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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made a relatively large achievement, which is also 

accompanied by more and more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actively explor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ssues. Green credit is also valued by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China is no exceptio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green credit has emerged. Bank credit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inancing methods for many enterprises. If 

funds can be used in green industries, green credit can not only play an active role in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improve the loan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bank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this way, the dual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is promoted.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act of green credit on the credit of Chinese commercial banks,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for commercial banks to develop green cred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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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成就，但同时也伴随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世界上的

各个国家都在积极地探索环境保护问题，绿色信贷也受到了世界各地、各主要国家的重视，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金融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为了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绿色信贷应运而生。银行信贷作为企业的

重要融资手段之一，若能将资金运用到绿色产业，使绿色信贷既可以发挥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又在一定程度

上改善商业银行的贷款结构，就能促进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发展。本文分析了绿色信贷对中国商业银行信贷的影

响，并对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提出了改进措施。 

关键词：绿色信贷，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可持续发展 
 

1. 引言 

我国金融市场不断发展、日趋完善，金融行业是

我国近十几年来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我们国家中

的地位也逐步上升。银行金融业不仅能够将社会上闲

散的资金集聚起来，同时还能将这些资金分配到其他

需要的地方。良好的商业银行信贷，一方面不仅能发

挥着将资源更好的进行配置、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

还可以适时地反映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监督和促进

经济进一步运转，进而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

社会的稳定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相比国外而

言较晚一些。2007 年 7 月之后，我国经济的一个主要

关注点发生了相应的转变，绿色信贷开始受到了广泛

关注；2008年我国兴业银行正式对外承诺采纳“赤道

原则”，成为中国第一家赤道银行。由此，赤道原则

首次进入中国大众视野。在此后 10 年，在赤道原则

理念的带动下，原本偏居东南一隅的兴业银行竖起了

绿色金融大旗，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提升，走出一条

具有兴业特色的“点绿成金”的发展路径，稳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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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10 强和全球银行业 30 强，令海内外同业刮目。

除此之外，因为受到国外经济形势的影响，以及我国

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新阶段，加上自身发展和结

构调整的迫切需要，我国的经济开始步入“新常态”。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慢慢走

向成熟，这时传统的信贷业务并不像前期的那样，能

够很好并且很顺利的展开，遇上了瓶颈期，那么想要

解决这个难题，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的进行自我创

新、深化业务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这时，国家政

策推进的绿色信贷，就是一个较好的解决办法。 

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经济政策，绿色信贷既是环

保部门从源头控制污染的重要手段，也是商业银行可

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尽管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

已取得一定成效，但较之国际先进经验及成熟模式，

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之路仍处于起步阶段。树立绿色

信贷理念，加快信贷政策与国际行业标准“赤道原则”

的接轨，加强绿色信贷过程管理，构建合适的绿色信

贷体系，既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

商业银行实现自身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 

2.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概念与特点 

绿色信贷是我国于 2007年 7月 12日提出的一项

信贷政策，所谓绿色信贷，主要指商业银行支持有利

于环境保护的项目贷款，或者运用贷款利率等手段控

制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项目及其一系列政策和管

理措施，间接地对环境进行保护。比如说，对那些在

发展生产时合理排放污水、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或者

机构实行较低、较优惠的利率；而对于那些在发展生

产时对环境有较大破环的企业实行较高的利率。与传

统信贷的不同在于，绿色信贷主要是用于绿色环保产

业，它其实是政府利用经济杠杆来推动和促进经济与

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手段。商业银行响应国家政策，

通过实行绿色信贷，将有限的资金投放于节能环保、

低碳循环经济、高新技术产业等，加大对绿色经济、

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的支持力度，提高了金融业服务

实体经济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

效。 

传统的信贷大多都是根据借款人的资信状况、资

产质量以及价值来进行，要是达不到借贷要求，想要

从银行贷款，那就有点困难，而这样的信贷风险也是

很大程度上跟借款人息息相关，风险较大，同时其所

涉及的环境因素几乎没有，主要把重心放在利息的获

取上，此时的企业责任并没有得到明显的表现。而绿

色信贷跟环境要素紧密连接，限制高污染、高耗能企

业的盲目扩张，鼓励并支持低耗能、低污染企业的发

展，重要的是，绿色信贷由政府参与，在很大程度上

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其发展，提升银行的竞争力，与传

统信贷相比较，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的风险较小。 

3. 绿色信贷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的影响分析 

绿色信贷现今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中国

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的变化，绿色信贷

越来越重要。绿色信贷工作的开展对我国商业银行有

着重要的影响。 

3.1. 优化商业银行信贷结构，提升资产质量 

绿色信贷的实行，主要是对保护环境起到一个非

常重要的作用，绿色信贷的比重越大，那么不良贷款

率就会相应的减少，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更好的管理

信贷风险，并且绿色信贷占总贷款的比重越大，中间

收入越多，就可以进一步优化商业银行信贷结构，促

进商业银行的创新和发展。 

如图 1 所示，一方面，绿色信贷主要是通过限制

“两高一剩”产业的发展，提高相应的贷款利率，或

者逐渐减少这些产业获得的贷款，减少对其的资金投

入，对这些企业的贷款总额进行了一定的压缩；另一

方面，商业银行鼓励支持环保行业的发展，通过吸引

外部投资者进行投资，绿色环保节能产业扩大，增加

了资金收入，让绿色产业能够更好的发展，刺激传统

产业进行自身的业务升级，通过利用新技术来提升生

产的效益，甚至向绿色产业转型，从而使商业银行的

信贷资产得到了提升；同时，商业银行将资金应用于

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以及国家政策支持的绿色产业

和企业，进而使传统信贷的比重逐渐下降，绿色信贷

在本行信贷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

不断优化，信贷资产得到了提升。 

 

图 1  绿色信贷作用路径图 

3.2. 降低信贷风险，抑制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商业银行作为一类金融机构，主要进行的业务就

是经营货币，而安全性则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前提条件。

绿色信贷与传统信贷相比较，其资金投放主要用于绿

色产业，将会减少传统信贷的占比，商业银行在进行

放贷时，也会对企业进行相关性评估。绿色信贷与总

资产的增长方向一致，与不良贷款率的方向相反，且

信贷风险比较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绿色信贷

能够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抑制不良贷款率的上升。

表 1 为 2015-2018 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总资产、不良

贷款率和绿色信贷比。可以看出，在 2015 至 2018 年

间，中农工建交这五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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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呈现出下降的一个趋势，而相对应的是绿色信贷

占比的逐年上升，同时这五大商业银行的总资产也是

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跟不良贷款

的发展呈反方向变动，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绿色

信贷的展开能够抑制不良贷款率的上升，进而促进商

业银行资产的增加，此外，传统的信贷风险与不良贷

款率有很大的关系，不良贷款率的降低也就意味着商

业银行传统信贷风险的降低。 

表 1  2015-2018 年五大商业银行总资产、不良贷款

率和绿色信贷比 

 年份 总资产 

（亿元） 

不良贷

款率

（%） 

绿色信

贷比

（%） 

中国

工商

银行 

2015 222098 1.5 5.9 

2016 241373 1.62 7.42 

2017 260870 1.55 7.72 

2018 276995 1.52 8.02 

交通

银行 

2015 71553.62 1.51 5.5 

2016 84031.66 1.52 5.7 

2017 90382.54 1.5 6.1 

2018 95311.71 1.49 5.9 

中国

银行 

2015 168155.97 1.43 3.5 

2016 181488.89 1.46 4.14 

2017 194674.24 1.45 3.7 

2018 212672.75 1.42 5.3 

中国

建设

银行 

2015 183494.89 1.58 6.9 

2016 209637.05 1.52 7.5 

2017 221200 1.49 7.76 

2018 232200 1.46 7.8 

中国

农业

银行 

2015 177913.93 2.39 6.1 

2016 195700.61 2.37 6.7 

2017 210533.82 1.81 6.9 

2018 226000 1.59 8.8 

3.3 提高商业银行抵御信贷风险的能力 

首先，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增加，主要是因

为所贷款企业经营的业务产能过剩，产能过剩的企业

相对来说不能很好的获取利润，这对企业的还款能力

存在着一定威胁，最后很可能导致其还款能力的下降，

加大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目前已出现“两高一剩”行

业，由于以往盈利能力较强，往往是商业银行追逐的

对象，商业银行已经投入了大量信贷资金，造成信贷

资金的过度集中与沉淀而“两高一剩”行业作为当前

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相关行业的企业在结构调整中

很可能出现严重的资金缺口，经营将面临严峻的考验，

一些企业很可能因此破产，最终导致银行贷款出现风

险。而发展绿色信贷，提高对新技术企业和节能减排

的支持力度，促进从事绿色生产企业的生产效率，提

高其经营能力，利润增加，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

提高企业还款能力，提升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回收率，

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3.4 提升商业银行声誉，促进信贷业务的展开 

社会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环境问题也在不断的

显现出来，所以也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

金山、银山，都不如宝贵的绿水青山，这就要求企业

要承担起自己的那一份责任，不能一味注重经济利润，

同时也要对环境问题予以重视。  

另一方面，人民素质的逐渐提高，社会的环保意

识也随之提升，发展绿色经济、支持绿色产业的观念

也会渐渐深入人心，“两高一剩”产业慢慢被社会淘

汰，节能减排环保产业逐渐得到人民的支持，绿色产

业的需求就会慢慢增加，绿色产业的收益也会随之上

升；并且，现阶段的商业银行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成熟

饱和的阶段，此时就会面临很多的竞争，那么进行适

当的转型升级，创新商业银行业务，发展绿色信贷，

承担社会责任，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

的一份力量，能够提升商业银行的社会地位，进一步

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形象，得到人们的认可，进而提

升商业银行在社会上的声誉。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得到的是广大的市场，因为当人

们需要借款时，首先会考虑到该银行，能够更好的促

进信贷业务的展开，当商业银行在客户心中留下来好

印象后，人们会把闲置的金钱存放于该银行，这就能

增加其社会资本以及信贷资产，促进信贷业务的展开。

同时，声誉这样的无形资产对商业银行后期的发展起

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这对于商业银行来说，

从长期来看，是利大于弊的。 

3.5 削减商业银行信贷收入 

商业银行的收入来源大多以存贷款的利息差为

主。简言之，商业银行通过存款与借款之间的利率差

异来获取收入，吸收客户存款，给予较低的存款利率，

贷款时，又实行较高的贷款利率，贷款利率越高，则

商业银行的收益越高。而传统的银行信贷一般都是实

行较高的贷款利率，所以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传统的

信贷业务能够给商业银行带来可观的收益。绿色信贷

却相反，绿色信贷因为有政府的参与、鼓励以及支持，

所以在进行时，其贷款利率与传统信贷相比较，更为

优惠，随着绿色信贷在银行总体信贷中的比重逐渐增

多，银行不得不削减更多收益更高项目贷款的比重，

因此难免会影响其利息收入来源。绿色项目的盈利能

力有时候并不出众，会使商业银行陷入两难抉择的尴

尬处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缩减高污染、高耗能

等传统企业授信额度，会对其收入会产生直接影响。 

现在社会上出现的新兴行业基本上都是友好的

环保行业，对于资源的利用相对比较节约，但是这样

的企业一般在初期投入的成本相对较高、收益较低。

所以商业银行在对绿色信贷进行成本投资的时候与

得到的经济效益不成比例，因此，如果商业银行放弃

传统的贷款产业，将会损失巨大的利润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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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增加短期信贷运营成本 

因为信贷业务在国外发展较早，我国发展较晚，

除了最早加入赤道银行的兴业银行以外，其他的商业

银行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关于绿色信贷的制度以及审

批流程，同时，也没有专业的信贷管理和操作人员。

所以，商业银行要想跟随国家政策施行绿色信贷，其

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建立健全绿色信贷的管理实行制

度，那么，这就需要商业银行增加在这方面的资金投

入，比如专门建立一个管理部门、招聘合格的员工以

及培养相关人才等等，这些都会在无形之中使商业银

行的信贷管理压力增加，短期信贷运营成本也会随之

增加。 

4. 商业银行开展绿色信贷的改进措施

开展绿色信贷，对于商业银行来说，有利也有弊，

但是，弊端是短期的，而益处则是长期而且多方面的。

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实行绿色信贷，履行社会责任是

很有必要的，那么应该怎样更好的去实行呢？ 

4.1 加强人才方面的相关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现在的商业银行虽然已经开展绿色信贷的相关

业务，但是其对于绿色信贷的理念以及营运的能力还

有待提升，所以从商业银行本身来说，为了更好的推

进和开展绿色信贷业务，金融机构有义务并且需要对

这方面的人才进行相应的培训，使之更加熟悉绿色信

贷所在的政策环境，更加熟练业务操作的相关流程以

及给与贷款的环境评估，减少失误，降低不良贷款率，

改善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促进经济和环境的绿色可

持续发展。 

4.2 提升商业银行的创新能力以及产品研发
能力 

创新是一个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商业银行

也不例外。那么对于商业银行自身来说，为了更好的

促进绿色信贷的发展，首先需要做的就是关于这方面

的体制创新。因为现在很多的商业银行并没有一个专

门的部门来进行绿色信贷业务，所以，商业银行应该

聘请适量的研发人员，专门成立绿色信贷产品研发团

队，通过不断的探讨研究，提升商业银行自身的创新

能力。其次可以从理念以及产品的使用方法上进行，

与我国国情相联系，结合自身发展情况及其特色，理

论联系实际，适应市场需求，开展绿色信贷，创新出

一条符合商业银行客观条件的绿色信贷之路，同时，

推动绿色信贷产品的多样化设计，不断的提高绿色信

贷产品的市场占有率，通过创新来提升银行竞争力，

进而提高绿色信贷在商业银行贷款总额的比重，积极

响应国家和政府的政策，实现绿色发展，促进经济和

环境的和谐发展。 

4.3 完善关于绿色信贷的相关法律制度 

法律法规具有强制性，当前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

贷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需要建立完整的实际操作规

范，将产业评估具体化，做到可衡量，明确问责机制，

谁的责任谁来担。美国在很久之前就关注环境问题，

通过《综合环境补偿与责任法》将环境保护与绿色信

贷联系起来，明确了商业银行责任，如果商业银行给

有污染的项目提供了贷款，那么该银行将承担连带责

任。英国亦是如此，英国的工业革命导致了严重的环

境污染问题，因此，英国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法规如

《新能源法案》、环境保护法等，用于保护环境，防止

污染。对于在绿色信贷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制定

相关的法律制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措施。要想更好

的实现绿色信贷发展，我们国家首先应该建立完整的

法律法规制度，建立关于环境保护的激励机制，以此

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其次要完善环境风险的管理体系，

通过增加政策支持商业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为

商业银行绿色信贷提供有利的发展环境，更好的保护

环境，促进环境生态绿色、安全、可持续发展。 

5. 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经济步入了“新常态”，

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导致不良资产的增加，传统信贷业

务需要进行创新才能得以更好的发展。此时，商业银

行广泛开展绿色信贷业务，一方面，能够有效的保护

环境；另一方面，也能够抑制不良贷款率的上升，优

化商业银行的业务结构，提升抵御信贷风险的能力以

及市场竞争力，更好更快的推进经济和环境绿色协同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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