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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摘要 

 

為應對氣候變化，中國已宣佈履⾏《巴黎協定》。依循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路向，《深化粵港

澳合作 推進⼤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中概述，⼤灣區的發展⽅向將以⽣態優先、綠⾊發展為

⽬標。透過分析⼤灣區⽬前的可持續融資狀況，以及⼯業及經濟策略性發展⽅向所展現的嶄

新綠⾊及可持續投資機遇，本報告旨在突顯中國⼤灣區內龐⼤的可持續融資商機。 

本報告根據中國人⺠銀⾏《綠⾊債券支持項⽬⽬錄》所制定的六⼤種類，以及⼤灣區各城市

現時的⼯業發展情況作出分析，找出最⼤潛在的綠⾊項⽬種類。研究結果提示三⼤潛在的投

資⽅向，分別為節能、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以及清潔交通。 

鑑於⼤灣區綠⾊債券（公司和企業債）募集所得的資⾦（佔全國綠⾊債券募集所得資⾦的百

分之五點六）與該區的⽣產總值（佔國內⽣產總值的百分之⼗二）有明顯差別，兩者顯然不

成正比。由此反映出可持續融資的增⻑潛力。 

香港作為國際⾦融中⼼，匯聚⼤量專業服務及國際專才，再加上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及司法

制度，是國際投資者及跨國企業涉足⼤灣區的理想綠⾊融資平台。再者，香港特區政府已宣

佈支持發展綠⾊⾦融，例如設立綠⾊債券資助計劃，補貼使用綠⾊⾦融認證計劃的成本。這

類綠⾊⾦融指引或準則會提升市場透明度及公信力，並增強投資者的信⼼。 

總括⽽言，因著⼤灣區的發展⽅向及中央政府的支持，在⼤灣區推⾏可持續發展項⽬的前景

明朗。有意參與⼤灣區發展的投資者及業界人士應留意這個充滿商機的經濟地區之最新發展，

以免錯過任何投資或營商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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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灣區可持續融資的發展機遇 

 

引言 

《中華人⺠共和國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於 2016 年 3 月正式公布，

當中強調⼤灣區的規劃發展，以及突顯區內互補互利、共同發展。2017 年 7 月，國家發展

和改革委員會（下稱「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

灣區建設框架協議》（下稱《框架協議》），《框架協議》其中⼀項合作原則是「⽣態優先、

綠⾊發展」。中央政府日後將會宣佈《框架協議》的規劃執⾏詳情。 

⼤灣區規劃發展項⽬旨在透過融合粵港澳三地的優勢，創造⼀個完善的經濟及營商區域。投

資者在計劃投資⼤灣區發展項⽬時，必須考慮區內現有產業分佈及環境條件。 

本文旨在找出⼤灣區發展的主要環境問題，透過分析⼤灣區城市群的發展現況及其環境狀況，

建議潛在的投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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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發展背景及與相關的國家環境政策 

國家發改委已制定了⼤灣區《框架協議》，旨在區內建立互利共贏合作關係，共同推進粵港

澳⼤灣區建設。該協議要求結集廣東省珠江三角洲內九個城市，包括東莞、佛山、廣州、惠

州、江門、深圳、肇慶、中山及珠海，再加上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政區（亦稱為 9 市 2 區）

的經濟發展優勢。圖⼀為⼤灣區 9 市 2 區的地理圖，下⽅表⼀列出⼤灣區的基本資料。 

圖⼀：粵港澳⼤灣區地理圖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政區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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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大灣區基本資料 

   

大灣區區域面積 56,000平方公里 (佔全國 1%) 

區內常住人口（截至 2016） 6770萬 (佔全國 5%) 

總境內⽣產總值（截至 2016） 13879億美元 (佔全國 12%) 

資料來源：香港特別⾏政區立法會 

 

中國為了履⾏《巴黎協定》，遞交了《強化應對氣候變化⾏動—中國國家自主貢獻》（下稱

《國家自主貢獻》）文件，在該文件中，中國把綠⾊低碳發展作為⽣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

據《國家自主貢獻》資料顯示，國家政策及其地區的策略，將會就⽣產⽅式、消費模式、經

濟政策、科技創新及國際合作等⽅⾯加緊配合。 

 

2015 年，國家發改委宣佈，中國已向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秘書處遞交了《國家自主貢

獻》文獻，針對氣候變化加強⾏動及制定更多措施。⼀年後，中國已履⾏《巴黎協定》，應

對氣候變化。此舉代表中國決⼼對抗全球暖化。應對氣候變化及環境保護，自然成為中國重

要的可持續規劃發展⽬標。 

 

為應對氣候變化，《框架協議》依從國家可持續發展的路向，概述了⼤灣區以⽣態優先、綠

⾊發展為引領的發展⽅向。以下表二列出《國家自主貢獻》與《框架協議》就個別環境議題

的相似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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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國家自主貢獻》與《框架協議》就各環境議題的相似之處 

 

環境議題 《國家自主貢獻》 《框架協議》 

低碳經濟  形成節能低碳的產業體系  構建協同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o 包括綠⾊低碳的產業體系 

 完善應對氣候變化區域戰略 

 倡導低碳⽣活⽅式 

 建立宜居宜業宜遊的優質⽣

活圈 

o 完善⽣態建設和環境保護

合作機制，建設綠⾊低碳

灣區。 

減排 

 

 控制建築和交通領域排放  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o 共建世界級港口群和空港

群，優化⾼速公路、鐵

路、城市軌道交通網絡佈

局，推動各種運輸⽅式綜

合銜接、⼀體⾼效。 

可持續技術發展  創新低碳發展模式 

 全⾯提⾼適應氣候變化能力 

 培育國際合作新優勢 

 强化科技支撑  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 

低碳/綠⾊投融資  推進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建設 

 健全溫室氣體排放統計核算

體系 

 提升市場⼀體化水平 

 支持重⼤合作平台建設 

 

此外，2016 年中國國務院發表的《深化泛珠三角區域合作的指導意見》內，闡述如何透過

加强珠江流域水資源水環境保護、加强⼤氣污染綜合治理、强化區域⽣態保護和修復和健全

⽣態環境協同保護和治理機制，以推進⼤灣區的⽣態文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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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經濟/產業發展現況 

以下表三列出⼤灣區各城市的主要產業，這區域各城市均有多元化產業，當中主要產業亦各

有不同。為了符合未來更嚴格的環境需求及配合即將制定的⼤灣區發展政策，在不久將來區

內各城市的產業企業或需要改進現有設施。這些企業可通過響應國家或國際綠⾊倡議，例如

綠⾊融資，來提升產業的環保效能。 

⼤灣區產業質量提升，將會引進綠⾊投資需求。現時中國擁有全球最⼤的綠⾊債券市場，綠

⾊債券市場發展有助動員⺠間資本來應對氣候變化及其他環境問題。2015 年，中國人⺠銀

⾏於其發佈的《綠⾊債券支持項⽬⽬錄》，宣佈獲國家支持的綠⾊產業名單。在該⽬錄中，

獲支持的項⽬按性質分為以下六⼤類別： 

1. 節能 

2. 污染防治 

3. 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 

4. 清潔交通 

5. 清潔能源 

6. ⽣態保護和適應氣候變化 

透過分析⼤灣區各城市現時的主要產業（列於表三），可找出最切合各產業的綠⾊項⽬類別，

其中清潔交通、節能及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為⼤灣區潛力最⾼的項⽬類別。由於⼤灣區各城

市的天然資源有限，清潔能源被視為潛力最低的類別（見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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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灣區各城市⽬前的主要產業 

  
⼤灣區城市 現時主要產業 

東莞 

 

電子訊息、電氣機械、紡織服裝、家具玩具、造紙及紙製品、食品

飲料、化⼯ 

佛山 

 

機械設備、家具、燈飾、家電、陶瓷、⾦屬加⼯ 

廣州 

 

石油化⼯、汽車製造業、電子產品製造業 

香港 

 

⾦融服務、貿易物流、先進服務業、旅遊業 

惠州 

 

電子訊息、石化產業、汽車產業及現代服務業 

江門 

 

石油化⼯、電子訊息、包裝印刷、食品飲料、交通及海洋裝備、現

代農業 

澳門 

 

博彩旅遊、⾦融服務、建築地產、出口加⼯ 

深圳 

 

⾦融服務、互聯網、電子訊息、⽣物醫藥、新能源、新材料 

肇慶 

 

⾦屬加⼯、電子訊息、汽車零配件、食品飲料、農業、⽣物製藥、

林產化⼯ 

中山 

 

電子電器、五⾦家電、燈飾光源、裝備製造、紡織服裝、健康醫藥 

珠海 

 

電子訊息、石油化⼯、家電電器、電力能源、精密機械製造 

資料來源：招銀國際⾦融有限公司 [2018] 



 

 

7 

 

 

  

表四：依據中國⼈⺠銀⾏《綠⾊債券支持項⽬⽬錄》⽽分類的⼤灣區各城市潛在 

   項⽬類別 

 

 

綠⾊項⽬類別 

節能 污染防治 

資源節約

與循環利

用 

清潔交通 清潔能源 

生態保護

和適應氣

候變化 

東莞       

佛山       

廣州       

香港       

惠州       

江門       

澳門       

深圳       

肇慶       

中山       

珠海       

 



 

 

8 

 

⼤灣區綠⾊投資現況 

綠⾊投資可推動資⾦需求⼤幅增⻑，⽽綠⾊債券是其中⼀項具靈活性的融資⼯具。據中國⾦

融訊息網綠⾊⾦融頻道—綠⾊債券數據庫顯示，綜合所有在中國（香港及澳門除外）發⾏的

綠⾊債券中，由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錄得合共 68 項已發⾏的綠⾊公司債和綠⾊

企業債的衍⽣⼯具。如表五顯示，上述 68 項發⾏債券當中，只有 5 項屬位於⼤灣區企業發

⾏的債券（佔總發⾏量 7.4%）。 

⼤灣區的綠⾊債券發⾏收益只佔全國綠⾊債券總額 5.6%（97.6 億人⺠幣總額中僅佔 5.5 億人

⺠幣），當此數值相比⼤灣區的總境內⽣產總值（在表⼀列出⼤灣區的⽣產總值佔全國⽣產

總值 12%）顯然較低。 

圖二總結由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期間錄得的每月綠⾊債券發⾏數量，該圖顯示綠⾊債

券發⾏量在過去兩年間持續增⻑。考慮到⼤灣區的規劃發展⽅向及中國將⼤幅推進可持續發

展項⽬，預計在不久將來會陸續有更多可持續發展的融資項⽬。  

 

表五：⼤灣區與全國綠⾊債券發⾏量對比（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香港及澳門 

   除外） 

 
 中國 ⼤灣區 

發⾏量 68 5 (7.4%) 

人⺠幣發⾏收益⾦額（億元） 97.6 5.5 (5.6%) 

資料來源：中國⾦融訊息網綠⾊⾦融頻道—綠⾊債券數據庫 

註：香港及澳門沒有確實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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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由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錄得的每月綠⾊債券發⾏量 

資料來源：中國⾦融訊息網綠⾊⾦融頻道—綠⾊債券數據庫 

註：只限綠⾊公司債及綠⾊企業債 

 

如將該 68 項已發⾏的綠⾊債券按中國人⺠銀⾏《綠⾊債券支持項⽬⽬錄》所制定的六個類

別分類，在圖三可看到清潔能源佔 31%，至於其他四個項⽬類別—節能、清潔交通、污染防

治，以及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各佔 11%至 14%，比例⼤同小異。 

  

16年 4月           16年 8月          16年 12月             17年 4月             17年 8月              17年 12月      18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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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由 2016 年 4 月至 2018 年 3 月錄得的已發⾏綠⾊債券類別分佈圖 

   （依據中國⼈⺠銀⾏《綠⾊債券支持項⽬⽬錄》） 

資料來源：中國⾦融訊息網綠⾊⾦融頻道—綠⾊債券數據庫 

註：只限綠⾊公司債及綠⾊企業債 
 

 

較早前提及過，由於⼤灣區城市群的天然資源有限，清潔能源或非理想的發展⽅向1。然⽽，

因著⼤灣區各城市現時的產業⽣產能力及國家財政支持，節能、清潔交通及污染防治均為有

潛力的綠⾊發展項⽬。 

  

                                               

 
1 有關中國再⽣能源的資料，請參閱 RE100 2015 年中國簡報：

http://www.theclimategroup.org.cn/uploads/soft/150416/4-15041614140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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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環保項⽬ 

廣東省作為中國東南地區製造業基地，由 2018 年 6 月起，對重⼯業包括鋼鐵、石化及水泥

⼯業的污染物排放實施更嚴格的監管措施。廣東省環境保護廳宣佈加強⼯業污染物排放的管

制措施，以監管省內污染情況。環保問題，特別是污染防治，確實是廣東省政府務必要解決

的重要問題之⼀。 

據⼤灣區城市群環境保護局製作的年報或刊物資料顯示，⼤灣區各城市現時關注的環保項⽬

可歸納為以下幾⽅⾯： 

 空氣質量管理 

 水質管理 

 減排 

 鄉郊環保 

 廢物管理 

 ⽣態保護 

下⽅表六展示了⼤灣區各城市市政府就上述各項環保項⽬所給予的支持程度，是項分析乃依

據各城市推⾏的相關改進及緩和措施。如表六顯示，區內最需要急切關注的環境問題為空氣

質量（主要範圍包括汽車污染防治、揮發性有機物污染防治及空氣質量監控）及廢物管理

（以固體廢物管理及防治為主）。與上述環境問題對應的綠⾊項⽬類別為清潔交通、污染防

治及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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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灣區各城市市政府就各項環保項⽬所給予的支持程度 

 
  

低  

中  

⾼  
 

東
莞 

佛
山 

廣
州 

香
港 

惠
州 

澳
門 

深
圳 

肇
慶 

中
山 

珠
海 

空氣質量管理 

⼯業污染防治、汽車污染防治、揮發性

有機物污染防治、粉塵污染防治、海港

船隻污染、空氣質量監控、⽣物質燃燒

防治 

          

生態保育 

⽣態區發展及⽣物多樣性           

減排 

化石能源消耗所產⽣的污染物排放、⼯

業鍋爐及燃燒器污染防治、減少城市污

染、減排監控、綠⾊建築 

          

鄉郊環保 

土壤污染防治、重⾦屬防治、嘈音污染

防治、放射性廢料管理、農村污水處理           

廢物管理 

固體廢物管理及防治 
          

水質管理 

辨識污染來源、食水保護、水源環境管

理及水質監測訊息共享系統、流域水質

污染防治 

          

資料來源：⼤灣區各城市環境保護局 [參考文獻：5-15] 

註：江門市環境保護局沒有確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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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 

以下三個個案是在⼤灣區推⾏的綠⾊發展項⽬，展示該區的環保改進成果。 

 

個案⼀：交通 

廣州快速公交運輸系統（下稱「廣交」）由私營機構發展，此項⽬於 2012 年獲得聯合國改

變的動力燈塔項⽬獎。廣交是車費相宜、低碳及⾼流量的公交運輸典範，全⻑ 22.5 公里，

每日可承載約 100 萬名乘客。在首⼗年啟用期間，預計每年平均減少 84,000 公噸二氧化碳

排放量。此項⽬展示了如何透過降低運輸成本推進可持續發展的綠⾊運輸基建，促進經濟發

展，同時減少交通擠塞，改善上班情況。廣交於 2010 年開始營運，總投資⾦額達 7 億 2 千

萬元人⺠幣。 

 

個案二：水質量 

廣州⼀所啤酒廠發展了⼀個甲烷回收項⽬，此項⽬要在現有的污水處理系統裝置沼氣回收器

及沼氣發電機。現時由於缺乏沼氣回收器，含⾼濃度甲烷的氣體排放到空氣中。當此項⽬推

⾏後，沼氣會用作電能和熱能⽣產，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達 44,662

公噸。此項⽬於 2008 年推⾏，總投資⾦額達 3 千 1 百 30 萬元人⺠幣。 

 

個案三：能源效益 

⼀間香港地產發展商發⾏了綠⾊債券以改善能源效益，此項⽬包括在現有及全新的發展項⽬

中採用可以優化能源管理的智能技術及/或系統。此外，所得的淨收益或會用於上述發展項

⽬，將現有設備（如照明或冷卻器）提升至能源效益更⾼的類型，以提升能源效益表現至少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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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角⾊ 

如⼤灣區《框架協議》所述，香港的合作⽬標是要「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融、航運、貿易

三⼤中⼼地位，強化全球離岸人⺠幣業務樞紐地位和國際資產管理中⼼功能，推動專業服務

和創新及科技事業發展，建設亞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頁二） 

⼤灣區發展誠然有助中國進⼀步打開對外開放的⼤門，香港擁有卓越的⾦融服務、多元化專

業服務、可靠⽽獨立的司法制度及⼤量的國際聯繫，引進海外投資者到⼤灣區及中國其他地

區發展，扮演⼀個「超級聯繫人」的重要角⾊。 

香港特區⾏政⻑官在 2017 年施政報告提及，香港特區政府將會支持及推動綠⾊⾦融發展，

這些發展項⽬無疑能鼓勵內地及國際投資者透過香港資本市場參與融資綠⾊項⽬。在 2018-

19 香港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已宣佈香港特區政府將支持推進綠⾊⾦融發展，有關預

算包括建議推出借款上限 1,000 億港元的綠⾊債券發⾏項⽬，以及設立綠⾊債券資助計劃。

此資助計劃將會為參與由香港品質保證局於 2018 年 1 月推出的綠⾊⾦融認證計劃的合資格

綠⾊債券發⾏者提供資助。 

 

總結及建議 

整體⼤灣區的發展⽅向已經成形，並詳述於⼤灣區《框架協議》內。⼤灣區各城市需要群策

群力，在區內推進可持續發展項⽬，合力達至協同效應。低碳經濟、減排、可持續技術發展

及綠⾊⾦融是《國家自主貢獻》及《框架協議》內設定的主要焦點綠⾊項⽬。預料未來⼤灣

區各城市的環保規定將會更為嚴格，⽽環保效能將會得以提升。 

依據現時⼤灣區的環境問題及主要產業發展作出分析，歸納出三⼤主要潛在投資⽅向—節能、

資源節約與循環利用及清潔交通。⼤灣區各城市企業可以針對這些具潛力的綠⾊項⽬，以吸

引更多投資，促進主要產業發展。另⼀⽅⾯，在過去兩年間，國內的綠⾊債券發⾏量不斷增

加，然⽽，在⼤灣區發⾏的綠⾊債券總量相對該區的⾼⽣產總值，明顯較少，這反映此地區

綠⾊⾦融的增⻑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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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作為國際⾦融中⼼，匯聚⼤量專業服務及國際專才，再加上發展成熟的經濟體系及司法

制度，是國際投資者及跨國企業涉足⼤灣區的理想綠⾊融資平台。此外，香港特區政府已宣

佈支持發展綠⾊⾦融，例如綠⾊債券認證計劃。這類綠⾊⾦融指引或準則將會提升市場公信

力及透明度，並增強投資者的信⼼。 

  

未來展望 

在國家政策及《框架協議》內已描述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待⼤灣區詳盡規劃出台後，區內

各城市的角⾊及發展⽅向將會更為清晰明確。⼤灣區各城市提供多元化技能及服務，借助相

對優勢創造⼀個可持續發展的城市群。傳統產業的環保效能將會進⼀步提升，⽽⼀些配備先

進環保設備的創新產業亦將會持續發展，⼤灣區無疑能吸引嶄新的可持續發展投資及商機。 

為了建立可持續發展的⼤灣區，只推⾏綠⾊項⽬並不足夠，還須考慮可持續發展的社會元素。

投資社會可持續發展項⽬，將會改善社會狀況及有助建立優質⽣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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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 

香港品質保證局為一家非牟利機構，由香港政府於一九八九年成立。作為亞太區內最具

領導地位的合格評定機構之一，香港品質保證局一直致力提供各類認證及評審服務，並

透過知識傳遞 和技術轉移，推動工商界和社會機構提升管理水平和競爭力。本局除了引

入國際先進的管理體系外，亦配合市場需求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積極創新，開發多元化

的嶄新服務，協助工商界創優增值，造福社會。 

 

 

 
 
 
 
 
 
 
 
 
 
 
 
 
 
 
 
 

本文件純屬一般資訊，不應賴以作為專業顧問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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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   上海   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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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86 20) 8382 3066 

電郵：info.gz@hkqaa.org 

 

 ⻄安   澳門     

 

電話：(86 29) 8636 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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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郵：info.xn@hkqaa.org 

  

電話：(853) 2875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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