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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出版物中使用的照片是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与Cristina Mittermeier合作拍摄。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承认：Cristina Mittermeier对所有使用的照片拥有所有权。
封面图片：
南极洲 | 照片由Cristina Mittermeier提供 cristinamittermeier.com
海冰是我们星球的心脏，海冰的生长与消融控制着全球气候，并且驱动着世界各地的
洋流持续循环。随着冰层的形成，大部分盐分会被过滤到冰层以下，随着盐分密度的
升高而下沉，冰层下的水沿着海洋底部流向赤道，而海洋表面的水则从赤道流向两
极，这一系统被称为全球“输送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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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扭转形势：如何用讲故事的方式将金融领域的优先性转向气候
变化解决方案。
在野生生物仍然繁衍生息的最后一个原始角落漫步，是少数幸运儿的荣幸：科学家、
冒险家、探险家，当然还有摄影师。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深知，尽管这个星球上的大多
数人可能永远不会感受到北极空气亲吻他们的脸颊，不会看见天空中炫目耀眼的北
极光，也不会听见座头鲸在遥远海洋中拍打海面的声音，但通过图像和故事，我们都
能感觉到地球运行的系统：我们的自然资本。
从经济到生态系统，从产业到生物多样性，我们所有人都相互关联。在此诚邀你思考
一个为当今世界打造的新愿景⸺全社会所有利益相关方将齐心协力，保护野生物种
和神圣生境⸺保持它们不被影响，从而使它们能够保持野生状态，并履行生命存在
所必需的功能。这些野生生态环境对维护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发挥着关键作用，它们吸
收二氧化碳和产生氧气以缓解之如气候变化与疾病的威胁；它们将充当地球的碳银
行，使得碳安全地存在于现有生态系统以及栖息其间的生物中，而不是被变现来满足
少数人的贪欲。
作为摄影师，我们努力创作视觉故事，以此礼赞自然，以谦卑的态度向作为我们灵感
来源的生物致敬。讲故事很重要，因为在使我们的星球回到“碳平衡”状态的过程
中，我们时常遭遇否认和漠视。我们需要在叙述方面做出给人以希望、鼓舞人心的改
变，这种改变将创造一种充满兴奋、蕴藏无限可能的典范，来鼓励世界各地的人们保
护、修复和重建最宝贵的资产之一⸺海洋。
第26次缔约方大会推动各国进一步关注气候变化这一关键议题，宣布对建立碳中和
世界的新承诺，为所有人提供可再生能源的梦想正在成为现实。朝着这个方向迈进
时，我们必须谨记，海洋是地球上最大、最重要的生态系统，提供了至少四分之一的脱
碳解决方案。然而海洋污染、生境破坏、变暖、酸化和海洋资源的过度开发正在导致
其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当下，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金融机构必须将目光投向蓝色经济的
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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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十年前，建设蓝色经济的想法还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概念，没有人认真对待。
而如今，据估计，全球蓝色经济的总增加值为1.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该数字将
翻一番，这也催化了到2030年保护全球30%海洋的目标。金融机构为海洋相关行业
提供所需的融资、投资和保险，意味着今天做出的金融决策将影响子孙后代的生活
和生计。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及其所附指导文件（如本文件）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稳健有
效、资源丰富、便于使用的方法，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即刻扩大对世界海洋相关产业的
积极影响，减少负面影响。为了帮助实现这些目标，我将自己拍摄的照片贡献给了本
指南，希望其中讲述的故事能够启发所有读者：由于地球表面的70%被水覆盖，我们
需要保护的重心是“海洋”，而非“陆地”。
自然摄影师的工作是讲述建立同理心的故事；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希望让人们更好
地意识到作为一个人，需要承担怎样的责任。我的照片能够证明，地球上曾经存在过
的每一种生物的历史也存在于我们的内心。拥抱我们的责任，用真诚的态度管理地球
上有限的资源，这是我们力所能及之事。这种责任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我们，我们与
地球的所有其他物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有义务充当其他生命形式的守护者。
作为摄影师，我们渴望与他人分享我们的激情，与此同时，还确保我们拍摄的所有野
生动物和所有原始生境都保留着自然野生风貌。
现在是时候在日常生活中转变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了：必须将行动落实到我们的财
务决策、政策行动、媒体、教育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作为摄影师，如果我们的故事和
图像能够将这个世界上新萌生的雄心壮志转化为切实的承诺和行动，我们完全有理
由心怀希望。

Cristina Mittermeier
SeaLegacy和Only One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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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M
BRI
CAPEX 
CGFI 
CTI 
DFC
DPSIR
DRR
DRS
EEA
EEZ
EPR
ESG
ETP  
EU
FI
FMCG
GDP
GHG
GRI
IFI
IPCC 
IRS
ISIC
IUCN
LMIC
MSW
MSWM 

管理资产额 
“一带一路”倡议 

资本支出
英国绿色金融与投资中心
气候转型指数
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
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
减少灾害风险
押金返还制度
欧洲环境署
专属经济区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环境、社会和治理
濒危、受威胁和/或受保护
欧盟
金融机构
快速消费品
国内生产总值
温室气体
全球恢复力指数
国际金融机构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
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中低收入国家
城市生活垃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

MUP
NbS
NDCs
NGO
O&M
ODA
OECD
OPEX
PPP
PRB
PRI
PR
PS
PSI
RISCO
SBE
SBEFP
SDGs
SOE
SUP
SWM
TNC
UNEP
UNEP FI 
UNFCCC
WaRM
WWSID
WWF

可重复使用的塑料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国家自主贡献 
非政府组织
运维
官方发展援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运营支出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负责任银行原则
负责任投资原则
生产者责任
产品监管
可持续保险原则
修复保险服务公司
可持续蓝色经济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国有企业
一次性塑料
固体废弃物管理 
大自然保护协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废弃物和资源管理
Wasteaware世界投资需求调查
世界自然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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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表面的大部分都被海洋覆盖，海洋容纳着地球上97%的水资源和80%的生命
体。废弃物管理和沿海基础设施等主要海洋细分行业共同构成了“蓝色”经济。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估计，2010年全球蓝色经济的总增加值为1.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蓝
色经济产值将增长到3万亿美元，部分海洋产业的增长速度将超过全球经济增速。
然而，海洋健康正在受到威胁，正面临着气候变化、自然 失和污染三重危机，这
些威胁使行业、企业和生计暴露于风险中。然而，现有资金仍然主要流向不可持续
的行业和活动中，与海洋相关的行业亟需迅速向可持续发展过渡。
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在为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提供融资方面发挥着关键
作用。通过提供融资促使转型，这些机构能够帮助重建海洋繁荣和恢复海洋生物多
样性。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承保和投资活动及其客户关系，可对海洋健康产生重大
影响，有能力加快海洋相关产业的可持续转型并将其纳入主流。
本报告是2021年初发布的《扭转趋势》（Turning the Tide）的后续指南，是金融机
构活动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转型的实用工具包。指南重点介绍在向蓝色经济转
型中的公司或项目提供融资时，如何减轻和规避对环境和社会的风险和影响并充分
利用机会。
另外，我们选取了与金融行业联系密切的两个主要的海洋细分行业，对如何处理与
以下领域相关的金融活动提供了易于执行的指南：
■           沿海基础设施和韧性；
■           废弃物预防和管理。
本指南详细列出哪些活动可作为最佳实践，哪些活动应当提出质疑，以及哪些活动
由于其破坏性质而需要完全规避。

执行摘要

https://oceanservice.noaa.gov/facts/oceanwater.html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the-ocean-economy-in-2030-9789264251724-en.htm
https://www.oecd.org/environment/the-ocean-economy-in-2030-9789264251724-en.htm
https://www.unepfi.org/publications/turning-the-t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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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南以《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为基础，后者是蓝色经济领域融资活动的基
础。这些原则的广泛应用将确保海洋金融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实现盈利与环境和
社会管理的结合。
本指南是对现有框架和文献的补充，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的《负责任银
行原则》（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Banking，PRB）和《可持续保险原则》（Princi-
plesﾠforﾠSustainableﾠInsurance，PSI），以及《负责任投资原则》（Principles for Res-
ponsible Investment，PRI），可配合其姊妹出版物《涨潮：描绘海洋金融新十年》（The 
Rising Tide: Mapping Ocean Finance for a New Decade）共同阅读。该出版物探索
了成功应对海洋可持续性问题的当前趋势、框架及金融工具，重点介绍了市场上的
新机遇和障碍。

https://www.unepfi.org/blue-finance/the-principles/


导言

印度根尼亚古马里 | 照片由Cristina Mittermeier提供 cristinamittermeier.com印度根尼亚古马里（Kanyakumari）的一艘小船驶入晨光中出海捕鱼，为当地村庄和家人提供食物。该地区的鱼类数量和大小都不如以往。尽管与陆地紧密相连，但人类从诞生之初就从海洋中获益。现在，我们应当明白，人类与海洋荣辱与共。我们必须悉心守护海洋⸺地球上的生命之源。

https://cristinamittermeier.com/


背景
众所周知，海洋是行星系统的重要驱动力，是经济活动、生计和粮食安全的来源。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ﾠPanelﾠonﾠClimateﾠChange，IPCC）
2019年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中提到：

“除了在气候系统内承担如对于自然和人为产生的CO2和热量的吸收与再分配等
作用，以及对生态系统的支撑作用以外，海洋和冰冻圈可向人类提供的服务还
包括食物和水供应、可再生能源以及对健康和福祉、文化价值、旅游、贸易和运
输的效益。海洋和冰冻圈的状况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个方面都相互关
联。” 
IPCC 2019

与此同时，全球海洋健康正受到人类活动的威胁，人类活动影响气候变化、污染和自
然 失，现有融资主要流向不可持续的行业和活动。可持续海洋的融资一直十分有
限。2017年，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下生物）在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中获得的官方发
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最少（Pincet等ﾠ2019）。然而，人
们对海洋提供的重要服务和资源的意识正在日益增长，同时人们也认识到海洋健康
的持续恶化将抑制繁荣发展（Laffoley等 2019）。
为应对这一挑战，金融领域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特别是《可持续蓝色经济
金融原则》（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Finance Principles，SBEFP，“原则”）的发
布，对何为健康和有韧性的海洋融资进行了定义1。这些原则是为银行、保险公司和投
资机构提供的首个可持续蓝色经济（Sustainable blue economy ，SBE）融资全球指
导框架。“原则”旨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落实。此外金融行业还制定了专门针
对海洋的指导原则，支持金融行业将海洋相关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纳入主流。“原则”
由欧盟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WWF）、世界资源研
究所和欧洲投资银行制定。
为了促进“原则”有力落实，并助力将宏远目标转化为行动，2019年在卢森堡举行的
可持续金融地区圆桌会议发起了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倡议。这一新平台由联合国环境

17深度探索：金融、海洋污染和海岸带韧性导言

1 此处和本文件中定义为用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资本，可以来自银行、投资机构或保险公司提 供的投资、保险或其他金融服务。



关于本指南
“原则”为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关的金融决策提供信息框架。如果“原则”得到广泛采

纳，将有助于转变海洋资产的使用和管理方式，从而确保健康和有韧性的生态系统，保
障未来的环境、社会和经济韧性，同时促进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发展。然而，进一步
提供针对特定行业的指南、工具和指标成为促使金融机构拥有采纳并执行“原则”所需
资源的关键，并对向可持续蓝色经济和海洋的健康过渡产生实质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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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什么是可持续蓝色经济？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将可持续蓝色经济定义为“为今世后代提供社会
和经济效益；恢复、保护并维护多样性的、多产的且有韧性的生态系统；并以清
洁技术、可再生能源和循环材料流动为基础的经济”。可持续蓝色经济是以循
环性、协作、韧性、机遇和相互依存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它以对降低碳排放和污
染、提高能源效率、利用自然资本力量的投资，以及这些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包
括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惠益为增长动力。在海洋和沿海环境中不可持续的经
济活动在本文件中称为蓝色经济。 
根据这一定义，在本文件中，可持续蓝色经济是更加宽泛的蓝色经济的目标，
因此不包括不可再生的采掘业（如近海油气及深海采矿）以及其他行业的不可
持续做法。

2 金融机构（FI）是从事存款、贷款、投资和货币兑换等金融和货币交易业务的公司。在本文件中包括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

规划署的金融倡议（UNﾠEnvironmentﾠProgrammeﾠFinanceﾠInitiative，UNEPﾠFI）主
导，引导金融倡议（FinanceﾠInitiative，FI）的参与者2与科学家、企业及民间社会合作。
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倡议的目的是促进“原则”的通过与执行，确保“原则”对全球金
融机构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该倡议的宗旨是：
■          积极影响海洋相关的主流投资、保险和贷款，从而为推动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发展提供 
     支撑；
■           促进金融行业参与并采取实际行动，采纳并执行“原则”，以打造可持续蓝色经济，并
     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14的雄心；
■          为保险公司、贷款人和投资者制定切实的行动和产出，使贷款、保险和投资决策与海
    洋健康相统一。



专题2：何为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
金融机构能够在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必须明确界定可
持续蓝色经济金融的含义。本指南将其定义为“主要通过在金融决策、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框架和报
告方面运用《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的方式参与或支持可持续蓝色经济发
展的金融活动（包括投资、保险、银行和配套中介活动）。”
因此，它既包括直接用于投资可持续蓝色经济项目（如投资于具体项目）的资
金，也包括用于支持更广泛地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的金融活动/资本（如金融机
构为化解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的风险、促进投资或使之进一步主流化而开展的
活动）。
融资是否可持续取决于金融机构的活动和决策，而非对金融机构本身的道德
或价值评估⸺前提是其在决策时遵守《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和行业指
南。因此，根据上述条件，大公司为可持续航运融资而发行债券是可持续蓝色
经济的有效金融工具。投资社区管理渔业的影响力基金同样如此，并不是说其
中一项“更好”或“更加可持续”。

本指南以《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及其精神为直接基础，寻求在可持续蓝色经济
的各个行业中更为细致地应用这些原则。本指南的目的是向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
司提供针对特定行业、有助决策的信息，说明如何减轻和规避环境和社会的风险与影
响，并在向蓝色经济公司或项目提供资本时最大限度地利用机会。本指南为第二版，
在第一版《扭转趋势》（UNEP FI 2021）的基础上更具行业针对性，对蓝色经济新增
的两个行业提供真知灼见：
■           沿海基础设施和韧性；
■           废弃物预防和管理。
选择上述行业的原因在于其规模和性质，以及两者在经济发展和环境与社会影响方
面发挥的核心作用。

预期受众
本指南的主要受众是目前或有计划将来活跃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的金融机构（银行、
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本指南旨在为这些机构提供一个初步框架，用于审视其投资
组合中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和蓝色经济相关风险的体现方式。鉴于主题的广泛程度以
及可持续发展对各类利益相关方的重要性，本指南对公共部门、政府间组织、学术
界、民间社会和工商业界也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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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1、发现

3、影响和风险4、标准

和风险总清单
2、压力、影响

专家访谈
文献

综述

指南

图1：指南编制流程图

本指南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编制。“发现”阶段（图1第1点）主要基于广泛的文献查阅
和专家访谈，根据最新科学研究，“发现”阶段识别了行业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避免
与现有相关资源的重复。根据修订后的DPSIR3框架对影响进行了识别，框架涉及了
各行业产生影响的驱动因素，这些驱动因素对环境和社会施加的各种压力，以及这些
压力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各行业的压力不同，但对所有行业的影响是共同的，进而针
对各行业设计了融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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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PSIR（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是一个系统性研究影响并描述人类活动与影响之间关系的框架。通过此框架，能够更准确地理解和评估人类活动如何影响环境。此框架模型最初由荷兰国家公共卫生及环境研究院开发，随后被欧洲环境署（European Environment Agency，EEA）采纳（法国海洋开发研究院（IFREM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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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明确了对环境和社会的共同影响的含义，概述每一种影响，并举例说明该影响在实际生活中的体现。随后制定了各行业压力和影响
的总清单（图1第2点）。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或减 少，包括 濒 危 物 种、受威胁物种和保护物种的消失

特定物种的种群数量或整个物种因人为影响而 失或减少。包括《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规定的濒危、受威胁和受到保护（Endangered,ﾠthreatenedﾠandﾠprotected，ETP）物种和适用管辖范围内的保护物种。

可能由过度捕 等直接过度利用引起，也可能是其他影响间接造成的后果，例如污染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一项尤为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是气候复原力（如通过沿海防洪），复原力的丧失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适应能力有着密切关系。

可能由疏浚或拖网捕 对海底造成的暂时影响引 
起，也可能由建筑工程（如海堤）造成的永久性变化 
造成。

动物权益的 害包括对各种生物体的应激源，通常由污染造成，包括来自船舶和建筑活动的噪声污染。

生态系统带来特定效益的能力的丧失或减少。此类效益称作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氧气生成和固碳等供给服务，以及气候调节服务。

生命所依赖的物理环境的变化。

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和养殖动物个体健康的影响。此项影响是对研究动物群体和物种的生物多样性影响的补充。这些影响密切相关，且往往同时出现。

生态系统韧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损失

沿海和海洋生境的损失或退化

动物权益的损害

表1：影响定义表
环境影响 说明 示例



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的变化

侵犯人权，包括原住民社区的权利

温室气体（Greenhouseﾠgas，GHG）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人类活动在多个方面影响着气候，以及提供复原力或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此项影响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到大气中，导致大气浓度升高并使气候产生变化。

生物地球化学变化的后果⸺海洋内部在调节地球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自然过程，如水、碳和氮循环。此过程依赖于水化学，而海洋生物在这些循环中也发挥作用。因此其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密切相关。尽管两者后果不同，此项影响侧重于地球化学调节过程。

特定行业发展或融资过程中对任何人权的侵犯，包括原住民社区的权利，包括具体而明确的侵犯人权行为，也包括更为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如社会群体和性别不平等的影响。

由多种人类活动造成，包括建造新海堤或废弃物焚烧等废弃物管理活动所产生的排放。

可能由影响海洋生物地球化学的特定污染物随不受控的废弃物进入环境导致。

捕鱼或航运中的现代奴隶制属于侵犯人权行为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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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影响 说明 示例



开发 活 动 对 个人 或 社 区 获 得及 维 持 生计 能 力 的影响 。

一项活动因开发而对个人或社区造成的短期和长期身体健康影响。

与侵犯人权影响密切相关，但此项影响专门研究某一行业的发展加剧或造成社区内部和社区之间以及个人之间的机会不平等情况。

蓝色经济某一行业的发展或运营导致社区感知到的文化价值下降。此项影响不同于经济影响，包括环境对当地利益相关方的非货币价值造成的变化。

虽然所有这些影响最终都会导致某种形式的经济和生产力 失，但此项影响专门审视特定压力对个人或企业的经济产出和生产力的直接、最近后果。

此 影 响 可包 括 新 开发 项目对 现 有生计 造 成 的 影响⸺如新基础设施导致沿海社区无法进入海洋环境，或清除红树林导致沿海社区赖以生存的渔业被逐渐削弱。

包括不受管制的垃圾填埋场内不安全、非正规废弃物管理方法导致受伤概率升高，或导致在不安全施工期间致命伤害发生概率升高。

可包括因新开发活动导致生计丧失或沿海社区吸引力下降而造成的经济 失。

可包括蓝色经济各行业企业中的性别失衡或就业领域的种族歧视。还可包括与开发项目相关的成本或利益分配不均现象。

例如，新安装的废弃物管理设施影响沿海景观，或由于建筑材料的流出导致珊瑚礁退化，进而影响依赖珊瑚礁的社区的文化价值。

获得可持续和包容性生计机会的减少或丧失

受伤、疾病或死亡可能性增加

经济损失和生产力丧失

基于年龄、性别、残疾、种族 、族 裔、出 身、宗 教 信仰，经济地位或其他任何区别的机会不平等

环境文化价值下降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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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根据金融机构的当前和潜在风险进行编制，并评估了风险重大性。风险分五大类，
如表2所示。

对行业产生的最主要压力类别（及其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总结（图1第3点），同时归纳
了这些影响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关键风险。这份压力优先级列表构成了编制该行业可持
续融资标准（图1第4点）的基础。关键压力、影响和风险的汇总构成本文件的基础。相
关标准在随附《标准附件》（Criteria Annex）电子表格中列出。
必须指出，由此产生的各行业标准清单并非对各行业所有社会和环境压力的全面审查，
否则会导致机构无法执行指南。标准中列出的内容主要是与各自行业和蓝色经济完全
相关联的压力。如果压力与行业相关，但并非该行业或蓝色经济所独有，则此项压力不
纳入标准，与气候变化有关的压力除外（气候变化重要性过高，无法排除）。

表2：风险说明表
社会影响 说明 示例
有形

运营
市场

监管
声誉

有形资产风险，通常与气候变化影响相关

持续活动中断风险，包括供应链运营、物流及其他经营活动中断情况
某一行业或未来发展所服务的市场发生变化的风险，包括需求或供应的变化
监管环境变化影响相关行业的风险，包括征税或补贴方式变化
公众认知发生变化的风险，表现为公众宣传、抵制或购买决策

热带气旋发生后，沿海资产（如地产）的有形 坏增加
罢工造成的废弃物收集中断

消费者对未采取可见行动应对海洋塑料的公司的产品需求减少
沿海基础设施中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要求及政策变化
与海洋塑料垃圾品牌曝光相关的负面新闻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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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ng Deep: Finance Ocean Pollution and Coastal Resilience 25

巴哈马 | 照片由Cristina Mittermeier提供 cristinamittermeier.com乍看之下，红树林好像并不起眼⸺只是一堆沿着海岸散布的用长木桩撑起的树木。但它们稠密的根系中却隐藏着一个秘密世界，各种不可思议的生命形式游弋其间。红树林有利于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人类发展对它们的影响，对海洋的未来至关重要。

本指南使用方法

https://cristinamittermeier.com/


我们鼓励读者在直接采用标准列表之前，首先完整审视涉及有关行业的具体章节并获
取背景信息，以了解《方法》一节中概述的压力、影响和风险之间的联系。各章还包括有
关不同行业可持续发展融资现有最佳实践和创新方法的案例研究。
两章格式相同，包含同样广泛的信息类别，以保持一致性和标准化。遵照《方法》一节
中修订后的DPSIR框架，这些章节涵盖各种压力及其相关影响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
础，强调这些压力为何对金融机构有重要意义，以及它们所代表的风险类型。在行业内
具体活动之间存在重大差异的地方⸺例如废弃物的产生和管理⸺按相关子行业分列。

本指南的局限性
本指南旨在为金融机构提供切实可行的工作资料，以评估其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可能
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影响因素，并根据这些行业的社会和环境压力指标提出行动建
议。在这种情况下，本指南并不提供投资建议，也不能取代金融机构在参与可持续蓝色
经济时进行尽职调查的现行要求。相反，本资料旨在指导金融机构应对这些行业在社
会和环境方面共同面临的关键挑战，从而补充现有的报告框架，协助机构做出可持续蓝
色经济相关决策。
虽然本指南以《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SBEFP）为基础，但不得根据本指南以任何
方式对已承诺遵守这些原则的机构进行评估，本指南的任何建议也不具有强制性。然
而，对于各行业，可持续性指南和标准应被看作一个整体，并视为单一资源对待。强烈
反对选择个别标准或行为指标并忽视其他标准或指标，以保持对蓝色经济可持续性的
系统性和综合性观察。关键在于确保能够管理和减轻各种影响与风险。
本指南应被视为一种不断更新的动态资料，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改进和迭代，以扩大其
范围和适用性。同时，本文件尚未就所涵盖行业之外的行为和最佳实践提出建议，也不
针对个别行业及其社会或环境表现提供具体的可持续性指标或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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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特定行业标准
在阅读指南各章节并完全了解各行业之间的关系、它们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这些
影响的重大性之后，读者可以进而参考所附《标准附件》电子表格，查看特定行业标准。
这些标准以特定行业的影响和风险的重大性为基础，提出旨在提高可持续性的具体建
议。以下以沿海基础设施标准为例（图2）解释这些电子表格，其中列出了适用于可持续
性特定领域和方面的指南的不同要素。
如上所述，这些行业已划分了面临不同问题的子行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在“子行
业”栏中显示（图2第1点）。所有子行业共有的问题和活动都被贴上“共有”标签。

“标准”栏（图2第2点）专门针对标准本身。这些标准与指南章节中为各行业确定的压力
因素紧密结合，并指向指南中专门论述某一特定压力、活动或问题的一个小节。（在下
文沿海基础设施示例中，标准是“基础设施规划和复原力”，其他标准可能是“生境影
响”或“劳动力”）⸺一个行业内的活动、压力和问题类别。

“情景”栏（图2第3点）强调金融机构应加以考虑的相关标准类别内的特定情况⸺例
如，在海洋空间规划过程或如何确定一座风电场的位置。

“验证”栏（图2第4点）用于指导如何确定这些情景的状态（其是否存在），以及判断哪
些信息来源是有用的。
根据情景是否存在，建议采取某些行动（ 5 ）。“行动”栏包含三种行动类型：
■ “规避”，即建议金融机构出于特定情景的严重性而不提供融资；
■ “质疑”，即建议金融机构通过与公司或项目开发方沟通等方式解决某一情景所强调

的具体问题；
■ “寻求”，即某种情景表示特定问题的现有最佳实践，鼓励提供融资。 

27深度探索：金融、海洋污染和海岸带韧性本指南使用方法



在某些情景中，根据市场的管辖范围和状态，该行动可能是规避也可能是质疑，这种
情况表示为“规避/质疑（取决于市场）”，并在建议栏中提供更多信息。

“建议”栏(6)提供更具体的指导原则，为行动提供更多背景信息。此处，各种行为类型
都使用特定语言：
■      “规避”类型使用“不融资” ；
■      “质疑”类型使用“需要”某些关键行动，对于“挑战”类型下可以改进但不被视为

需要解决的情况，则“鼓励”行动；
■      “寻求”类型使用与情景栏相同的语言。

“相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栏（图2第7点）分别将特定情景与相关的《可持续
蓝色经济金融原则》与可持续发展目标挂钩。“相关信息”栏（图2第8点）提供链接，
可进一步阅读相关情景中处理的具体问题。
就沿海基础设施而言，如果市场上存在相关的可持续性标准，则在主要市场标准栏中
另加一项标准。此处表示，某一情景是否以及在何处对应现有的可持续性框架，即“以
金融加速可持续发展转型基础设施”（Fast-Infra）可持续基础设施标签和《IUCN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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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标准表格解释
海岸带韧性：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

1 2 3 4 5 6 7 8 9
子行业 标准 情景 验证 行动 建议 是否包括在主要市

场标准中？
“相关《可持续蓝色经济

金融原则》（SBEFP）
（如果采取行动和建议，则

适用以下原则）”

“可持续发展目标参考
（如果采取行动和建议，则适用以下可持续发展目标）”

相关信息

1.基础设施规划和位置

重点：

灰色基础设施 核实相关管辖范围内的保护区或高保护价值区域的位置。

考虑到相关联的生物多样性丧失，不为保护区或高保护价值区域的灰色基础设施提供资金。

是‒FAST可持续基础设施标签的环境维度：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环境

1. 保护性2. 合规性8. 针对性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保护区 数据库

“ 以金融加速可持续发展转型基础设施 ” 可持续 基础设施 标签

14.2 到 2020 年，可持续地管理和保护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以规避重大不利影响，包括通过加强其复原力，采取行动加以恢复，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和生产力。
15.1 到 2020 年，遵照国际协定规定的义务，确保对陆地和内陆淡水生态系统及涵养体系进行养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特别是森林、湿地、山区和旱地。
15.5 采取紧急行动和重大行动，减少自然生境的退化，制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到 2020 年保护濒危物种并防止其灭绝。

规避1. 基础设施规划和位置 有证据表明项目开发方已在保护区或高保护价值区域规划建设灰色基础设施。

灰色基础设施 公司披露。第三方验证。 要求对指定场地的灰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与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成本效益进行对比分析。要求开发方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纳入绿地场地的基础设施开发中。

是‒FAST可持续基础设施标签的环境维度：保护和加强生物多样性与自然环境

1. 保护性8. 针对性10. 预防性14. 科学主导

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绿色 基础设施 成本效益 资源

DUNAS Heritage

绿色 / 灰色基础设施 实践 社区绿色灰色 基础设施 实施 实用指南

9.1 开发高质量、可靠、可持续且具有复原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人类福祉，重点关注可负担性和公平性，确保人人都可使用。
9.4 到 2030 年，所有国家根据自身能力采取行动，升级基础设施并改造产业，使之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并更多地采用清洁和环境无害的技术和工业流程。
14.2 到 2020 年，可持续地管理和保护海洋与沿海生态系统，以规避重大不利影响，包括通过加强其复原力，采取行动加以恢复，以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和生产力。
15.5 采取紧急行动和重大行动，减少自然生境的退化，制止生物多样性丧失，到 2020 年保护濒危物种并防止其灭绝。

质疑1. 基础设施规划和位置 有证据表明项目开发方已在保护区或高保护价值区域规划建设灰色基础设施。

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 第三方和非政府组织报告。 寻求机会，通过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提供资金。

不适用 1. 保护性4. 系统性5. 包容性10. 预防性

11.4 加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工作。寻求1. 基础设施规划和位置 有证据表明已使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来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区域。

1、子行业是对行业重点的分解，更加细分
2、该标准涉及可持续性的一个具体方面，与压力
密切相关
3、“情景”是向金融机构强调相关标准中的特定
情形

4、“验证”表明如何确定是否存在某种情景
5、“行动”是指根据存在的情景作出的响应类型
6、“建议”是指根据行动提供更详细的步骤
7、“包括在主要市场标准中”是指情景与其他市
场标准中（仅限沿海基础设施）的现有标准和指
标相关联

8、“相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强调情景
与《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及可持续发展目
标可持续性框架之间的联系
9、“相关信息”提供与主题相关的阅读材料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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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ucn.org/our-work/protected-areas-and-land-use
https://www.climatepolicyinitiative.org/fast-infra-sustainable-infrastructure-label/
https://www.epa.gov/green-infrastructure/green-infrastructure-cost-benefit-resources
https://www.conservation.org/projects/global-green-gray-community-of-practice
https://www.climatesciencealliance.org/dunas-heritage


与其他资料的关系
本指南总体支持现有可持续融资框架，并拟对其形成补充，特别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的金融倡议（UNEPﾠFI）的《负责任银行原则》（PRB）4和《可持续保险原则》（PSI）5以
及《负责任投资原则》（PRI）6。
在各行业的描述中，我们尽量明确提到本指南与其所依据的《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
则》之间，与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具体目标之间，以及与特定行业的主要可持续性标准
之间的协同增效作用和互补性。
本指南首次尝试为涵盖各行业的可持续融资提供广泛适用的指导框架，应被视为各机
构参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高级别框架。我们鼓励读者寻找额外资源，为在特定类型的
机构和金融服务层面应用可持续性考虑因素获得更多支持。例如，《可持续保险原则非
寿险保险环境、社会和治理指南》（PSI ESG Guide for Non-Life Insuranc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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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7

《负责任银行原则》（PRB）是一个独特框架，确保签约银行的战略和实践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气候协定》提出的社会未来愿景。《可持续保险原则》（PSI）是保险业应对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与机遇的全球框架，同时也是一项全球倡议，旨在加强保险业作为风险管理者、保险方和投资机构在建设具有复原力、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社区与经济方面的贡献。《负责任投资原则》（PRI）支持并引领全球负责任投资。该原则用于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ESG）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并支持其国际投资机构签署人网络将这些因素纳入其投资和所有权决策中。unepfi.org/psi/wp-content/uploads/2020/06/SI-ESG-guide-for-non-life-insurance.pdf

https://www.unepfi.org/psi/wp-content/uploads/2020/06/PSI-ESG-guide-for-non-life-insura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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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带韧性：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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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与融资综述
就本指南而言，海岸带韧性：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沿海基础设施”）是指
海岸带沿线的有形资产，用于保护人口和新开发地区免受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包括风
暴潮、海平面上升、咸水入侵、地面沉降和海岸侵蚀；8必须强调指出，其中包括与气候
有关的灾害。因此，此概念不包括以交通运输或能源等另一项服务为关注重点的基础
设施。
这类基础设施的设计和建造旨在降低与自然灾害相关的风险，以及自然灾害造成严重
破坏的概率⸺例如，通过将重大洪灾事件造成严重破坏的可能性从百年一遇降低到
千年一遇或万年一遇。因此，沿海基础设施融资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基础设施发生崩溃
的风险，或者是因为发生了千年一遇的事件，或者是因为气候变化的影响或基础设施建
成后的支撑保障能力改变了灾难发生概率。尽管沿海基础设施一直是保护沿海新开发
地区免受危害的必要条件，但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事件日益增多，当前的基础设施主要
基于百年一遇的洪水频率等统计值，而这些统计值可能不再适用，因此有必要对其进
行开发，尝试更具韧性、更能适应气候的方法。显然，在气候适应和韧性以及减少灾害
风险（Disaster risk reduction，DRR）方面开展的工作与沿海基础设施密切相关，在关
于该行业的叙述中占据首要位置。
海岸适应的资金需求巨大：对于正在进行的沿海开发，到本世纪末，估计每年需要投入
400亿‒1700亿美元（Nichols等ﾠ2019），最终取决于气候和保护情景。换言之，在最悲
观的气候情景下，2015年至2100年期间，为减轻海平面上升和沿海洪水的最严重影响，
沿海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约为18.3万亿美元。目前的融资额仅占这部分成本估算的一
部分⸺2014年沿海基础设施的融资额约为每年10亿美元（Bisaro和Hinkel 2018）。
然而，国际社会日益重视基础设施开发融资问题，特别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和即将推出的欧洲“全球门户”（Global Gateway）等全球
性计划，突显不断增强的融资势头，并强调大量资本将投向开发领域。因此需要提高沿
海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在此背景下，尤其需要了解沿海基础设施的
开发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以及金融机构如何以最佳方式管理这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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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注：其他资源可称之为“海岸防护”。此处不使用这一术语，因为它可能与“防御性基础设施”混淆，后者是指军事资产。与此同时，许多机构将能源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归入“沿海基础设施”这一宽泛的术语下，本报告并未述及这一点。



图3：沿海基础设施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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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沿海基础设施？
图3将沿海基础设施含义的范围沿两个轴参数化，为基础设施选项创建了解决方案
空间：

X轴提供从静态（即固定和不变）到动态（即可移动或随时间演变）解决方案的一系列
基础设施。Y轴探索堤（严格的线性基础设施）和地貌（非线性、更宽泛的基础设施类
型）之间的类别。该坐标轴提供了本指南可能适用的各种基础设施解决方案。9

海堤
防洪堤
混凝土公路“盖”

防潮堤
可移动浪涌屏障
临时堤

堤坝
超级堤坝
土堆
防波堤
丁坝
雨水排放设施

海滩
沙丘和沙洲
沼泽
红树林
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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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请注意，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规模虽然是考虑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时的一个重要维度，但在该类型划分中并未突出强调。大多数基于自然的海岸防护解决方案将具有类似的大规模特性，而小型基础设施处理方法上的区别不甚重要。

静态堤   

动态堤   

静态地貌      

动态地貌
  
      
   

改编自：沿海基础设施：下个世纪适应海平面上升的类型划分(Coastal infrastructure: a typology for the next century of adaptation to sea-level rise)。(Hill 2015)



作为沿海基础设施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定义为

“保护、可持续管理和恢复自然的或被改变的生态系统的行动，能有效和适应性
地应对社会挑战，同时提供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效益”展目标的各个方面都
相互关联。” 
IUCN 2016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10可以在海岸线上发挥关键的基础设施功能。红树林、珊瑚礁和
沙丘等沿海生态系统可以保护内陆社区和新开发地区免受海平面上升和热带气旋等
自然灾害的影响，热带气旋会带来强风、降雨或风暴潮（Browder等ﾠ2019）。NbS的
一个关键优势是它们可以提供社会和环境协同效益，包括固碳等生态系统服务、粮食
生产和休闲娱乐机会。反过来，这些协同效益可以支持生计（绿色/灰色基础设施实
践社区 2020），这可能会增加这类解决方案的财政吸引力（Kok等 2021）。
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NbS的适应能力更强，这在面对复杂、不断变化且难以预测
的气候时至关重要，可为未来发展留出广阔的选择空间。例如，混凝土海堤一旦设立
就很难改变，而且往往会产生“路径依赖”，限制未来开发继续沿同一方向推进。相
反，NbS可以在气候变化背景下建立韧性和适应能力，为扩大其应用范围并酌情将其
纳入全球沿海基础设施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
保留海岸系统的这些“适应途径”被视为一种强有力的气候适应工具，政策制定者可
以利用此工具支持基础设施需求方面的决策（Werners等ﾠ2021）。特别推荐以NbS为
特色的适应途径，因为这类解决方案具有协同效益。建议实施包括适应途径（除了现
有的成本效益方法）在内的决策方法，以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不确定性（DeﾠRuig等ﾠ
2019）。虽然关于NbS成本效益（特别是在沿海背景下）的具体数据有限，但来自陆地
防洪模拟的证据表明，包括NbS在内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净现值可能高于灰色基
础设施的净现值（欧洲环境署ﾠ2017）。为了支撑NbS的价值和协同效益方面日益增多
的证据基础，牛津大学设立和运营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证据平台，汇编文献和案例
研究，证明NbS在应对气候变化影响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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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里与气候适应和韧性的相关术语存在部分重叠，包括基于生态系统的适应（Ecosystem-based Adaptation）（欧盟委员会 2019）和 建设遵循自然（Building with Nature）。

https://www.naturebasedsolutionsevidence.info/evidence-tool/
https://www.rijkswaterstaat.nl/en/water/projects/building-with-nature


11
1213

这与“欧盟分类法”的环境目标和技术筛选标准一致，其中强调了在气候适应过程中使用NbS的重要性（欧盟委员会 2020a）。例如在荷兰海岸线上开发的项目。在这种情境下，指的是管理自然系统以实现特定效益的最大化，例如维护红树林，以确保其防洪功能得到优化（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院（IISD）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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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NbS是沿海潜在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来源，而且是越
来越多工作和证据的重点，这些工作和证据表明，NbS在建设海岸韧性和提供重要的
生态系统服务方面具有附加值（Bouw和VanﾠEekelen编辑 2020；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2020；Thiele等 2020；Hijdra等 2021）。因此，作为沿海基础设施融资的一部分NbS是
值得考虑的重要组成部分。11

NbS范围宽泛，从自然生态系统到具有自然元素的人造基础设施，不一而足。尽管各
界对NbS的现有类型未达成明确共识，这些类型可以结合在一起，以采取综合方法提
高海岸带韧性，但各个类型对金融机构有着不同的影响和风险。为此，根据大自然保
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TNC 2019）使用的定义，在此将这些类型分开并

（与人造灰色基础设施一起）归入以下子行业：
灰色基础设施
■ﾠ       纯人造：通常产生静态或动态“堤”式解决方案，如混凝土海堤、丁坝、防洪闸或风

暴潮屏障；常见于城市环境，但并非仅限于此；荷兰的东斯海尔德拦海大坝和英国
的泰晤士河屏障是动态灰色基础设施的知名范例。

NbS
■ﾠ       绿色基础设施：含有自然系统或元素的灰色基础设施，如人造礁或红树林交织的海

堤。覆盖整个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范围。澳大利亚悉尼港的活海堤（LivingﾠSeawall）
项目是绿色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一个典型范例。

■ﾠ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一种使用自然系统的工程化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例如建造沙
丘系统或利用“沙引擎”实现的沿岸漂移，12从而利用现有的自然过程。主要以静
态或动态地貌形式存在。还包括所谓的“撤堤还海管控”(Managedﾠrealignment)，
即把空间归还给自然，达到减少洪水风险等目的。范例包括Medmerry计划，宗旨
是在巴塞罗那实行撤堤还海的管控，并建造混合沙丘，用于城市海岸防护。

■ﾠ       自然基础设施：项目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包括未改变和积极管理的13自然生态系
统，例如受保护的红树林可保持咸水和防洪。自然基础设施只能提供“动态地貌”
解决方案，因此所有自然系统均为动态。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tional Oce-
anic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在此提及“活海岸线”，并鼓励将其
作为灰色基础设施的替代方案（NOAA 2019）。

https://svc.com.au/living-seawalls-greening-manmade-seascape/
https://oppla.eu/casestudy/22882
https://oppla.eu/casestudy/17274


可纳入沿海基础设施的NbS日益成为公共部门实体和国际金融机构（IFI）为发展中国
家沿海基础设施融资的优先事项（Hijdra等ﾠ2021）。在全球范围内，NbS被视为气候
变化适应和减缓的主要贡献者，各国越来越多地将NbS纳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进
程中的国家自主贡献（NationallyﾠDeterminedﾠContributions，NDC）i（WWFﾠUKﾠ
2021）。此外，据估计，即使提供相同的服务，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也可能比
传统基础设施低50%（IISD 2021）。然而，很难准确量化这些成本节约和额外效益，
特别是与经过充分评估和成本估算的灰色基础设施相比。因此，各国政府和投资机
构对NbS了解较少，很少抓住这类机会。目前正在越来越多地试点各种模式，特别是
通过抓住协同效益提供的机会，为公共主体与私人主体之间实施NbS建立金融案
例（Kok等 2021）。
在使用和推广NbS时，一个关键问题，过度宣传“绿色”基础设施，认为这是默认情景
下的最好结果，可能会误解NbS提供的机会。NbS不是灵丹妙药，未必适用于所有情
景。例如，如果没有种植红树林的物理空间，则不可将其作为自然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而加以开发。在某些情况下，灰色基础设施仍将是最具成本效益的选择。不过在这方
面，绿色基础设施可能会有更多机会改进灰色解决方案。哪类基础设施最适合既定
情境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条件的影响。不过这里存在一个有用的启发式方法，是
将尽可能多的NbS纳入基础设施中。
与此同时，人们对漂绿（Greenwashing）也存在些许担忧，例如，尽管自然系统或元
素在开发项目中的应用有限，但仍是推广解决方案中的“绿色”卖点（Ga!ecka-Droz-
da等ﾠ2021）。在以下情景中，漂绿尤其值得注意：在没有证据支撑的情况下推广协同
效益，例如将固碳作为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一部分，或者将固碳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化
的解决方案加以重点宣传而忽略了减排和气候适应的重要性（Seddon等 2020）。
有鉴于这些担忧，如何监测NbS的有效性、它们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它们的治理方
式，是金融机构在制定融资决策过程中应当考虑的重要问题。重要的是展示效益，估
算可避免成本，形成政治意愿，并强调NbS的积极外部因素，以克服融资障碍，激发
各国对使用这类解决方案的兴趣（Sarabi等ﾠ2020；湿地国际ﾠ2021）。令人欣慰的
是，现在已有用于评估NbS协同效益实施情况的指标和框架，以支持其监测和责任审
计，实现其作为沿海基础设施可行解决方案的合法性（Raymond等ﾠ2017；欧盟委员
会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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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国家自主贡献，是一个旨在减少排放、适应气候影响的气候行动计划。https://www.un.org/zh/climatechange/all-about-ndcs



除了获取协同效益和平衡权衡外，有效NbS的核心支柱还包括利益相关方的参与、适
应型的管理方法以及透明包容的进程，在融资时NbS必须作为关键环境、社会和治理
主题得到优先考虑。这些要素并非特定用于/属于沿海基础设施，但已被纳入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NbS的标准范畴，这套标准是一个全球框架，旨在验证和扩展NbS（IUCN 
2020）。
有鉴于此，为了明确沿海基础设施范畴内的Nb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建议金
融机构除了审查本指南外，还应审查“NbS全球标准”（IUCNﾠ2020），以评估某个项目
是否符合NbS标准，并支持利益相关方对话。
为进一步支撑这些联系，为本指南制定的标准（见标准附件）在任何适用情形下均依
照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全球标准”绘制。

专题3：蓝碳
由于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对于碳具有高封存潜力（Grimsditch等ﾠ2013）及其与
沿海基础设施的相互作用，蓝碳领域⸺沿海和海洋碳汇对大气碳的封存潜
力⸺日益受到关注。
自然基础设施，特别是红树林、盐沼和海草草甸，提供了沿海防洪能力，并作为
高效碳汇发挥作用，有助减缓气候变化（UNEP和IUCNﾠ2021）。因此，随着生态
系统（如红树林）提供服务的能力初步提高，包括从大气中吸收碳的能力以及加
强其防洪基础设施的功能逐步完善，将产生多种相互关联的效益。保留这些生
态系统吸收和储碳潜力的价值，为这一自然资本的估价和融资⸺包括为其基础
设施效益估价和融资提供了另一条途径。据估计，如果参照红树林作为基础设
施和生计来源的协同效益，对碳价进行估计，通过碳汇回报的利润可高达118亿
美元，而修复全球红树林（728421公顷）的投资为111亿美元（地球安全机构 
2021a）。
虽然各国对发展蓝碳市场兴趣浓厚，但这一市场的发展尚且存在若干制约因素：

根据目前的碳价水平，除了超大项目区域外，仅来自固碳的收入不足以支付为蓝
碳生态系统融资的固定交易成本。
缺乏可获得融资的大型湿地，限制了项目供应和蓝碳市场发展。
蓝碳生态系统中的土地所有权、参与蓝碳计划的激励措施及其对碳信用所有权
的影响等问题尚待解决，各个司法管辖区之间将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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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倡议对蓝碳进行估价、捕获蓝碳并将其纳入全球碳市场，从
而探索为沿海基础设施融资的可行性。例如，保护国际基金会（Conservationﾠ
International）正在创建一个社会企业，评估红树林养护和修复在降低沿海资产
风险方面的效果并将其货币化，同时评估红树林的碳储存效益。修复保险服务
公司（RISCO）提供的方法为对源自红树林的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价值评估，对具
有高减洪效益的特定场地进行建模，以便与当地社区共同确定对这些场地开展
修复和养护活动的优先顺序。这项养护服务及其产生的特定场地的减洪效益将
出售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支付年费以获取相关信息。同时，修复保险服务公司
将根据各机构经过验证的养护和修复工作，生成蓝碳信用额度并出售给这些机
构。菲律宾已经完成试点工作。目标是在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哥斯达黎加等红树
林丰富的国家成立修复保险服务公司（气候金融实验室ﾠ2019；海洋风险和复原
力行动联盟 2020）。

图4将NbS与沿海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挂钩。其中红色表示灰色基础设施，深绿色表示
自然基础设施，介于两种颜色之间的为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

38深度探索：金融、海洋污染和海岸带韧性海岸带韧性：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静态

%堤

%动态

灰色基础设施

自然基础设施
%地貌

请注意，在这里，出于说明和实用目的，对灰色基础设施、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及自然
基础设施做出区分，而实际上，它们代表着一系列解决方案，绿色/灰色基础设施实践
社区（2020）强调了这一点。
因此，本指南的作用是：强调NbS作为基础设施解决方案的好处；审查灰色基础设施在
仍然适用的地方所产生的影响；确定未来所需的最佳实践的方向，包括尽可能整合
NbS。本指南并不侧重于协同效益本身的发展⸺例如在红树林服务的基础上发展水
产养殖⸺因为现有的海产品指南将涵盖这一点。

改编自：沿海基础设施：下个世纪适应海平面上升的类型划分 (Coastal infrastructure: a typology for the next century of adaptation to sea-level rise) (Hill 2015)

图4：沿海NbS类型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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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融资
与其他基础设施行业一样，沿海基础设施通常为资本密集型，资产的开发、运营和维
护耗时漫长。与其他基础设施资产不同，沿海基础设施本身并不创造收入，而是通过
降低与自然灾害相关的风险来节省潜在成本⸺可能将损坏成本降低2-3个数量级

（OEC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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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沿海基础设施通常由公共部门开发和融资。这为本指南界定范围提供了一些独
特的考量因素，以确保其对私人金融机构有所帮助⸺特别是考虑到全球基础设施
需求的融资缺口、海岸适应领域的金融壁垒（Kok等 2021）以及由此带来的可持续融
资机会。
私人金融机构可以影响基础设施的开发方式和自然资本的估价方式，同时有机会获
得固定收入和股权投资、银行服务及保险服务。然而，尽管有明确迹象表明沿海基础
设施需要更多资本，私人融资的潜在规模仍难以估计。14
在沿海基础设施方面，私人融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公共部门进行互动（Bisaro and 
Hinkel 2018），例如：
■ﾠ       长期合同形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特别是与机构投资者相关的伙伴关系）；
■ﾠ       公共部门活动的私有化；
■ﾠ       收购国有企业（SOE）少数股权。
后两者与上市股权投资机构相关。银行业和保险业在市场建设和为房地产开发商提
供融资方面发挥着明确作用，房地产开发商是建设沿海基础设施并从中获益的重要
利益相关方。最后，在公共资本和私人资本中，有大量优惠融资机会和混合机会可应
用于沿海基础设施。
在此，根据金融机构在沿海基础设施中可能起到的作用对融资作了区分。本指南适
用于以下所有方法。
直接融资⸺私营部门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金融机构参与沿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最直接方式之一，是为与私营部门直接挂钩或公
共部门已让渡给私营部门的活动提供资金。基础设施项目的不同阶段（开发、建设、
运营和维护）为风险/战略/影响股权提供了机会，通过成长资本可成为更长期、更保
守的债务。代表这些不同资本要素的金融机构可以影响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和运营
方式，包括通过推广NbS和鼓励其进展，实现到2050年净零排放的目标。这方面的活
动包括：
■ﾠ       向那些为公共客户提供基础设施开发服务的承包商或项目开发商提供资金；
■ﾠ       将负责开发基础设施的房地产开发商作为其开发组合的一部分，以此为公私合作伙伴
    关系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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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一方面因为很难确定全球范围内有哪些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机会，另一方面，对沿海基础设施尚不存在统一定义。由于这些基础设施与创收明显相关，大多数私人融资资源和框架（包括基础设施可持续性标准）会根据这一术语，对能源和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进行检查。



■ﾠ       为活跃在相关行业（如港口、滨海旅游）的开发商融资，这些开发商正在开发沿海基
础设施（作为其活动的一部分），或正在利用与NbS相关的协同效益（见下文关于与其
他可持续蓝色经济行业相关的讨论）。

直接融资⸺公共部门
该方法包括为公共部门实体融资，这些实体负责基础设施的资本和运维（Operation 
andﾠmaintenance，O&M）成本，其中后者金额巨大。到2030年，现有和未来沿海基
础设施的年度维护成本估计占中低收入国家GDP的0.02%至0.07%（Rozenberg和
Fay 2019）。这方面的活动包括：
■ﾠﾠﾠ    为公共部门实体融资，在债券市场上将公共工程资本化（主权债券，特别是市政债

券）。上述融资市场在美国最成熟，美国大型城市中54%已发行债券。该资金用于海
堤建设和修复以及改善雨水排放等复原力项目（地球安全机构 2021b）；

■ﾠ       安排和实施债务转换，以取得养护成果（包括沿海基础设施），为公共部门释放资
本⸺例如通过2021年伯利兹债务转换（见大自然保护协会伯利兹债务转换案例
研究）。

风险管理⸺塑造市场
该方法具体指作为价格制定者，金融机构在影响沿海基础设施的开发方式方面可以
发挥的作用：
■ﾠﾠﾠ    调整受沿海基础设施影响地区的开发资本的成本（例如，根据基础设施是否包括

 NbS及其如何改变风险⸺特别是有形风险，降低或增加保费）。
■ﾠﾠﾠ    规定基础设施要求，例如评估将NbS纳入基础设施作为贷款契约一部分的可行性。
风险管理⸺保险
就保险而言，金融机构可通过扩大保险范围在获取基础设施（特别是自然基础设施）
的价值及其提供的服务方面发挥作用，从而使资金得以流动：
■ﾠ   ﾠﾠ提供与保险相关的风险评估服务，以评估气候变化背景下海岸线的风险价值和不
    同类型基础设施的韧性，15减少不确定性并释放开发潜力；
■ﾠﾠ  ﾠ 提供保险工具，对自然基础设施在恢复生态系统服务方面的效益进行估价和融资
 （如参数保险，见专题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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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保险行业认为某一区域不再能够以可行的费率投保，这种评估可能会放大现有的脆弱性，并减少获得资金的机会。如果得不到公共部门的充分支持或担保，金融机构可能会退出脆弱的市场。



专题4：保险与风险
风险是决定金融机构如何参与沿海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因素。特别是考虑到需
要适应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自然灾害和海平面上升以及提高这方面的海岸带韧
性，风险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由于保险不足，100万亿美元的资产面临风险；
在高排放情景（RCPﾠ8.5）下，到2100年，百年一遇的风暴事件中被洪水淹没的土
地将增加64%（Thieleﾠvﾠ2020）。所有金融机构都熟悉风险并深谙风险管理方
法，而保险行业对不同风险（包括气候及其他环境风险）的细微差别特别敏感，
这使得保险行业能够开发最大限度地减少和减轻这些风险的金融服务，其中包
括（非人寿） 失补偿性保险、更具创新性的参数保险以及风险分析（风险评估
指数和风险价值分析）。在此背景下，保险在为沿海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覆盖塑造市场和资金保障服务两大领域。
保险行业为考虑价值评估、风险价值和管理风险提供了有助建设韧性的工具和
方法。在优先考虑NbS，以及其在海岸沿线为保护社区和最大化保护自然所发挥
的作用方面，这些工具和方法尤为重要。以红树林同时发挥的多重作用为例：充
当防护性基础设施、碳汇以及生计来源和粮食安全源头，抵御气候变化影响并
减少生物多样性丧失。在这方面，指数保险是一个特别宝贵的工具，在新兴经济
体国家尤其如此。指数保险能够迅速释放资本，例如在灾后背景下用于沿海社
区和自然基础设施的养护和恢复工作。与此同时，此类产品提供的覆盖范围能
够提高相关社区的金融稳定性和资信度，从而提升其对进一步融资和发展的吸
引力。
保险行业制定的风险指数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数据库，使决策者（公共和私人）
能够了解与发展决策有关的风险。特别是在气候复原力方面，英国绿色金融与投
资中心（Centre for Greening Finance and Investment，CGFI）内的一个机构联盟
正在开发全球恢复力指数（Global Resilience Index，GRI，该指数旨在为世界各
国和各地区的主要自然灾害及其所代表的有形风险提供一整套统一的金融风险
指标（CGFI 2021））。同样地，气候转型指数（Climate Transition Index，CTI）旨在
量化与《巴黎协定》接轨的气候转型对权益组合的影响，以支持金融机构向净零
排放过渡（韦莱韬悦ﾠ2021）。对于所有金融机构了解其在气候转型（广义上）和
沿海基础设施（狭义上）背景下的潜在风险敞口，这些工具至关重要。
针对保险行业，本指南旨在使该行业从业者了解沿海基础设施的主要社会和环
境影响，并为考虑风险分析和保险政策如何支持NbS的进一步发展和基础设施
开发的可持续方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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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情况，虽然切入点是间接的，但私人金融机构仍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影响沿海
基础设施的开发和使用。因此，金融机构在支持可持续性决策方面需要注意若干环
境和社会影响。

主要环境和社会影响及依赖性
沿海基础设施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源于其建设、运维以及在适用情况下的拆除，上述
设施主要为灰色基础设施，即包括需要开发的人工组件的基础设施中，也在较小程度
上适用于绿色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中。16自然基础设施的开发/价值获取
以几乎完好无 的生态系统为基础，人为干预有限。其影响主要限于恢复活动以及
现有系统的保护和维护工作，例如风暴或洪水过后的场地恢复或修复。
沿海基础设施开发所造成的主要压力集中在自然环境的破坏、退化和扰乱，以及当地
社区经济机会的减少，这些压力大多在施工阶段最为强烈。此外，沿海基础设施开发
所产生的更抽象的压力包括路径依赖，在过去持续开发静态灰色基础设施的过程中，
妨碍了沿海地区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由此逐渐削弱了生态系统的长期韧性（Nunn
等 2021）。这些压力，特别是灰色和绿色基础设施的压力，因基础设施的碳强度的增
强而加剧。在建设中使用高碳混凝土的地方，压力加剧尤为严重（Ellis等 2019），导致大
气温室气体浓度增加。
与已制定可持续蓝色经济指南的其他行业相比，沿海基础设施具有独特性，原因在于
其主要功能是降低风险，而非创造收入。因此，就其主要环境和社会影响而言，有必
要既考虑与其开发及运营有关的影响（即根据为其他行业制定的指南确定的内生影
响），又考虑与基础设施未能发挥降低风险作用有关的影响，后者可能归因于外部压
力（即外生影响）。大多数基础设施的评级依据是自然灾害超过基础设施防护能力的
特定概率。例如，堤坝可以通过将洪水风险从百年一遇降低到千年一遇或万年一遇来
增加价值。 

16 在此必须强调，NbS可以减轻与基础设施开发相关的影响，恢复当地生境（Hijdra等 2021），并提供前文探讨的协同效益。因此，为该行业制定的标准将重点突出NbS，将其作为减轻灰色基础设施和人造基础设施影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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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气候变化对沿海环境的影响，特别是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加剧造成的影响，基
础设施不再提供足够覆盖或可接受失效概率的风险增加，进而在基础设施发生崩溃
时造成重大社会和环境影响。
虽然本指南的方法侧重于内生影响，但必须强调这是此处的一个关键压力，因为它具
有金融机构必须着重考虑的显著影响，下一节（分析这些影响的风险和重大性）也反
映了这一点。
NbS可以为与该行业相关的许多压力提供解决方案⸺特别是沿海环境的破坏、自然
进程的中断、渗漏和化学污染、路径依赖，以及它们提供的协同效益。在自然基础设
施背景下尤其如此，即生态系统因其防护服务（如珊瑚礁和红树林）而完好无 。然
而，绿色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仍然涉及对自然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的人为
建造和改建，这会对环境和社会产生影响。重申前述的一点：哪类基础设施最适合既
定情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条件的影响。在审视整个沿海基础设施的方法时，这
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需要仔细评估不同基础设施选项之间的权衡取舍、效益及
协同效益⸺例如在成本效益或保护能力方面。虽然关于采用哪类基础设施的决定
主要取决于公共部门，但更好地了解NbS的益处与机遇（以及围绕其可量化影响的不
确定性）使金融机构更明确地评估项目，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与项目开发者及公共机
构建构有利于自然的结果。
表3概述了与沿海基础设施有关的主要压力及其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并对哪些子行
业可能产生这些压力进行了说明。请注意，由于维护自然系统的工程足迹减少，自然
基础设施在该表中的地位不如其他子行业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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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沿海基础设施的压力和影响

-

破坏沿海环境

主要压力 适用的子行业
（间接适用或不

太可能适用）
影响 说明

破坏自然进程

施工过程中产生 噪 声、光 、振动和热污染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

特别是在绿地场地，沿海基础设施的施工以牺牲现有的沿海和近海海洋生境为代价，这些生境可能因此而遭到破坏或退化，此外还会丧失自然生境的连通性。这会降低周边地区的气候复原力（以及一切固碳潜力，如红树林）。气候复原力在保护区或具有“高保护价值”的区域内或附近尤为重要。

生境被破坏可能会影响当地生计的机会，例如通过破坏鱼苗场影响捕鱼机会。根据当地情况，这些影响可能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性别和/或财富方面的影响尤甚。

灰色或绿色基础设施开发，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开发，可能破坏自然动态，如洪水、波浪作用、海流、沉积物输送、植物繁殖和动物迁徙，进而影响生物多样性和复原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此类现象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基础设施开发场地内外的生境产生影响的侵蚀模式。

基础设施资产施工和运维期间产生的热、光、振动和噪声会影响开发区域附近的人类和动物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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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漏和化学污染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自然）

与施工相关的污染物（包括混凝土等建筑材料、密封剂、粘合剂及其他化学品）可能会渗入环境，影响生境、动物权益和当地社区健康，降低环境适度，并降低生态系统应对任何进一步冲击的韧性。
渗漏和化学污染虽然与灰色及绿色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但对于需要对建成环境进行拆解和修复的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和自然基础设施，也可能会发生这两种现象。

流离失所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自然）

指定新的基础设施场地可能会与当地社区现有的经济活 动及 居民区 发 生冲突，并阻碍未 来的发 展 机会。如果针对这种事态发展不进行协商或补偿，则可能构成对人权的侵犯。
根据当地情况，这些影响可能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性别和/或财富方面的影响尤甚。

丧失权利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自然）

沿着邻近社区使用的海岸线进行的基础设施开发，可能导致这些社区丧失赖以生存的海洋资源，造成经济 失和生计 失（例如渔业或旅游业）。
根 据当地情况，这 些影响可能 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性别和/或财富方面的影响尤甚。
同样地，无法使用被视为神圣或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场地可能构成对当地社区权利的侵犯，并被视为环境价值退化。
虽然丧失使用权与灰色及绿色基础设施密切相关，但对于需要对建成环境进行拆解和修复的基于自然的基 础设 施 和自然基 础设 施，也可能 会发 生 这种现象。

危险工作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
不安全的工作环境有可能对工人及当地社区造成伤害和生命 失，随之造成经济 失和生产力 失。根据当地情况，这些影响可能会对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在性 别和/或财富方面的影响尤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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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 灰色（绿色） 灰色或绿色基础设施的使用寿命长，并显著改变了周围环境。开发这两类基础设施时，可能会对其存在产生路径依赖，例如，为了匹配已建成的墙体，未来需要建造更高的墙体。这会造成巨大成本，并破坏生态系统韧性。
如果所选择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为碳密集型（例如由于在其建设中使用混凝土），这也会导致未来持续进行碳密集型活动：在基础设施的整个生命周期内对其进行维护和进一步开发。

崩溃 灰色绿色基于自然自然

根据发生特定规模事件的可能性对基础设施进行校准。如果事件超过这一规模，特别是在更极端事件的可能性增加时，基础设施就有可能崩溃，对生态系统和社会造成影响。这种压力的影响将根据基础设施的特定用途及其位置而有所不同，城市地区发生的崩溃尤其显著。
与基础设施崩溃相关的影响可能归因于任何子行业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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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蓝色经济其他行业的关系
沿海基础设施的开发往往与已制定指南的其他行业（特别是港口）的开发相关。
在此背景下，针对沿海基础设施的指南与沿海地区的其他开发活动密切相关。因
此，本指南可以作为金融机构独立审视基础设施时使用的“单机版”资源，也可
以作为现有和相关指南章节中对基础设施的补充。在利用NbS的协同效益情况
下，这一点尤其重要，例如，在创造机会为可持续海产品融资的同时，保护珊瑚礁
使其基础设施受益。
沿海基础设施与采掘业之间也存在着特别密切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疏浚业，并在
较小程度上与收集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如沙子）和塑造海洋环境密切相关（特
意疏浚或拖网捕 ）的渔业存在着相互作用。建议读者参阅已发布的针对其他相
互作用的行业（特别是海产品和旅游业）的指南。在疏浚方面，特别是在人工育
滩等基础设施解决方案依赖疏浚集料的情况下，建议读者认真参阅本基础设施
指南和关于此类活动所产生的有害海洋提取物的简报文件。

重点内容概述
本节阐述上述影响对金融机构构成重大风险的方式和原因，它们为“标准附件”电子表
格中提供的标准和建议奠定基础。请注意，这些风险是与本指南中重点分析的沿海基
础设施相关的社会和环境影响所特有的；该行业的其他风险，如流动性、信贷和国家风
险，不直接包含在本指南中，仍由金融机构通过其现有调查程序进行评估。
无论是灰色基础设施还是NbS，沿海基础设施始终面临着巨大风险，既包括与施工、运
维期间施加的压力相关的内生风险（尤其是灰色和绿色基础设施），也包括与基础设施
崩溃相关的外生风险，17后者在抵御自然灾害时尤为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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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本指南所使用的方法最初是为了应对某一行业的内生影响和风险而制定，对沿海基础设施必须应对的气候变化等外生风险的适用性存在局限性。尽管如此，本章还是首次试图界定这些风险，并在这些因素制约下向金融机构提供指导。



由于沿海基础设施的公益性质和应对外生风险的需要，沿海基础设施对金融机构的
风险往往不像其他受指导行业那样直接。虽然金融机构仍然面临声誉风险和监管风险
（取决于责任和管辖范围），但有形和运营风险更有可能由公共部门直接承担18（例
如在基础设施崩溃的情况下）。这类风险对金融机构来说仍然重大⸺不过在这里，
它们作为国家和信贷风险呈现。在发生灾害或其他情形后，面临这类风险的公共部门
履行融资义务的能力可能有所减弱。19此关系如图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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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19

不过并非总是如此⸺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中，这类风险可能由多方共同承担（Tanis和Vergeer 2008）。同时，值得承认的是，这为受影响的公共机构制定和扩展灾后融资的保险政策和风险池提供了机会，以确保它们能够继续偿还债务。这是许多参数保险工具管理巨灾风险的基础。反过来，这些政策可能侧重于NbS的开发和优惠费率以及灾后恢复中的复原力。



图5：沿海基础设施直接风险与间接风险之间关系图解。
潜在收入（取决于项目⸺如协同效益）

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
金融机构

财务安排
配置模式（如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融资工具 交易服务

公共主体

提供资金 基础设施解决方案 受益人

对金融机构的间接风险：
■ﾠ       信用
■ﾠ       国家  

提供公共资本和治理     

  

  

改编自Bisaro和Hinkel （2018）中最初发布的示意图。

共主体的直接风险：
■ﾠ       有形
■ﾠ       运营 间接收入：

■ﾠ       节约成本
■ﾠ       税收
■ﾠ       税款
■ﾠ       费用

对金融机构的直接风险：
■ﾠ       监管
■ﾠ       声誉

潜在收入（取决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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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沿海基础设施风险和重要性概览

破坏沿海环境

破坏自然进程

声誉有形 破坏自然系统可能会降低沿海基础设施的长期复原力，即使用灰色基础设施取而代之，也会造成潜在的有形风险。
公众可能越 来越不愿接受用人造替代品取代自然系统。

有形运营声誉
由于基础设施中断生态系统服务而导致复原力下降，可能会降低基础设施的运营效能，并在与保护性服务减少相关的情况下造成有形风险。
非政府组织或民间社会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反对可能造成潜在的声誉风险。

声誉 基础设施开发对沿海社区的负面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任何动荡局面都可能造成声誉风险。

表4概述了与该行业各项主要压力相关的风险类别，并概述了为何这些风险对金融机
构至关重要。如上所述，沿海基础设施的一个重要方面是NbS在减轻影响从而降低
金融机构风险方面的作用。因此，以下的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在沿海基础设施中整合或
优先考虑NbS而得到缓解。鉴于气候适应在未来沿海基础设施融资中的首要地位，
该行业尤其需要建立资产的稳健价值评估，特别是在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和自然基
础设施方面。在这两类情境下，自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对海岸带的韧性起到支撑作
用。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基础设施面临崩溃的可能性更高。对这些服务进行的明确
价值评估，对于全面了解沿海基础设施融资所面临风险的重大性至关重要，在基础
设施崩溃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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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压力 影响 风险 说明



渗漏和化学污染 监管运营声誉
针对施工相关污染物实行新法规是基础设施建设监管风险的来源，不遵守现行法规也会面临监管风险。
污染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渗漏可能会破坏周围生态系统提供的基础设施服务，进而降低复原力并造成运营风险。
公众，尤其是在居民区和休闲娱乐区的公众可能认为污染对沿海和海洋环境具有不可接受的影响，进而产生声誉风险。

流离失所 监管声誉 根据相关法规，存在与社区流离失所有关的潜在责任，特别是在协商或赔偿缺失的情况下发生此等情形。在媒体报道社区流离失所的情况下，这可能是声誉受 的一个重要原因。

丧失使用权 声誉 在施工影响文化遗产的情况下，可能存在重大声誉风险。

危险工作 监管

有形运营

根据法规的不同，不安全的工作环境可能造成经济失，存在潜在赔偿费用的风险。
由于基础设施开发工作，可能显现与伤害及慢性健康问题有关的潜在责任风险。
此外，可能因为与开发相关的任何伤害或生命 失而出现声誉风险。

路径依赖 如果基础设施不再适合其用途，并且无法提供最初设定的服务，则可能产生运营风险。当路径依赖影响生态系统韧性时，则可能产生长期的有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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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融资的标准
根据上文概述的影响及其重要性，本节提出关于沿海基础设施和复原力可持续融资
的“标准附件”。这份标准清单及其相关情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建议。这些建议旨
在：规避最糟糕的情景，质疑需要改进的领域，或寻求最佳实践。
在标准范围内，还提及这些标准如何符合《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可持续发展
目标，以及这些标准与沿海基础设施相关的现有标准相一致的情形。这些是《IUCN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的前述标准以及“以金融加速可持续发展转型基础
设施”可持续基础设施标签及其标准指标。该标签于2021年底推出，并得到代表逾
100万亿美元管理资产额的机构的背书（气候政策倡议 2021）。 

崩溃 有形监管声誉
基础设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生崩溃，会对资产造成重大有形风险。
基础设施在面对自然灾害时发生崩溃，可能会对其他地方的影响构成重大责任，具体取决于管辖范围。
基础设施崩溃及其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后果可能造成重大声誉风险。

该标签涵盖各种各样的可持续基础设 施类
型，并不仅限于本章概述的沿海基础设施。
但其标准和指标是有用的投资机构导向框
架，此框架基于国际金融公司（International
FinanceﾠCorporation，IFC）《绩效标准》（Per-
formanceﾠStandards），并与“欧盟分类法”
及《可持续金融披露条例》（Sustainable Fina
nce Disclosure Regulation，SFDR）框架保持
一致。
更多详情，请参阅《标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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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风险到机遇
考虑到金融机构在沿海基础设施方面的切入点，以及NbS在建立气候复原力和减轻
沿海基础设施开发相关的诸多风险方面的重要性，可持续融资显然存在许多机会。正
如最近一份关于抓住自然基础设施机会的出版物所阐述的那样：

“我们必须停止这种投资导致气候变化的项目⸺没有复原力⸺需要长期维
护⸺产生财政负担的恶性循环。”
Feagin等 2021，第1362页

各国正在积极应对新冠疫情，全球范围内为更好地重建或专注于实现复苏的绿色新
政而采取了多项举措，资本成本明确且债务占GDP比率持续上升（Feagin等ﾠ2021）。
在此背景下，在21世纪剩余时间内，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预期资本成本似乎特别具有挑
战性。尽管如此，为了应对持续开发和气候变化的影响，有观点明确表示，应将自然
和NbS纳入沿海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尤应如此。由于这些国家的成本效益和较低
的前期资本要求，NbS成为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既有利于增强其气候复原力，也
有利于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提高适用性。在这些情况下，传统灰色基础设施获得
债务融资的机会可能受到严重限制（资料来源同上）。然而，在实施NbS方面仍存在
技术挑战，需要技术援助和支持才能在全球加以推广。
这方面的例子不断涌现，既有沿海基础设施在NbS方面的创新，也有金融机构与该行
业越来越多的接触。以下案例研究说明了沿海基础设施和NbS的创新融资机制。这些
机制为可持续方法的融资提出了潜在前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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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研究
地球安全机构与汇丰银行红树林债券
在澳大利亚，商业银行汇丰银行正在与地球安全机构（Earth Security）合作，为它们
的“红树林债券”概念开发一个模板。未来，双方将基于该模板为红树林养护和修复
融资（地球安全机构ﾠ2021b）。此前，地球安全机构曾在2021年进行分析，将红树林
作为NbS的价值转化为可投资资产。此次工作由汇丰银行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资助。（地
球安全机构 2021a）。该框架探索了利用绿色债券为气候适应、渔业和蓝碳机会筹集
资金的问题，并探索了地区政府如何将其应用于当前的绿色金融模式。这一概念建立
在美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海岸适应市政债券的先例之上。例如，2017年的“迈阿密永久
债券”（MiamiﾠForeverﾠBond）筹集了4亿美元，用于资助遏制海平面上升和抗击洪
水的项目，投入1.92亿美元用于绿色-灰色基础设施，包括红树林保护和修复。这一较
新的概念旨在加强这些工具对NbS的基本价值的重视。
地球安全机构打算利用由此建立的框架在多个红树林丰富的国家推广这一概念；该
机构正在制定一项全球融资倡议，以推动概念复制。债券通常用于5000万美元及以
上的大规模融资，而红树林养护工作和项目通常远低于这一门槛。为了弥补这一差
距，目前正在探索一系列聚合模式，其中包括汇集项目与其他类型的绿色投资，以及
跨多个地方和地区政府聚合项目。目的是分散投资机构风险，同时在多个地理位置提
供融资。 
大自然保护协会债务转换，伯利兹
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宣布，于2021年底为伯利兹提供
3.64亿美元的新融资，旨在减轻该国债务负担，并在20年内投入1.8亿美元用于海洋
保护。债务转换由大自然保护协会牵头，瑞士信贷银行安排和执行。通过债务转换，
伯利兹政府能够回购和偿还现有的外部商业债务（5.53亿美元），从而通过还本付息
显著减少存量债务，其中一部分将用于海洋保护。作为此次交易的一部分，政府承诺
每年向一个独立的国内保护基金提供超过400万美元资金。此外还将从新融资的收
益中预留2400万美元用于该基金的捐赠。后者将使该基金在交易20年后继续开展赠
款活动。大自然保护协会还与韦莱韬悦（经纪商）及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备案保险公
司）合作，为政府获得指数保险。如果发生某些预定义的天气事件（无论实际 害如
何），政府将支付下一次半年还本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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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由大自然保护协会牵头的塞舌尔2016年债务转换取得成功。在此基础上，此次
交易是海洋保护领域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其目标之一是保护伯利兹专属
经济区（ExclusiveﾠEconomicﾠZone，EEZ）30%的土地。预计保护区将覆盖珊瑚
礁、沿海红树林及其他重要生境。与塞舌尔的转换类似，伯利兹保护基金将负责评估
社区、企业、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对符合条件的蓝色经济用途的资金申请。伯利兹海洋
是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的“中美洲珊瑚礁”的所在地。除了使伯
利兹海洋受益外，该项目还有望通过保护红树林和珊瑚礁提供的自然基础设施来增
强沿海社区的复原力（大自然保护协会ﾠ2021）。预计首批资金将在2022年底之前到位。
此次交易是在对伯利兹5.53亿美元“超级债券”进行再融资的基础上达成的。“超级
债券”是伯利兹唯一的国际商业信贷工具。“超级债券”的交易价格持续大幅折价，反
映出该国的高负债水平。因此，大自然保护协会有机会设想回购超级债券，并以更优
惠的利率和条件发行新债券取而代之。在大自然保护协会新融资的支持下，政府向债
权人提出以55美分的价格回购超级债券。现有债权人接受了这一现金要约，部分原因
是政府愿意就保护工作做出郑重承诺并为实现承诺提供资金。
除了瑞士信贷银行在安排新融资方面起到的作用外，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evel-
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DFC）对促成交易成功起到了核心作用。美国国际开
发金融公司将政治风险保险延伸到新交易中，从而获得穆迪投资级信用评级AA-。这
大大降低了新交易的风险，使伯利兹获得负担得起的综合融资成本。美国国际开发金
融公司之所以愿意延长保险期限，部分原因是希望看到更多资金用于提高气候复原
力。该机构渴望在其他市场复制这一做法。交易完成后，伯利兹的国家信用评级从“选
择性违约”上调至“B-”，反映该国信用状况有所改善（大自然保护协会 2022，个人通
讯 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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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速尔群岛 | 照片由Cristina Mittermeier提供 cristinamittermeier.com废弃物危机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坚持不懈地全面分析原因并处理后果。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须采取行动。

废弃物预防和管理

https://cristinamittermeier.com/


行业与融资概述
本章探讨废弃物预防和管理，重点关注与蓝色经济有关的城市生活垃圾。生产者（向市
场投放产品和包装，其中一部分将在消费后成为废弃物）和管理者（参与废弃物收集、
中转、再生利用、回收及处置的日常工作）所开展的活动有所区别。本章不涉及非城市
废弃物，如工业和农业废弃物，也不涉及废水管理和其他来源产生的微塑料污染。
就GDP贡献度而言，发达的废弃物和资源管理（Waste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WaRM）行业的规模可与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相当，就沿海社区的就业潜力而言，则可
与水务行业相当（资源和废弃物咨询小组ﾠ2015）。因此，通过为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融
资，能够直接和间接地促进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
废弃物管理
废弃物20可被定义为超出所有者/产生者的需要并被丢弃的任何物质，无论其是否可
能被减量、再利用、回收或循环利用。另一种看法是，废弃物是从生产和消费的经济
周期中脱离出来的资源⸺线性经济效率低下造成的多余副产物和产出。
城市生活垃圾（Municipal Solid Waste，MSW）包括家庭、商贸机构、小企业、办公楼
和机构（学校、医院、政府建筑）产生的废弃物；还包括大宗废弃物（例如白色家电、
旧家具、床垫）和某些市政服务产生的废弃物，例如公园和花园养护产生的垃圾、街
道清洁服务产生的垃圾（街道垃圾、垃圾箱内容物、市场清扫产生的垃圾）。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是一项基本的公用事业服务，也是公共卫生和环境保护的基本前
提。然而，尽管废弃物管理在维护公共卫生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但全球至少有20亿
人无法获得收集服务（UNEPﾠ2015）。由于缺乏定期可靠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市民
往往采取露天焚烧、乱扔乱丢和露天倾倒（包括直接倒入排水沟和水道）等废弃物 “自
我管理”方式；未经收集的废弃物堵塞下水道，加剧当地洪水泛滥，这反过来又为病
媒生物（即昆虫和害虫）的传播创造了机会。

20 废弃物多种多样，包括城市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农业和动物废弃物、工矿废弃物、危险废弃物和医疗废弃物，以及其他特定废弃物类型和组分，如废弃物包装、纺织品、车辆、轮胎、包括家具和床垫在内的大件物品、电气和电子设备、油类、电池及污水污泥。本章重点关注城市生活垃圾预防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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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10亿人无法获得完整的废弃物管理服务，即把收集物送往可控设施并进行处
理。这些社区的废弃物未经收集和“自我管理”，或是在不完整的、依赖于不可控处
置场所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中进行管理。21

专题5：关于犯罪活动的说明
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饱受犯罪活动之苦，包括国际上运作的有组织犯罪网络。
在高收入国家，废弃物犯罪现象尤为严重；与此同时，走私高收入国家废弃物的犯
罪形势同样严峻。收取废弃物“管理”服务费用的经营者实际上可能非法处置废
弃物，或将废弃物出口到监管和控制系统更为薄弱的辖区。非法的国际废弃物贸
易违反《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监测、审计和执行与非法
废弃物活动有关的处罚具有挑战性，不仅是因为并非所有缔约方都批准了《公
约》，也因为已批准《公约》的缔约方在提交报告时仍遵循自愿原则。

废弃物产生的规模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率波动很大，从人均每天0.1公斤到4.5公斤不等。据估计，2016年
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高达21亿吨。在基准情景下，预计到2050年，这一数字将增至34
亿吨。到2050年，低收入国家产生的废弃物总量预计将增加到目前水平的三倍以上（世
界银行 2018）。
塑料 是 城 市生 活 垃 圾 的 重 要 组 成部分。按 重 量 计，塑料占 城 市生 活 垃 圾 总 量的
7%‒20%，按体积计则占比更大。研究估计，在距离海岸50公里范围内产生的城市
生活垃圾中，每年塑料产生量为2.75亿吨，其中约800万吨塑料垃圾泄漏到海洋中

（Jambeck等ﾠ2015；UNEPﾠ2018）。据估计，来自河流的塑料垃圾高达200万吨（Le-
breton等ﾠ2017），这意味着估计每年总共有100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另一个信
息来源估计，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预计将从2016年的1100万公吨（范围：每年900万-1400
万公吨）增长到2040年的2900万公吨（范围：每年2300万-3700万吨）（Pew和SYS-
TEMIQ 2020）。
换言之，在已产生的所有塑料垃圾中，估计约有3%会进入全球海洋生态系统。这相
当于每人每年向全球海洋倾倒1公斤塑料，或近4亿人口产生的塑料垃圾总量，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持续倾倒到全球海洋中。此外，据计算，塑料供应链在生命周期内每
年排放18亿吨温室气体。如果把其视作一个国家，塑料供应链就是全球第五大排放国（W
WF 20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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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这些不可控处置场所往往位于水道和河漫滩、行政边界和国界沿线；无人居住的地区，在那里废弃物“眼不见为净”，任由其积累并逐渐扩散到大自然中。



据估计，废弃物污染对海洋自然资本的经济影响在每吨进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3,300‒33,000美元之间（Beaumont等ﾠ2019）。在估计每年有1000万吨塑料
垃圾流入海洋的背景下，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估计高达惊人的3300亿
美元，对沿海社区的影响最大。

相关数据准确性和建模假设可能受到质疑，并且需要做大量工作来提高数据和预测
的准确性。然而，废弃物污染的影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问题，需要可持续蓝色经济
的投资机构给予认真关注。
在废弃物管理的广义范畴内，一个有益的做法是明确核心概念，包括废弃物管理层级
和产品周期，以及明确本指南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废弃物管理层级
世界各地的废弃物管理政策、计划和做法都以废弃物管理层级为指导。本指南使用
图6所示的废弃物管理层级版本。
废弃物收集和中转虽然未在层级中正式表示，但却是除最上面两层之外所有各层的
必要组成部分。将收集范围扩大到全社会是保护海洋和海岸的最基本、最根本的方
式，在废弃物极有可能渗入水道的高风险地区更是如此。这是一个碎片化领域⸺收
集提供者/废弃物接收者包括地区、城市和地方当局（公共部门），以及不同规模的私
人经营者，包括社区组织、微型企业和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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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废弃物层级“倒三角”图示

生产者的重点领域
管理者的重点领域

表5：管理者子行业的范围
收集 再利用/再生利用 其他回收 处置

倒三角图示最早由Wilson（1996）使用。此版本改编自Whiteman等（2021），后者又
改编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International Solid Waste Associa-
tion,ISWA）（2015）。图形：Ecuson Studio。
表5显示与城市生活垃圾管理有关的活动，包括收集、分拣、再处理/再生利用、回收
和处置。

可控处置
垃圾填埋

预防
减量

再利用
再生利用
其他回收包括能量回收

不可控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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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链：收集、中转和运输

再利用—再生利用链：源头分
离、分拣、压实、捆绑和运输

再利用

再生利用：国内—出口（参
见《巴塞尔公约》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15.1 ）

能量输出（包括厌氧消化、
垃圾填埋气体）
材料产出（包括 堆 肥 和厌
氧消化）

环境无害化管理填埋

可控垃圾填埋场

收集和中转

未经收集的废弃物



表6：生产者子行业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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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生命周期
产品生命周期大致由以下阶段组成：
1、上游：研发、设计、原材料采购和生产、产品和包装制造
2、分销：制备、包装和灌装、产品/部件交付
3、下游：组装、准备上市、投放市场、零售
上游制造、分销和下游供应活动之间的顺序和关系特定于具体生产商和产品。
这些生命周期阶段有些长达数十年，涵盖产品的各个环节，包括研发、设计和制造，零
部件原材料的提取和加工，以及最后的上市销售。本章范围将表6中的绿色块纳入在
内，将红色块排除在外。

生产者责任制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xtendedﾠProducerﾠResponsibility，EPR）和产品监管（Productﾠ
Stewardship，PS）越来越多地用于提高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再生利用/回收绩效。在本
章中，这两种方法归为同一类别，即生产者责任制（ProducerﾠResponsibility，PR）。
生产者责任制的基本前提如下：产品生产者（即将产品投放市场的公司）对组织和资
助后端系统以管理其产品消费后产生的废弃物承担相应责任；通过重新设计激励减少
投放市场的材料；鼓励更多地使用再生成分；提高所用材料的可回收性。
欧盟强制规定生产者必须履行对包装和包装废弃物的责任，在其他国家则纳入自愿
性或强制性机制加以实施。作为激励生产者改变行为的首选工具，生产者责任制正在
国家和全球层面的政策话语中占据重要地位。在某些应用场景，生产者责任制可与塑
料污染防治工作明确挂钩，例如通过调整费用来激励人们广泛使用可回收塑料。生产
者责任制的应用场景日益增多、复杂性不断提升，要求生产者在成本方面做出更大贡
献，并可能对资金使用方式产生更大影响。

上游 分销 下游
研发
设计 包装和灌装 准备上市
原材料制造 底物、部件和产品的越境转移 上市
制造 底物、产品和部件接收 零售

制备 组装



已对包装废弃物（包括塑料包装）实施生产者责任制的国家与未实施生产者责任制并
在塑料垃圾泄漏到海洋中的方面成为公认热点的国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快速消
费品（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FMCG）的生产商通过在这些脆弱的市场销售产
品而获益。直到最近，它们几乎没有参与到关于如何改善低收入国家废弃物管理的定期讨
论中。
纵观全球，各国纷纷探索确定废弃物产生性质的解决方案，日益重视产品的上游设计和
市场交付系统。根据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的《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NewﾠPlastic Eco-
nomy Global Commitment），占全球塑料包装年使用量20%以上的200家企业已签署
了2025年目标。22

令人鼓舞的是，各国目前正在形成一股势头，争取通过谈判敲定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联合国塑料污染条约。该条约将充分利用通用规则和条例的潜力，制定强有力且有效的
全球塑料污染应对措施。该条约将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并通过防止跨地域的零散行动
来支持循环经济解决方案的推广应用。200多万人、70家公司和超过¾的联合国成员国
呼吁制定一部联合国条约，以遏制塑料污染（世界自然基金会，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波士顿咨询公司 2021）。

专题6：化石衍生塑料的替代品
近年来，业界持续关注与化石衍生塑料“替代品”有关的创新，它们通常被称为
生物基、生物来源、可堆肥或全生物降解塑料（或其他术语）。与这些材料有关的
名称仍然混淆不清，术语常常互换使用，导致误解日渐加深。虽然需要更多证据
来证明这些替代材料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益处，但为其可扩展性融资至关重
要。然而，进入市场的塑料替代品数量可能过多，将使本已具有挑战性的塑料回
收和再生利用领域变得更加复杂；这一领域亟需创新。世界自然基金会的生物塑
料原料联盟（Bioplastic Feedstock Alliance）可为负责任地采购这些替代塑料
的原则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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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更多信息请参阅《全球承诺》网站（ellenmacar thur foundation.org /global- commit-ment/overview）。

https://bioplasticfeedstockalliance.org/
https://bioplasticfeedstockalliance.org/
https://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global-commitment/overview
https://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global-commitment/overview


转向废弃物预防
根据《2019全球资源展望》（Global Resources Outlook 2019），自然资源的开采和
加工造成了90%以上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水资源压力，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占比约为
50%（UNEPﾠ2019）。这些统计数据进一步反映出，当前迫切需要实现范式转换，从“废
弃物”管理模式转向循环经济中嵌入的“资源”管理模式。23如上所述，生产者责任
制就是试图嵌入这种新思维模式的政策范例。资源管理方法非常关注资源稀缺性，
并寻求通过循环经济解决方案获得竞争优势的机会。在可持续发展原则和替代消费
叙事的支持下，循环经济有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积极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及功能（Ve-
lenturf和Purnell 2021）。还需要在整个价值链中开展更加积极的循环式资源管理，
包括废弃物末端管理，覆盖从收集、分拣和再生利用到维修、再利用和再制造的所有
环节。
北半球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日益昂贵，跨境废弃物出口治理愈加严苛。这些压力正在推
动全球产业革新：从寻找产业共生的机会（一个行业的废料成为另一个行业的原材
料），到在循环经济框架内进行再利用和升级回收，以弥补越境转移造成的规模经济
缺失。
目标设定过程对于实现资源效率和循环经济目标至关重要。对金融机构而言，了解这
一主题日益重要⸺建议读者阅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的《资源效率和
循环经济目标设定指南》，该指南是《负责任银行原则》（PRB）框架的一部分。该报
告为有意提高能源、废弃物、水及原材料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水平和建设循环经济的
银行提供了分步骤指南。在循环经济中，废弃物和污染不复存在，产品和材料以最高
价值加以使用，自然系统得到再生（UNEP FI 2021a）。
消费者责任
该行业之所以面临挑战的文化背景是消费者对被视为具有短期价值的产品的消费不
断增长。消费者通过消费而成为废弃物的最终产生者。他们的习惯、偏好（包括为了
方便）和行为不仅从根本上影响了生产者投放市场的产品类型，而且还影响了所产生
的废弃物的性质。相反，也可以说企业通过消费者洞察研究，将确定为合其心意的产
品和服务投放到市场上以推动增长，而消费习惯也受到这些产品和服务的影响。最
终，推动消费增长的是企业与市民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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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循环经济可以定义为一种由可再生能源驱动的再生系统，该系统取代当前的线性“获取-制造-处置”产业模式。相反，材料在经济中得到维持，资源实现共享，而废弃物和负面影响则在设计时排除在外。

https://7f0f76c0.sibforms.com/serve/MUIEACgskCipFrAXOw9i_K10-MudwTPUUhARJSaKezWgCcVlwt8Vo5qpivb2pT-9DuFY8gaBrlXjoUHvngMEKUYBJXKFiTetsZ_nZRpXQGf9dUiagouZtB7jKpUTHutyrU5ryyWaSX8CMRB2BWWA1ARCP2endilbZKlySCeDD3E7jUFSJXlXAQkFeEwcJETlqo5kNP6HuJV5_UzI
https://7f0f76c0.sibforms.com/serve/MUIEACgskCipFrAXOw9i_K10-MudwTPUUhARJSaKezWgCcVlwt8Vo5qpivb2pT-9DuFY8gaBrlXjoUHvngMEKUYBJXKFiTetsZ_nZRpXQGf9dUiagouZtB7jKpUTHutyrU5ryyWaSX8CMRB2BWWA1ARCP2endilbZKlySCeDD3E7jUFSJXlXAQkFeEwcJETlqo5kNP6HuJV5_UzI


无论发生何种情况，结果都是“一次性社会”的全球化。迫切需要采纳“源头预防”原则
取代这种已然过时的模式。该原则要求采取预防措施，在环境破坏发生之前进行预测并
防患于未然。应将其列为政府和企业政策的重中之重。这些措施对于应对海洋塑料污
染灾难以及改善低收入和贫民窟社区的环境卫生和安全条件尤为重要。
消费趋势可以作为一个宝贵指标，对这些新出现的废弃物的性质加以说明，以减轻可
持续蓝色经济面临的风险。了解构成这些可能存在问题的废弃物的材料有助于向对
该行业感兴趣的金融机构提供信息，例如，日益堆积、富含稀土金属和化学品的技术
废弃物。从处理包装等常规废弃物的系统中汲取经验教训；从一开始就考虑循环经济
原则；进行前瞻性规划，例如为回收和再生材料创建具有经济可行性的市场：这些措
施有助于缓解对废弃物管理服务的需求，并提高服务有效性。
押金返还制度
押金返还制度（DepositﾠReturnﾠSystem，DRS）是激励消费者将优质材料返还生产
系统的有效途径。这种返还包装材料的传统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最近几代的一次
性包装所取代。精心设计的押金返还制度能够使市场上投放的包装材料实现极高回
报率（90%以上），从而产生连锁效应，包括减少垃圾和促进收集更清洁、更高质量
的源头分离材料。押金返还制度是一种独特的政策方法，需要生产者和市民参与其
中，以确保产生影响深远的结果。

行业融资
废弃物管理服务是一项净成本活动。该活动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废弃物主要产生
者的投入，这项原则为“污染者付费原则”提供了理据。通过出售回收材料（例如可
回收物或从城市生活垃圾焚烧中提取的能源）的收入，能覆盖很少一部分的废弃物
管理系统成本。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必须认识到，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的财
务基本上是靠废弃物产生者的投入所支撑，这些废弃物产生者往往间接支付服务费
用，例如通过参加自愿性或强制性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或者不参加）。可负担的使
用费以及完善的监管和制度对环境的支持是吸引融资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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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是，目前与废弃物相关的成本大都已外化。因缺乏对废弃物产生进行适当
定价的有效政策，生产者没有支付与其产品产生的废弃物相关的全部成本。相反，这
些成本大部分由整个社会和环境买单。目前正在讨论“全额成本”的定义，利益相关
者基于各自观点对其构成提出质疑。
许多国家严重缺乏财政框架，特别是市政府收取和保留收入以维持运营、维护和投
资成本的能力，限制了吸引私营部门投资的能力。市政府倾向于将地方服务费保持在
较低水平，导致其强烈依赖来自国家预算来源的财政转移。市政当局缺乏征收来自有
来源税收的权利和责任，严重限制了它们投资于扩展和改善服务所需设备和基础设
施的能力。因此，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存在巨大的融资需求。
由于需要不同的运营和技术解决方案，加上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复杂的成本和收
入结构因素，资金来源多种多样⸺通常分四大类：公共融资、私人融资、公私合作伙
伴关系以及捐助者和赠款（BioEnergy Consult 2020）。
国际金融机构目前正在投资于整个废弃物管理系统
国际金融机构（IFI）通常对整个废弃物管理系统进行投资，分析整个投资周期的运营
成本回收和资本成本。这将取决于负担能力水平，但也取决于当局实行税务改革的
意愿。根据国家收入水平和政策背景，来自使用费（或税收）以及出售再生利用和回
收产出的收入可至少为投资提供部分（如果不是全部）资金。为了达到所需投资的负
担能力界限，往往需要地方和国家的公共来源以赠款形式进行联合融资。
私人融资
在行业框架条件已建立、该框架内运作的服务已成熟的国家，往往会在废弃物和资
源管理行业提供私人融资，这使得风险项目更有可能取得成功且产生利润。然而，建
立完整的系统更有可能需要混合融资方式，例如初始资本投资以及一系列长期收入
来源。具体取决于公共部门行动（使用费或使用税、系统产出的销售、用户或街道清
洁、绿地管理或季节性服务等其他服务的交叉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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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财政手段鼓励投资
在许多国家，私人融资的“后端”废弃物回收和处置基础设施都有财政手段的支持，
如垃圾填埋税、再生利用信用额度，以及对废弃物产生、并网发电或集中供暖的能源
实行优惠上网电价。例如，在过去10‒15年里，优惠上网电价的使用促进了中国废弃
物管理行业转型，使得国内投资大幅飙升，国际投资持续增加。具体可参见中国废弃
物管理系统转型投资的案例研究。
对前端收集系统的最大投资需求
在10‒15年期间的资本支出需求总额中，投资于“前端”收集系统在几乎所有发展情
境下的投资需求中占最大份额（Wasteaware 2022）。这也与城市市长及管理者的本
能不谋而合⸺保持清洁无废的城市环境，为提升市民的健康水平和幸福感做出贡
献。尽管如此，持续涌入的人口、由此产生的废弃物以及负担能力等因素，使得废弃
物收集服务覆盖率成为全球许多发展最快的城市面临的一大挑战（UNEP和ISWA 
2015）。
为废弃物预防提供融资
废弃物预防举措通常是由企业构想，因此往往按照个别企业的商业环境决定的节奏
为其提供融资。相比之下，废弃物管理服务主要依赖于经常性资本支出，大多由公共
资金提供融资。但在一些收入较高的国家，则依赖以废弃物管理基础设施、供应和服
务合同为基础的私人资金。

“生产者”融资在废弃物预防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监管信号和财政政策可以刺激有
关各方重视废弃物预防。例如，可以通过加强对产品标准的监管控制来增加废弃物
管理成本。然而，无论监管和政策框架如何，具体的废弃物预防措施必须始于包括
产品设计在内的研发阶段，并作为消费者营销主张决策的一部分纳入考量。
循环经济融资机会
私营融资的新机会包括维修和再利用中心、再利用系统及再制造活动；其他机会包
括支持对于当前运营企业的富有雄心的重组，包括从线性和交易性的商品营销和销
售转向更多循环模式，例如提供和保证承担所售商品维护和维修责任的优质服务。
在上游生产者活动中也可能存在融资机会，这些活动最终对下游固体废弃物管理产
生积极的实质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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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举措包括可维修的设计；有利于维护共享和共有的商业模式；以及基于废弃物
减量目标而非废弃物处理量收费的废弃物管理合同。
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持续增长带来了投资机会。与废弃物预防相关的初创企业包括寻
求推出替代技术以解决不可持续的资源消耗的企业。例如，替代技术包括将塑料与
化石燃料的使用脱钩的可再生材料，高度耐用或高度可回收的材料，或支持循环经
济的废弃物回收技术进步。
技术投资
私人投资者倾向于寻找技术解决方法来解决“问题”。技术解决方法是一种速胜的“解
决方案”，比如引进一种新技术。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机构针对废弃物行业的定向“绿
色”融资往往侧重于高科技投资，因为预期会有短期投资回报。这些机构对先进热回
收技术的融资/承包有着浓厚兴趣。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技术目标在低收入城市和国
家应用。这类项目往往不能充分适应当地的实际情况，很难在考虑当地现有废弃物
收集服务的覆盖面、数量和废弃物类型等因素的前提下进行可行性研究。因此，这
些项目往往不成熟。
此外，这类项目往往促进先进的热回收和化学回收技术（如气化和热解）的应用。即
使在高收入国家，这些技术也尚未在城市生活垃圾的商业规模上得到证明。从环境
角度来看，这些技术也未被证明总体上有益，但它们持续吸引大量投资。更令人担忧
的是，专注于废弃物解决方案，包括这些技术的出现，几乎无助于鼓励塑料使用减
量，也无助于使主要系统摆脱对这些材料的依赖（Breaking the Plastic Wave 2020）。
只要存在有利的政策环境，并且没有使用者付费的负担能力问题，大型再生利用和回
收解决方案便可以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并为商业融资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PPP）项目创造机会。要使这种安排发挥作用，就需要有地方主
管当局或业已实施的生产者责任制。此外，需要在合同中规定适当（和一致的）垃圾
处理费，以确保大型投资的财务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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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7：塑料信用
塑料信用是一个新兴但有争议的金融领域。从概念上讲，塑料信用额度是一种可
转让单位，代表从环境中清除的特定数量的塑料垃圾⸺原则上类似于更成熟的
碳信用做法。通过购买信用额度，企业在理论上可以平衡其塑料足迹并声称实现“塑
料中和”。然而，在这个初级发展阶段，尚不清楚此方法是否能够或将对这一问
题产生变革性影响。
尽管初衷良好，但目前在这一领域运作的组织正在没有商定的全球标准、方法框
架或操作透明度的环境下开展这项工作。在缺乏这些关键要素的情况下，参与塑
料信用和声称实现塑料中和可能被视为漂绿，使公司能够在抵消其塑料足迹的
同时继续以一切照常的方式污染环境。由于塑料信用制度尚未纳入国家/地方废
弃物管理系统，它们有可能破坏在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等政策方面的进展（生
产者责任延伸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干预，为废弃物管理活动融资），甚至完
全取代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塑料信用并不能取代强有力的塑料垃圾减量战略。然而，如果开发得当，该制度
能够成为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应对塑料污染危机的整体方法的一部分。若将正确
措施和治理落实到位，塑料信用可以支持循环塑料系统发展。然而，若希望这些
活 动产 生 变革性 影 响，则需 要 监 测 其合 法 性、环境 效 益和 社 会 责 任（W W F 
2021c）。

项目融资
特别是在气候融资机制的框架内，项目融资的理由日益充分。此类方法尚处于初期阶
段，目标是扩大气候融资的影响，同时降低利用这种投资的交易成本。第26次缔约方
大会批准了《巴黎协定》第六条实施细则，为废弃物处理行业的气候融资（作为国际
排放交易的一部分）创造了机会，但只有时间才会说明国家框架和碳市场将如何应
对。如果废弃物项目的减排信用额度再次被认为具有市场价值，这一机制可为基于产
出的融资模式提供机会。扩大融资规模的替代途径包括将废弃物处理行业的要求纳
入更广泛的综合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如“智慧城市或绿色城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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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环境和社会影响及依赖性
考虑到其对应对气候变化和海洋污染等全球性环境问题的贡献，废弃物预防和管理在某
种程度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据估计，当前的消费、生产和废弃物管理实践占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的45%（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ﾠ2021）。向可再生能源过渡依然是应对气候变
化的当务之急。与此同时，更负责任地使用资源也可以在应对气候和自然危机方面发挥
作用。根据欧盟最近的研究，建筑行业的循环性可将排放量减少61%（Braticiusﾠ
2020）。总体而言，这一减排潜力可能占全球排放量的30%左右（UNEP和ISWA 2015）。
迄今为止，废弃物管理的缺陷导致最大比例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也是产生微塑料的一
个主要源头（麦肯锡商业与环境中心和海洋保护协会ﾠ2015；Schmidt等ﾠ2017）。渗入海
洋生态系统的塑料垃圾可能会存在数十年之久。这些塑料垃圾会破坏生物多样性， 害
动物福利，并产生社会和经济影响。令人担忧的是，海洋塑料污染对大多数（如果不是全
部）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包括金融方面）日益明显（Beaumont等ﾠ2019）。从根本上说，
影响归结为两个核心问题：未能收集废弃物和废弃物泄露于环境。
未能收集废弃物
未能收集废弃物通常发生在当地固体废弃物管理服务机构不堪重负之时；有效的社区服
务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设备资金不足，表现不佳，无法跟上废弃物收集的实际需求。城市
人口迅速增长、数据不足和不充分、城市规划不力、以及难以利用常规废弃物收集工具
提供服务的非正式定居点扩张⸺这些都是废弃物收集服务覆盖面不足的主要原因。
没有定期、可靠收集系统的社区被迫自行管理废弃物，途径是露天焚烧和/或将废弃物
倾倒在附近的露天土地、公共排水系统和水道中。由此对公共卫生和环境质量产生的
影响可能对市民造成破坏性后果，并 害当地社区的凝聚力。
被未经收集的废弃物 害的城市地区是疾病传播媒介的理想滋生地。成堆的腐烂物
质成为害虫的觅食场所，堵塞的排水沟形成一潭死水，为昆虫产卵和繁衍提供了理想
条件。这种情况的一个后果是疾病暴发可能席卷所有城镇人口，往往会使整个社区陷
入瘫痪。
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Informal Recycling Sector，IRS）通过帮助回收资源和管理本应
由地方政府机构管理的可回收材料，在弥补正规废弃物服务缺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在一些城市，据估计有2000万非正规回收商在提供废弃物收集服务方面发挥着关
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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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贫民窟、棚户区、贫民区或非正式定居点的许多居民来说，回收、再生利用、再利
用、共享和转型是生存问题（Marino 2021）。此外，无人管理和管理不善的废弃物对
边缘化社区（包括妇女和儿童）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废弃物管理工人经常遭受职
业健康 害，包括肌肉骨骼问题、神经 伤、呼吸系统问题、伤口和感染，极端情况下
还会造成生命 失。在靠近废弃物露天焚烧、不受控制的处置场的社区，呼吸系统疾
病的高发病率可能与当地环境存在联系（Verma 2016）。
令人悲哀的是，童工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在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此类现象更加普
遍。作为拾荒者的儿童出售回收材料，帮补他们和家人的生计。儿童在条件恶劣、不
受控制的处置场工作的情况比比皆是。
废弃物泄露至环境
废弃物泄露至环境会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渗入土壤和水床的废弃物可能会堵塞排水
系统，在风暴期间加剧洪水泛滥，并被带入水道向下游漂浮，最终流入海洋。
塑料慢慢分解成越来越小的颗粒（即微塑料），降低海洋环境质量，影响动物生存，
并被人类无意中摄取（例如通过饮用水、食用海产品或悬浮微粒 ）。
在固体废弃物管理行业确定的两个核心问题的基础上，表7列出了压力及其对环境和
社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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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废弃物预防和管理的压力和影响
压力 影响 说明
研究、开发和设
计 产 品 时 不 考
虑废弃因素

广 泛 使 用 一次
性塑料

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极有可能泄露进入海洋环境中。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对动物福利 害最大的是最终变成海洋垃圾的塑料制品/包装。动物可能摄入塑料制品/包装，或者被塑料制品/包装缠住和束缚，从而危害自身安全，并有可能导致丧命。
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降低了海洋的固碳潜力。海洋塑料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通过阳光和热量分解，在此过程中释放温室气体。
此外，浮游动物⸺被认为在固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Ferguson 2018）⸺也会受到影响。
许多产品可以改变水体的生化含量：电子废弃物会渗出铅等重污染金属；倾倒的塑料容器中可能有微量化学产品；塑料不会降解，而是分解成微塑料等。藻类和细菌的繁殖改变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
海洋垃圾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 失导致人们无法从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中获得可持续生计。
广泛使用一次性塑料容易造成垃圾丢弃和垃圾渗入海洋环境。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对动物福利危害最大的是渗入海洋环境中的塑料制品。动物可能摄入塑料制品/包装，或者被塑料制品/包装缠住和束缚，从而危害自身安全，并有可能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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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降低了海洋的固碳潜力。海洋塑料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通过阳光和热量分解，在此过程中会释放温室气体。
此外，浮游动物⸺被认为在固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Ferguson 2018）⸺也会受到影响。
海洋垃圾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 失导致人们无法从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中获得可持续生计。



压力 影响 说明
在 运 输 过 程 中
物质流入环境 在运输过程中，特别是在海上运输过程中发生事故时，物质流失到环境中，由此产生海洋垃圾。由于底物可能被冲进海中，陆上或河流运输过程中也可能产生海洋垃圾。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塑料海洋垃圾对动物福利的危害最大。动物可能摄入塑料制品/包装，或者被塑料制品/包装缠住和束缚，从而危害自身安全，并有可能导致丧命。

海洋垃圾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 失导致人们无法从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中获得可持续生计。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不会在海洋环境中分解。相反，它会降解成越来越小的成分（即微塑料）。藻类和细菌的繁殖改变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塑料是一种应激源，可与其他环境应激源协同作用，如其他污染物、海洋温度变化、海洋酸化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应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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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投放在缺乏
能力处理已产生
废弃物的市场中

如果缺乏处理已产生的废弃物的能力，就更有可能出现废弃物管理不善和乱扔垃圾的情况。大量废弃物可能会渗入环境，成为海洋垃圾。海洋动物的福利因摄取或缠绕而受到严重影响。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降低了海洋的固碳潜力。海洋塑料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通过阳光和热量分解，在此过程中会释放温室气体。
此外，浮游动物⸺被认为在固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Fergusonﾠ2018）⸺也会受到影响。废弃物管理不善导致垃圾填埋场产生甲烷，进而排放温室气体；导致露天焚烧，进而排放黑碳；并导致错失机会，未能在再生循环和回收链中用次生材料替代高碳含量的原始材料或转换燃料。
产品投放鼓励消费主义，而公共固体废弃物管理服务机构无法妥善处理消费主义者产生的废弃物。这会造成海洋垃圾，降低沿海地区不卫生居住区的生活质量。反过来又会影响当地社区的卫生、环境、社区和商业机会，进而影响居民生计。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ocean-acidification


压力 影响 说明
管理不善的废弃物是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传播媒介，害虫的滋生地，水污染源等。
未经收集的废弃物最终进入沟渠和开放式卫生污水系统，堵塞水道，加剧对卫生状况的负面影响。
管理不善的废弃物代表着错失提取材料和资源价值的机会。受影响社区普遍存在的卫生问题导致生产力 失和相关经济 失。
未能提供收集和废弃物管理服务的现象在城市周边、郊区和农村地区最为普遍，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低，社区脆弱。作为家务劳动的一部分，妇女和儿童往往必须自我管理废弃物。他们或者将废弃物运到遥远的处置点或收集点，或者在影响自身健康的不卫生条件下焚烧/掩埋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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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市场上禁售的
产品在另一个环
境政策较宽松的
市场上进行销售

把产品从法规禁售的市场转移到没有同样限制的替代性市场，此举可能会将废弃物的产生转移到环境政策和控制较宽松的新市场。这可能会导致更多废弃物产生并渗入环境中。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在极端情况下，出口已成为废弃物且难以或无法处理的被禁产品，可能会对社区产生极端影响。泄露到环境的废弃物可能危及与自然和土著社区海洋环境有关的遗产、圣地、传统及习俗。
被禁产品会产生难以管理的废弃物。在某些地方，如小岛屿，这可能会 害生计，尤其 害依赖渔业、海产品或沙滩旅游业的社区生计。

将装有化学品和
有毒材料的容器
投放市场

塑料污染的一个间接但重大的影响是潜在化学品和有毒物质渗入海洋，污染水资源并对生物多样性产生负面影响。
被化学产品严重污染的生态系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恢复。在此之前，生态系统则会停止提供服务。
对某些野生动物物种来说，水体化学平衡的变化可能是致命的。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变化可能破坏海洋生态系统食物链，危害所有物种。
微量化学产品仍留在水体中的容器内（如果不将其公开倾倒），它们的存在会改变海洋环境的化学和生物特征。
海洋生态系统受到污染后会减少生态系统服务。依赖渔业、水产养殖、海滩旅游业和海洋娱乐价值等服务的社区将失去获得生计的机会。



压力 影响 说明
水体化学平衡的变化破坏海洋生境，影响本土物种。对暴露在受污染海洋环境中的当地社区而言，这可能会增加疾病患病率，例如通过摄入受污染的野生鱼类和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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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收集和中
转不足 未经收集的废弃物堵塞排水系统，在暴雨期间导致洪水泛滥，小范围倾倒，露天焚烧，以及收集和运输期间泄露至环境。大量废弃物泄露至环境，成为海洋垃圾。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塑料海洋垃圾对动物福利的危害最大。动物可能摄入塑料制品/包装，或者被塑料制品/包装缠住和束缚，从而减少自身福利，并有可能丧命。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不会在海洋环境中分解。相反，它会降解成越来越小的成分（即微塑料）。藻类和细菌的繁殖改变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塑料是一种应激源，可与其他环境应激源协同作用，如其他污染物、海洋温度变化、海洋酸化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应激源。

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降低了海洋的固碳潜力。海洋塑料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通过阳光和热量分解，在此过程中会释放温室气体。
此外，浮游动物⸺被认为在固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Fergusonﾠ2018）⸺也会受到影响。废弃物管理不善导致垃圾填埋场产生甲烷，进而排放温室气体；导致露天焚烧，进而排放黑碳；并导致错失机会，未能在再生循环和回收链中用次生材料替代高碳含量的原始材料或转换燃料。

海洋垃圾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导致人们无法从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产业中获得可持续生计。
已收集但从城市生活垃圾服务链中散逸的废弃物，或者没有及时从收集点运出的废弃物，会使受影响的社区陷入恶劣生活条件，造成恶臭、传染病传播媒介产生、卫生或火灾危险。
未能提供收集和废弃物管理服务的现象在城市周边、郊区和农村地区最为普遍，这些地区的收入水平低，社区脆弱。作为家务劳动的一部分，妇女和儿童往往只能自我管理废弃物。他们或者将废弃物运到遥远的处置点或收集点，或者在影响自身健康的不卫生条件下焚烧/掩埋废弃物。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ocean-aci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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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利用系统和/
或回收材料市场
容量不足

完备的再生利用系统，以及支持对回收次生原料的需求，能够对可回收材料产生拉动效应。在没有再生利用系统的社区，塑料和其他可回收物品可能会被遗弃，并泄露到海洋环境中。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塑料海洋垃圾对动物福利的危害最大，但其他干燥的可回收物也有负面影响。动物可能摄入塑料制品/包装，或者被塑料制品/包装缠住和束缚，从而危害自身安全，并有可能丧命。
海洋垃圾，尤其是塑料，降低了海洋的固碳潜力。海洋塑料需要数百年时间才能通过阳光和热量分解，在此过程中会释放温室气体。
此外，浮游动物⸺被认为在固碳方面起着关键作用（Fergusonﾠ2018）⸺也会受到影响。废弃物管理不善导致垃圾填埋场产生甲烷，进而排放温室气体；导致露天焚烧，进而排放黑碳；并导致错失机会，未能在再生循环和回收链中用次生材料替代高碳含量的原始材料或转换燃料。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不会在海洋环境中分解。相反，它会降解成越来越小的成分（即微塑料）。藻类和细菌的繁殖改变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塑料是一种应激源，可与其他环境应激源协同作用，如其他污染物、海洋温度变化、海洋酸化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应激源。
海洋垃圾造成的生态系统服务损失导致人们无法从渔业、水产养殖业、旅游业等获得可持续生计。此外，再生利用缺乏或不足导致正规和非正规回收商无法获得可持续和包容性生计机会。
最终进入垃圾填埋场或海洋的废弃物是一种资源损失，经济损失，也是资源生产力的损失。
再生利用系统雇用弱势人群，并为他们提供合法稳定的收入。未经收集的可回收物减少了城市非熟练工人和穷人在回收链中工作和脱贫的机会。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ocean-acidification


77深度探索：金融、海洋污染和海岸带韧性海岸带韧性：基础设施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压力 影响 说明
完全基于可行性
或技术考量选择
新技术
不受控制的处置

完全基于技术考量进行选择，可能会导致投入巨资建造一个需要运营10‒20年才能产生利润的设施。这可能导致行业发展停滞不前，并使废弃物处理部门丧失机会和生产力。
不受控制的处置和非法倾倒产生的废弃物很容易被冲入河道，然后进入海洋环境。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如果不受控制的处置场靠近海岸或坐落在海岸上，由于土壤、空气和水受到污染，废弃物的存在会导致沿海和海洋生境退化。
来自不受控制的处置或非法倾倒场的塑料垃圾严重影响海洋动物的福利（例如摄取或缠绕）。
如果非法和不受控制的处置场靠近海岸或坐落在海岸上，社区可能无法获得与被破坏的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的可持续和包容性生计。
其中包括无法获得健康食品，丧失出海途径，丧失休闲娱乐价值和海滩旅游业，以及航运业受 。
废弃物的堆积和不受控制的处置会对人口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如，渗滤液污染水源，加剧媒介传播疾病扩散和火灾危险。在不受控制或非法场所运输和处置废弃物的废弃物收集人员面临更大的健康和安全危险。
不受控制的处置场或非法处置场通常建在贫困街区附近的居住区外围。这会增加弱势群体的负面压力和耻辱感，并降低当地土地和房地产的价值。
不受控制和非法的处置场会造成环境文化价值的明显或实际退化。这类场所受到当地社区的负面关注，并招致强烈反对和投诉。



压力 影响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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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不会在海洋环境中分解。相反，它会降解成越来越小的成分（即微塑料）。藻类和细菌的繁殖改变海洋生物、化学和地质循环。塑料是一种应激源，可与其他环境应激源协同作用，如其他污染物、海洋温度变化、海洋酸化和海洋资源过度开发造成的环境应激源。
废弃物越境转移会减少可回收材料的获取，影响当地居民生计。如果没有足够发达的再生利用/回收系统，进口废弃物可能会给城市废弃物管理服务机构带来额外压力，进而无法补偿生计 失。
承担与从其他国家/地区进口的废弃物相关的运营成本，会给当地城市生活垃圾服务运营商带来预算压力，对废弃物服务运营商造成经济 失和生产力 失。

废弃物越境转移 出口废弃物在运输途中渗入环境或在进口国管理不善的情况屡见不鲜。这类废弃物最终可能会进入海洋环境。鸟类、鱼类、哺乳动物和海龟摄取海洋垃圾并被海洋垃圾缠住。塑料污染食物链会使鱼类和贝类资源及其猎物面临致命或亚致命伤害的风险，影响物种的种群水平。
海洋垃圾，特别是塑料，影响所有生态系统服务，包括供给服务（遗传资源、动植物材料、纤维、水产养殖或野生海产品）、调控服务（气候调节、水情、病虫害控制、生命周期维护、物质流和废弃物流动调节）和文化服务（遗产、休闲娱乐、宗教、自然、科学、教育用途）。
废弃物越境转移过程中泄露进入环境的塑料垃圾严重影响海洋动物的安全（例如摄取或缠绕）。

如果个人不能意识到自己的碳足迹并做出明智决定，他们将难以选择更可持续、温室气体强度更低的替代品。缺乏相关认识可能导致浪费和碳密集型消费及废弃物管理。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中的新措施（例如在新地区提供服务、废弃物源头分离）有赖于接受服务的居民的自觉遵守。否则，这些措施不会产生预期结果，进一步增加系统运营成本并减小成本回收的可能性。

缺乏环境教育、意识和行为改变运动，或效果不佳

在现代消费社会中，个人的消费和处置习惯对废弃物产生具有重大影响。如果个人没有意识到自身行为和由此产生的海洋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废弃物预防或减量措施将难见成效。这会造成环境及其价值的明显或实际退化。
未将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包括在内

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为脆弱社区的废弃物自我管理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防止废弃物泄露至环境中，否则会因废弃物（尤其是可回收物）管理不善而导致废弃物泄露进入环境，对海洋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topics/earth-and-planetary-sciences/ocean-aci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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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说明
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在缺乏正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地区提供收集服务。此举可减少通常与废弃物自我管理有关的公共卫生危害，并增加服务不足的社区获得可持续生计的机会。非正规部门在包容性再生利用系统中获得可持续生计的机会。
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的工人经常被社会边缘化，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弱势社会群体的一部分。妇女比例过高和童工的存在也会引起性别和社会问题。将这些群体排除在再生利用系统之外，将进一步加深社会群体之间和基于性别的不平等。
在中低收入国家，非正规废弃物收集和回收活动可能是边缘化个人获得稳定收入的唯一途径。如果不能将非正规部门纳入废弃物管理活动，将降低城市中贫困和边缘化群体获得生计和摆脱贫困或赤贫的可能性。

重点内容概述
根本节阐述上述影响对金融机构构成重大风险的方式和原因，它们为《标准附件》中
提供的标准和建议奠定基础。请注意，这些风险是本指南中重点分析的废弃物管理
相关社会和环境影响所特有的。
废弃物管理和预防面临重大风险。这些风险源于我们通过产品设计形成“一次性文
化”所催生的选择压力、一次性塑料流行以及缺乏安全收集、中转、循环利用、回收和
处置废弃物的基础设施所带来的压力。
金融机构在废弃物管理方面面临的风险与成本的外部化性质有关，废弃物管理的资金
来源主要来自废弃物产生者的收入，而他们往往间接支付（或根本不支付）服务费用。
废弃物管理是一项净成本活动。销售回收材料所获收入，例如可回收物或从城市生活
垃圾焚烧中提取的能源，仅能覆盖少部分的废弃物管理系统成本。污染者付费的可负
担性以及完善的监管和制度环境是产生投资机会的前提条件，但未必落实到位。
在许多地方，“废弃物”成本继续被外部化，而不是嵌入到产品价格中。生产者将产品
投放到一些市场以避免其全球声誉和长期竞争力受到威胁，他们需要在这些市场中
承担相应责任。
表8概述了与行业各项主要压力相关的风险类别，包括与上游生产者活动相关的风险
类别，并概述了为何这些风险对金融机构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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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废弃物预防和管理的影响和风险
压力 影响 风险
研究、开发和设计产品时不考虑废弃因素

广泛使用一次性塑料

监管 设计时未考虑废弃问题的产品更有可能具有有限的使用寿命，成为废弃物并泄漏到海洋环境中。一旦查明并追溯到生产者，可能导致生产暂停，并对其收入产生影响。
声誉 越来越多对动物造成 害或产生其他负面影响的海洋垃圾的生产者和原产地被追踪。目前，海洋垃圾是被广泛提及的第二大公共环境问题；因此声誉风险很高，可能影响收入。
市场 当消费者高度重视环境责任时，产品在市场中可能会失去竞争优势，从而使业务收入面临风险。
有形 企业很快会被要求报告范围3下游供应链排放量。这意味着需要披露废弃物管理活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可能包括海洋塑料污染产生的影响。对于受配额、排放交易体系或碳税制约的公司，这会成为一项成本。
监管

声誉

市场

逐步淘汰一次性塑料（Single-useﾠPlastics，SUP） 或转向可重复使用包装和产品的新法规可能使一次 性塑料的生产和分销成为非法活动。
回收潜力低、对海洋动物有害的塑料制品/包装被发现和广泛曝光，与生产商和原产地的联系被揭露。

技术革新、新材料研究和营销战略创新促使市场转而采用新的、更可持续的包装材料。

有形 范围3下游供应链排放量很可能会被纳入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温室气体披露清单将必须包括废弃物和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所产生的排放量。对受配额、排放交易体系或碳税制约的公司而言，这可能会成为一项成本。
物质在运输过程中流入环境 监管 国际条约和条例有关意外污染的规定可能会收紧，并适用于相关物质泄漏（例如由于塑料聚合物泄漏）。

声誉 物质泄漏或许不常见，但一旦发生，就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并且是环境污染的一个主要来源。如果追溯到污染者，可能导致关联公司的本地和国际声誉面临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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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风险

监管 在无废弃物处理能力的地区销售的产品更有可能泄漏到海洋环境中。一旦查明并追溯到生产者，可能导致生产暂停，并对其收入产生影响。
越来越多对动物造成 害或产生其他负面影响的海洋垃圾的生产者和原产地被追踪。目前，海洋垃圾是被广泛提及的第二大公共环境问题；因此相关的全球声誉风险很高，可能会影响收入。
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海洋垃圾、发展问题和产品投放之间的联系，在无废弃物处理能力的地区销售的产品可能会失去全球其他市场消费者的支持
范围3下游供应链排放量很可能会被纳入公司的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在这种情况下，温室气体披露清单将必须包括废弃物和塑料废弃物进入海洋所产生的排放量。对于受配额、排放交易体系或碳税制约的公司，这会成为一项成本。

有形

有形

物质泄漏可能会 坏运输设备，并给生产商和运输商造成进一步 失。

声誉 防止化学和生物变化的公共压力可能会与物质泄漏相关联，这种情况尽管罕见，但影响很严重。

声誉

市场

声誉

市场

运营

运营

监管

对被孤立、被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可能导致公司遭受全球性声誉危机。
生计恶化、获得服务的机会减少和生活水平下降会降低购买力。某些产品的目标消费者可能会遭受负面影响，从而导致需求减少（例如，在无法处理所产生废弃物的旅游区过度使用一次性塑料和包装产品）。
在生计和获得服务的机会恶化和生活条件下降的地方，工作人员的生产力会下降。
随着生计恶化，获得服务的机会减少，生活条件恶化，人体健康会受到影响。参与产品、零售或生产者价值链中其他相关工作的人员生产力可能会下降。
引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或强制引入循环利用目标的新法规仅使产品成本略有增加；搭便车者（即不向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付费或利用系统漏洞者）可能会获得竞争优势。

产品投放在缺乏能力处理已产生废弃物的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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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风险
一个市场上禁售的产品在另一个环境政策较宽松的市场上进行销售

监管 产品禁令会限制或消除收入潜力。
声誉 越来越多对动物造成 害或产生其他负面影响的海洋垃圾的生产者和原产地被追踪。目前，海洋垃圾是被广泛提及的第二大公共环境问题；因此声誉风险很高，可能影响收入。
声誉 对被孤立、被边缘化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可能导致公司遭受全球性声誉危机。

将装有化学品和有毒材料的容器投放市场
监管

声誉

声誉

声誉

市场

泄露到海洋环境中的产品可能会被查明并追溯到生产者。这可能导致生产暂停，并对收入产生影响。
泄漏到环境中并造成严重负面影响的产品可追溯到生产者和原产地。目前，海洋垃圾是被广泛提及的第二大公共环境问题；众所周知，海洋垃圾会产生污染，因此全球声誉方面的相关风险很高，可能会影响收入。
由于人们日益认识到海洋垃圾与化学品污染之间的联系，将产品投放到无法处理废弃物产品的市场的生产者可能会失去全球其他市场消费者的支持。
海洋垃圾污染可能影响整个社区，导致生产者声誉受 。
当污染造成健康风险和生命风险时，声誉风险较高，并可能导致收入 失。

废弃物收集和中转不足 声誉

监管

海洋垃圾与收集服务不足的联系日益显现。对于未能为建立收集服务或产品/包装收回系统做出贡献的生产者来说，声誉风险正在增加。

与废弃物处理行业相关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与收集服务不足、废弃物自我管理不善和露天焚烧有一定关联。在各国制定其国家自主贡献标准时，废弃物行业往往成为目标。这使得行业必须肩负减排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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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风险

再生利用系统和/或回收材料市场容量不足

声誉

运营

声誉

监管

运营

声誉

海洋垃圾与收集服务不足的联系日益显现。对于未能为建立收集服务或产品/包装收回系统做出贡献的生产者来说，声誉风险正在增加。

随着生计恶化，获得服务的机会减少，生活条件恶化，人体健康会受到影响。废弃物收集人员通常来自弱势群体，可能会受到更大影响，进而影响废弃物收集服务的完整性。
海洋垃圾与收集服务不足和缺乏二次回收材料市场的联系日益显现。对于未能为建立收集服务或产品/包装收回系统做出贡献的生产者来说，声誉风险正在增加。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多地被记录和宣传。

与废弃物行业相关的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和再生利用不足有一定关联。在各国制定国家自主贡献标准时，废弃物行业往往成为目标。这使得该行业必须肩负减排义务。
再生利用水平不足导致 废弃物管理系统中的非 税收入减少。
低水平的再生利用带来的复杂社会影响受到媒体关注，并可能导致声誉风险。

完全基于可行性或技术考量选择新技术
声誉

运营

有争议的和不受欢迎的技术（如焚烧和其他热回收技术）如果无法获得资金支持或没有得到公众认可，可能会受到抵制。
如果没有将新技术充分整合到现有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中（例如能够确保原料充足的技术），可能会使整个系统停止运行，或使该行业的发展停滞不前， 害服务表现并影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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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风险
不受控制的处置

废弃物越境转移

声誉

运营

声誉

监管

声誉

声誉

运营

废弃物管理公司的私人投资者如果运营不符合条件或不受控制的处置设施，将会存在高风险。
随着生计恶化，获得服务的机会减少，生活条件恶化，人体健康会受到影响。废弃物收集人员通常属于弱势群体，可能会受到更大影响，进而影响废弃物处置服务的完整性。
不受控制的处置场的负面影响可能会获得大量关注。这将对相关城市、融资机构和运营商产生负面影响。

随着对全球废弃物危机的关注度增加，关于废弃物越境转移的国际条约和法规可能会收紧。
废弃物越境转移时很容易泄漏并产生污染。如果追溯到污染者，其当地声誉和国际声誉将会面临风险，并可能影响世界各地相关公司的基本财务状况。

将废弃物进口到缺乏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地方，会给相关公司的声誉带来风险。
目的地国家的废弃物管理者面临风险，因为他们或许没有能力处理相关类型和数量的进口废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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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 影响 风险
缺乏环境教育、意识和行为改变运动，或效果不佳

未将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包括在内

市场

声誉

运营
声誉

运营

声誉

引入新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需要市民改变行为。否则，系统将表现不佳，服务使用者将不能看到服务的价值，新措施的可行性将受到影响。
当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不能顺利运行时，会引发公众的强烈抗议。
如果不能在难以进入的地区或向以前提供过非正式服务的地区提供服务，将会给整个废弃物管理系统带来运营风险。
在设计新的服务时，没有关注：非正规回收利用部门工作人员所处的社会环境、性别因素、获得生计的机会，以及职业健康和安全，可能导致声誉风险。
未能有效整合正规和非正规服务，导致漏 和混乱情形，可能会危及整个废弃物管理系统的完整性。

在设计新服务时，如果缺乏对非正规回收部门的社会和性别方面的关注，将会给社会上最贫穷和最边缘化的人群的生计带来风险，有时对妇女的影响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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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融资的标准
根据上述影响及其重要性的论断，本节提出关于固体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可持续
融资的《标准附件》。这份标准清单及其相关情景为金融机构提供了建议。这些建议
旨在：避免最糟糕的情景，挑战要改进的领域，或寻求最佳实践。

从风险到机遇
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为促进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潜力。可持续废弃物
管理不仅能够保护环境，还能够提供公共卫生服务。该行业也为融资模式、商业模式
和运营商模式的创新做好了准备。
银行、投资机构和保险公司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机会。具体而言，可以通过提供
融资方案、支持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企业成长并为可持续的未来做出贡献，助力
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目标11、12和14。
将收集范围扩大到全社会是保护海洋的最基本和最根本的方式，在废弃物有可能渗
入水道的高风险地区更是如此。
仅仅为废弃物管理解决方案和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能够带来一定的帮助。但就其本身
而言，不会产生预期的系统性变化。废弃物管理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的需求，和为保
护公众健康、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控制海洋塑料污染所需的行业改革和投资之间存
在巨大差距。如何弥补该差距是一项真正的全球性挑战。

更多详情，
请参阅《标准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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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开展废弃物预防为废弃物管理服务减轻压力至关重要。重新思考商业模
式和产品体系⸺产品设计和投放市场的方式，能够为消费者提供选择，帮助他们为
更加可持续和公平的未来做出贡献，并且把握新兴的自觉消费主义时代契机。这一方
法必须成为所有企业在未来全球市场保持竞争力的核心关注点。
由于促进循环经济转型存在大量可供选择的方案，为单一举措融资将面临非常激烈
的竞争。对金融机构而言，关键的是要考虑该行动最终会如何引发具有影响力的系统
转型。
绝不能过多关注引人注目但尚不成熟的技术创新，以免影响该行业根本问题的解决。
这些创新有可能扰乱当地亟需的污水处理系统的发展，危及非正规回收商的生计。不
良投资决策的连锁反应会影响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发展进度，甚至可能使之瘫
痪数年。
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可持续融资的关键是重点支持废弃物管理“系统”，而不仅仅
是“技术”，重点关注政策远不成熟的国家。采取系统方法可以正确地理解、分类和
管理风险；而纯粹以技术为中心的方法往往不能与废弃物产生和管理实践在供应侧
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实现充分协调与整合，因而使其遭遇更大风险。
金融机构如果能够以本指南为基础恰当提问，通过扩大尽职审查范围考察所资助企
业运营活动的副作用和后果，则将为保护海洋环境和向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做出最
大程度的积极贡献。



案例研究
本节介绍废弃物和资源管理行业的四个倡议案例研究。这些案例研究表明，在可持
续和具有韧性的废弃物价值链中，如何通过精准融资和创新业务模式推动发展，同时
解决上述风险和影响。
绿色非洲先生
绿色非洲先生（Mr. Green Africa，MGA）是一家位于肯尼亚的综合性塑料再生公司。
该公司收集、分拣并将塑料垃圾转化为优质消费后回收物。然后，这些回收物作为进
口化石燃料塑料的替代品出售，进而形成塑料废弃物回收闭环。该公司与当地拾荒者
密切合作，通过公平贸易的塑料垃圾采购模式，给后者带来更高、更稳定的收入。在
2022-2025年期间，MGA预计将：
1、 回收并循环利用约70000吨塑料废弃物
2、 创造200多个直接就业岗位
3、 改善5000名拾荒者的工作条件
4、 吸引超过25万名消费者参与塑料废弃物源头分离计划。
2021年12月，MGA得到明德鲁基金会与其他四家具有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及陶氏化学
风险投资公司的共同投资，成为非洲第一家获得“B类认证公司”资质的废弃物再生
利用企业。这属于环境影响驱动型投资机构和主要行业利益相关者所提供的主要融
资支持的一部分，旨在帮助这家肯尼亚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先锋企业提高在整个非洲
大陆的影响力（明德鲁基金会 2022，1月25日个人通讯）。
要点
■              塑料污染泄漏率最高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对较高风险的风险资本有巨大

需求。
■             目前，这些国家废弃物管理行业的资本流动主要由慈善资本、家族办公室和企业风

险投资部门完成。
■             有必要对高泄漏率国家废弃物管理行业的商业模式进行验证、降低其风险，进而吸

引机构投资者和银行资金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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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转型投资
自2005年以来，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经历了一次全面改革，政企合作的发展方式为
新的废弃物基础设施投资奠定了基础。得益于此，总投资从2006-2010年的84亿美
元增加到2016-2020年的336亿美元。一系列重要的政策里程碑促进了中国废弃物管
理行业转型。其中包括2005年出台的《可再生能源法》，该法对垃圾焚烧厂产生的能
源实行优惠的上网电价补贴。
在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大部分私营部门投资集中在“后端”，主要投向垃圾
焚烧和能源回收环节。如果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厂为私人所有，这些工厂通常基于城市
和投资机构之间的公私合作协议而建立。前者提供土地并保障废弃物供应，后者提
供投资资本（世界银行 2019）。融资方式有时以受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多边开
发银行的支持为特色，以筹集资金。
近年来，中国的政策正引导投资转向“前端”废弃物管理系统的落地实施，以在特定
城市实现既定的国家目标。例如，在宁波，一个针对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的总值4.2亿美
元（包括1.5亿美元的贷款）的世界银行项目希望吸引8200万美元的私人融资作为补
充。该项目将通过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 Purpose Vehicles，SPV）进行管理，为废
弃物的源头分类、中转和再生利用开展融资，重点聚焦塑料和高价值可回收物（世界
银行 2021）。
要点
■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的转型由支持前端垃圾收集和中转系统的公共资金和支

持后端回收和处理系统的私人融资共同推动。
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对于促进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融资方式的转变很有必要。

■            由于私人和公共资金大规模增长，中国在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系统的质量和先进性方面
超越了许多过去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

■              多边开发银行和其他优惠资金来源可以在促进和扩大城市生活垃圾私人融资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              中国的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行业正在输出知识、技术和技能，并将在未来全球废弃物
管理系统的改进中发挥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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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ramo
Algramo是一家智利初创公司，该公司与全球最大的快速消费品（FMCG）公司和零
售商共同开发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助力消除一次性塑料包装的使用需求。该公司的
方法符合循环经济的废弃物预防原则，在提供可重复使用包装解决方案的同时，将全
球知名品牌的产品提供给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市民。2021年，Algramo最顶级的
补充装客户仅在洗衣粉这一种产品上重新装瓶30多次。某客户通过一种产品消除了
超过4公斤的原生塑料需求。在智利建立稳固的商业模式后，Algramo现在正寻求进
军美国、英国、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市场。
迄今为止，已有闭环合伙人风险资本集团（Closed Loop Partners' Venture Capitalﾠ
Group）和其他风险投资基金为Algramo提供融资。Algramo也在投资方的帮助下与
快速消费品及科技行业建立了联系。闭环合伙人风险资本集团的参与形成一种催化
作用，帮助Algramo成功应对将初创企业的创新技术整合到复杂的全球品牌供应链
过程中面临的复杂状况和挑战。这种整合能力对于再利用和补充装系统以及废弃物
预防议程的成功至关重要。
2021年中期，Algramo完成900万美元的A轮融资。B轮融资将于2022年下半年启动，
旨在将可重复使用包装系统推广至美洲、亚洲和欧洲。
要点
■              当新兴技术可借助金融资本扩大应用规模，同时该技术能够被整合到全球品牌供应

链中时，创新和影响的协同作用就会显现。
■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指导下进行细致思考，确保补充装系统能够满足个别市场的

具体和独特需求，这一点至关重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特意选择较小尺寸的可重
复使用包装，与该市场上常用的小袋包装形成直接竞争。

https://algramo.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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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P项目
STOP项目由奥地利塑料回收商Borealis和SYSTEMIQ于2017年共同创立。项目采用“系
统赋能者”方式，面向东爪哇和巴厘岛三个城市的20多万人口（大部分是首次）推广
循环废弃物收集服务。项目得到整个塑料供应链上多个战略伙伴的支持，包括终结塑
料垃圾联盟（Alliance to End Plastic Waste，AEPW）、挪威外交大使馆、NOVA化学
公司、雀巢、博禄和盛威科。
通过建立财务上可持续、地方所有的废弃物管理系统，项目迄今已为215名废弃物处
理工人提供稳定就业岗位，收集12000吨废弃物，并阻止11000吨多废弃物污染环
境。按照规划，项目有望在2021年底前向超过45万人口推广废弃物收集服务。
此外，项目将在2022年向东爪哇省巴纽旺宜县（Banyuwangi）的140万人口推广废
弃物处理服务。资本支出和启动性运营支出的资金来自公共拨款和企业捐赠。前两年
的运营支出由项目承担，最终由居民交费、材料销售和政府补贴支付组成。
要点
■              实施STOP项目的城市创新融资方式，将来自政府补贴、国际发展援助赠款和生产

者的融资进行混合。
■           STOP项目是一个“先行者”倡议，宗旨是在快速消费品公司的资金支持下，在低收入

社区推行废弃物收集系统。
■              通过生产者、政府机构和国际发展援助赠款进行混合融资，可以促使收集服务向社

区迅速扩展，并显著减少塑料污染。
■           废弃物管理系统的长期可持续性最终取决于示范服务可靠性、成本回收的启动和公

众意识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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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利什海 | 照片由Cristina Mittermeier提供 cristinamittermeier.com
萨利什海的一只恒星海狮成为被遗弃的渔具碎片的受害者。废弃物以多种方式进入我们的海洋，
不仅对包括哺乳动物在内的海洋生物，也给人类带来毁灭性影响。没有健康的海洋，我们就不可
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星球。

https://cristinamittermei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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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ﾠFI）是联合国与全球金
融行业之间形成的一项伙伴关系，旨在调动私营部门资金以促进
可持续发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与450多个成
员⸺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者⸺以及100多个支持机构合作，
努力构建一个为人类和地球服务并带来积极影响的金融行业。我
们的目标是激励金融机构，为其提供信息，使之在不影响后代利
益的情况下提高人类生活质量。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
通过履行联合国职能，加速推动可持续融资的发展。
unepf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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