Regulations. This document is not directed at persons who are “retail clients” as defined in the Ac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is exempt from the requirement to hold an Australian financial services licence under the Corporations Act of Australia in
respect of the financial services it provides.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is regulated by the Hong Kong Securities
and Futures Commission under the laws of Hong Kong, which differ from Australian laws.

China: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China by, and is attributable to,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China) Limited which is mainly
regulated by China Banking Regulatory Commission (CBRC),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Foreign Exchange (SAFE) and People’s Bank of
China (PBoC).

European Economic Area: In German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G, a subsidiary of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s authorised by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and supervised by the Federal Financial Supervisory Authority (Bundesanstalt für
Finanzdienstleistungsaufsicht-“BaFin”) and the German Federal Bank (Deutsche Bundesbank). This document is directed at persons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G can categorise as Eligible Counterparties or Professional Clients (such persons constituting the target
market of this communication following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G’s target market assessment) as defined by the Markets in
Financial Instruments Directive II (Directive 2014/65/EU) (“MiFID II”) and the German Securities Trading Act (“WpHG”). No other
person should rely upon it. In particular, this is not directed at Retail Clients (as defined by MiFID II and WpHG) in the European
Economic Area. Nothing in this document constitutes a personal recommendation or investment advice as defined by MiFID II and
WpHG.

Hong Kong: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Hong Kong by, and is attributable to,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Hong Kong)
Limited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Hong Kong Monetary Authority.

India: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India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ndia) which is a scheduled commercial bank licensed
by the Reserve Bank of India (RBI) and holding registration as merchant banker with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 (SEBI).

Japan: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to the Specified Investors, as defined by the Financial Instruments and Exchange Law of
Japan (FIEL), for information only and not for the purpose of soliciting any Financial Instruments Transactions as defined by the FIEL
or any Specified Deposits, etc. as defined by the Banking Law of Japan.

Korea: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Korea by, and is attributable to, Standard Chartered Securities Korea Limited which is
regulated by the Financial Supervisory Service.

Singapore: This document is being distributed in Singapore by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Singapore) Limited (UEN No.:
201224747C) only to Accredited Investors, Expert Investors or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defined in the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Chapter 289 of Singapore. Recipients in Singapore should contact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Singapore) Limited in relation to any
matters arising from,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document.

South Africa: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s licensed as a Financial Services Provider in terms of Section 8 of the Financial Advisory
and Intermediary Services Act 37 of 2002.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s a Registered Credit Provider in terms of the National Credit Act
34 of 2005 under registration number NCRCP4.

UAE (DIFC):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SCB DIFC) having its offices at 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uilding 1, Gate Precinct, P.O. Box 999, Dubai, UAE is a branch of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and is regulated by the
Dubai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 (“DFSA”). This document is intended for use only by Professional Clients and is not directed at
Retail Clients as defined by the DFSA Rulebook. In the DIFC, we are authorised to provide financial services only to clients who qualify
as Professional Clients and Market Counterparties and not to Retail Clients. As a Professional Client, you will not be given the higher
retail client protection and compensation rights and if you use your right to be classified as a Retail Client, we will be unable to provide
financi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to you as we do not hold the required license to undertake such activities. In respect of sukuk
transactions,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is acting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its Global Shariah Supervisory Committe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Standard Chartered Bank’s Global Shariah Supervisory Committee is currently available on the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website in the Islamic Banking section at http://www.standardchartered.com/en/banking-services/islamic-banking/shariah-
supervisory-committe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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