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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将私有部门的资⾦金流与明智的公共政策相结合的机制

是实现低碳、资源节约型 21 世纪绿⾊色经济的关键。  

Achim Steiner,  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 

 

2013 全球可持续⾦金融峰会  

11 月 12、13 日，北京，中国  

全球可持续⾦金融圆桌峰会不仅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的旗舰活动，⽽而且是
可持续⾦金融界的国际盛事。全球圆桌峰会作为两年⼀一度的⾼高层会议已经成为全球⾦金融
机构与政府部门、利益相关者讨论⾦金融与可持续发展议题以及⾦金融机构如何促进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舞台。自 1994 年起，全球圆桌峰会已在全球 12 个城市成功举办，包括

芝加哥、日内瓦、伦敦、纽约及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每届全球圆桌峰会均汇集 600

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高层与会者，包括首席执⾏行官及政府负责能源、环境与⾦金融⾏行业
的⾼高级官员。 

作为最具影响⼒力的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国际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上担当重要角⾊色。中国
政府在坚持可持续发展上的坚定决⼼心极⼤大地加速了其⾦金融机构对可持续发展的深化理
解以及实施。 

2013 年峰会以“融资我们想要的未来——中国、新兴市场以及全球经济”为主题，

将聚焦以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 如何将长期思考更快地融⼊入当下的⾦金融部门决策过程? 

• 谁是可持续⾦金融最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和合作伙伴？ 如何促进相互的对话与合作? 

• 如何推动可持续⾦金融参与者的相互学习，以及如何更好地分享已经在新兴市场成

形的经验和实践? 

• 从⾦金融的历史角度看，什么是⾦金融最本质的目的，⾦金融机构能否实现融资我们想

要的未来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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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第⼀一天  （11 月 12 日）   

08.00 – 09.00 嘉宾注册  

09.00 – 10.30 开幕仪式  

主会场  

开幕致词  – 我们为何今日在此相聚  

• Mr. David Pitt-Watson, UNEP FI 共同主席以及 Inflection 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高级战略顾问  

• Ms. Madeleine Ronquest, UNEP FI 共同主席以及 FirstRand 环境社会风
险及⽓气候变化部主任 

欢迎致辞  

• 威尔⼠士亲王殿下视频致辞 

什么是我们想要的未来  

• 沙祖康，前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 20）秘书
秘书长 

为我们想要的未来来⾰革新⾦金融、融资⾰革新  

• Achim Steiner 先⽣生,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署长 

可持续⾦金融在新兴市场的反应   

• 赵建平先⽣生，国家开发银⾏行⾏行长助理 

⼤大会总主持  

Mr. Paul Hohnen， Sustainability Strategies 创始⼈人 

10.20 – 10.30 ⾔言⾏行⼀一致：宣布绿⾊色会议  

• 杜少中 , 中国北京环境交易所主席 

10.30 – 11.00 互动茶歇 

11.00 – 12.30 全体⼤大会⼀一  

⾰革新⾦金融：将可持续发展与⾦金融市场相连接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相信涵盖政策监管层面和⾦金融

机构个体层面上的系统的变⾰革才能达到⾰革新⾦金融的目标，进⽽而促使⾦金融机构
达到其自身在融资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在开幕⼤大会上，我们将邀请来自新
兴市场的⾦金融监管者来阐释为何他们已经将可持续⾦金融纳⼊入到其政策目标，
以及他们为何督促其他国家的⾦金融监管部门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同是，来自

UNEP FI 的成员将从⾦金融机构的角度展示为何要实践可持续⾦金融以及在此过

程中遇到的挑战和机遇。 本环节将进⼀一步探讨监管者和⾦金融机构如何共同努
⼒力以期实现⾦金融上的“结构变化”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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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发⾔言：  
• 王兆星先⽣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  

• Mallam Sanusi 先⽣生，尼日利亚央⾏行⾏行长 

主持⼈人：Jake Reynolds，剑桥可持续发展领导⼒力项目 

发⾔言嘉宾：  

• 李仁杰，中国兴业银⾏行⾏行长 
• 张承惠⼥女⼠士，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 

• Leona Murphy 先⽣生，澳⼤大利亚保险集团首席风险官，UNEP FI 可持续

保险原则共同主席 

• Habil Olaka 先⽣生，肯尼亚银⾏行协会首席执⾏行官 

• Simon Zadek 博⼠士，资深研究员，可持续发展国际研究所 

 

12.30 – 14.00 午宴  

可持续⾦金融头脑风暴自助餐  

欢迎⼤大厅 , 欢迎全体参会嘉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 2013 全球圆桌会议的参会嘉宾，可在此自助

午餐中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此外，将会有部分国家和公司进⾏行展位
宣传，分享其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相关政策，以及介绍绿⾊色产业中所蕴含的
商机。为了促进参会嘉宾在用餐过程中对第⼀一次全体⼤大会进⾏行讨论，所有参
会嘉宾将在自助餐开始前获得附有相关问题的“精神食粮”卡片。 

 

14.00 – 15.30  聚焦分会  

⼀一，进化的⾰革命 :银⾏行业可持续商业模式的变迁  

分会场⼀一  
对银⾏行来说，将可持续发展与其发展蓝图相结合是个不小的任务。本聚焦分
会将关注在此过程中对银⾏行产⽣生的影响以及找出克服这些影响的重要战略。
本分会还将揭示银⾏行在实践可持续发展中跨领域、跨维度的成功经验，以及
在⾦金融机构的各个部门中达成对可持续发展共识的重要性。 

本聚焦分会还会发布 UNEP FI 银⾏行业和可持续发展指南的在线版。2011 年发

布该指南之后，其在线版本将着重于解读可持续发展对银⾏行业内不同部门的

关系，并且整理了⼤大量的 UNEP FI 成员机构在其不同部门和领域的实践及做

法。 

特别致辞：  

• 李仁杰，中国兴业银⾏行⾏行长 

主持⼈人： Dag Arne Kristensen 先⽣生，挪威银⾏行外部关系副执⾏行总裁 

发⾔言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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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is Fernando Arboleda 先⽣生，Findeter 董事长 

• Denise Hills ⼥女⼠士，伊塔乌联合银⾏行可持续发展主任 

• Ula Ubani ⼥女⼠士，蒙特利尔⾦金融集团环境社会治理部主任 

• Denis Childs 先⽣生，法国兴业银⾏行新兴市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部主任 

• Namita Vikas ⼥女⼠士，印度 YES 商业银⾏行可持续发展主管 

 

⼆二，从容面对新风险 : 可持续保险原则的核⼼心  

分会场⼆二  
分会将讨论保险以及再保险公司在快速变化的风险中执⾏行四个可持续保险原
则的原因以及⽅方法，并揭示保险业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的主要风险
和机遇。该分会亦将展示优秀实践范例以及可持续保险的产品和服务。 

主持⼈人：Butch Bacani 先⽣生，UNEP FI 可持续保险原则倡议项目官员  

发⾔言嘉宾：  

• Leona Murphy ⼥女⼠士, 首席战略官员澳⼤大利亚保险集团 

• Andreas Spiegel 先⽣生，瑞⼠士再保险公司可持续及政策风险主任、集团风

险管理主任 

• David Korunic 先⽣生，新加坡安盛保险首席执⾏行官 

• Adriana Boscov ⼥女⼠士，SulAmérica 企业可持续部负责⼈人 

 

三，可持续的证券交易：将可持续性融⼊入资本市
场  

分会场三  
该分会的嘉宾将就如何把可持续性与证券交易相结合进⾏行辩论：证券交易是

如何扩⼤大并加速上市公司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信息的披露；如何对投

资者的⾦金融决策产⽣生影响。在可持续证券交易所倡议（SSEI）和发达与发展

中国家的监管机构的共同努⼒力的基础上，此分会致⼒力于让各⽅方代表在将可持
续性与资本市场相结合的问题上尽快达成共识，以期形成更加可持续的⾦金融
体系。 

主旨发⾔言：  

• Robert G. Eccles，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实践教授 

主持⼈人： 詹晓宁，投资和企业司司长，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发⾔言嘉宾：  

• Leon Kamhi 先⽣生，Hermes 股票所有权服务有限公司  

• Teresa Fogelberg ⼥女⼠士, 副总裁，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  

• Sanjay Sinha 先⽣生，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助理总裁 

• Mustafa Kemal Yilmaz 先⽣生，伊斯坦布尔证券交易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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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 16.00 互动茶歇  

16.00 – 18.00 全体⼤大会⼆二  

融资我们得未来：谁是“融资我们想要的未来”的
领导者  

主会场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Rio+20）引发了关于融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后 2015

发展议程”的国际讨论和进程。这个新的议程为政府、商业部门和⾦金融机构呈

现出⼀一个面向 21 世纪的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机遇。对⾦金融机构来说，这个议程

发⽣生在其开始接受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涵盖了银⾏行、保险和投资机构的可持
续发展的原则和倡议。 该⼤大会将尝试定义对政府、⾦金融机构以及社会组织来
说什么是可以推动和扩⼤大实现环境、社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确”领导
⼒力。本⼤大会还将探析为什么很多⾦金融监管者和⾦金融机构仍旧跟随传统的经济
模式以及为什么政府未能在全社会实现促进可持续发展统⼀一协调的⾏行动。最
后，⼤大会将勾勒出加速融资可持续发展的有利环境、宏观经济、⾦金融政策框
架以及跨部门的协同努⼒力。 

 

主持⼈人：Kaveh Zahedi 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技、⼯工业和经济司副司长 

发⾔言嘉宾：  

l Achim Steiner 先⽣生，联合国副秘书长、UNEP 执⾏行主任 

l James P. Leape 先⽣生，世界自然基⾦金会执⾏行主任 

l 郑万春先⽣生，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 

l Michel Liès 先⽣生，瑞⼠士再保险集团 CEO 

待定发⾔言嘉宾 : 

l 解振华先⽣生， 中国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席 

 

18.00 – 18.30 媒体展示 

主会场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新成员签署仪式  
主持⼈人  

l Gianluca Manca 先⽣生, Intesa Sanpaolo Group， Eurizon Captial 可持

续和非营利机构商业部门负责⼈人 

联合国环境署签约代表：  

l Achim Steiner 先⽣生，联合国副秘书长、UNEP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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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 – 20.00 鸡尾酒会 

宴会厅  

 

⼤大会第⼆二天  （11 月 13 日  

09.00 – 10.30 全体⼤大会三  

领导⼒力、政策和⾦金融：应对⽓气候灾难的完美组合  
主会场  

该全体⼤大会将审视针对低碳和适应⽓气候变化经济⽅方面融资的挑战和机遇，并
讨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资本密集型的脱碳项目和重要的适应性措施等⽅方面
的快速进步，以及分享在⾦金融领域和其他⼯工业部门优秀的监管政策。该⼤大会
还将揭示在此问题上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在投资风险上和其他障碍上的不同
点，并尝试提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体系如何更有效的推动⾦金融部门使之资
⾦金可以达到真正促进变⾰革的规模。 

Paul Hohnen 先⽣生：全体⼤大会 2 汇报 

主持⼈人：Silvia Kreibiehl ⼥女⼠士，法兰克福⼤大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和可持

续能源⾦金融合作中⼼心主任 

发⾔言嘉宾：  

l Christine Loh ⼥女⼠士,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环保署副署长 

l Marcel Jeucken 先⽣生，PGGM 投资负责任投资部总经理 

l 马中先⽣生，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院长 

l 陈欢先⽣生，中国清洁发展机制基⾦金主任 

l Joern Helms, 台州银⾏行副总裁 

10.30 – 11.00 互动茶歇  

11.00 – 12.30 聚焦分会  （上午）  
  

四，平衡的艺术 : 如何在商业压⼒力下应对社会风险  

分会场⼀一  
如今，⾦金融部门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问题，不论是在自我风险管理或是寻求
新商机等⽅方面。关于风险，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提出，包括⾦金融业在内的
所有商业领域都要承担尊重个⼈人的责任。但是此责任始于何处终于何处对于
⾦金融⾏行业来说却⼀一直不明晰，因为⾦金融业在社会问题上的影响往往间接地来
自于为客户提供的商品或服务。此分会将聚焦于⾦金融机构与社会问题相关的
机遇和挑战，通过展示现阶段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行动机构对于此话题的研究
成果，此分会还将尝试界定⾦金融业的责任范围以及探索管控社会风险的有效
途径，并讨论⾦金融机构已经实施的有益于社会的项目以及创造新的商业机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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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Margaret Wachenfeid，研究和法律事务总监，⼈人权与商业机构 

发⾔言嘉宾：  

• Val Smith ⼥女⼠士, 花旗集团企业可持续发展总监  

• Mariko Kawaguchi ⼥女⼠士, Calvert Group 社会研究与政策⾼高级副总裁 

• Mercedes Sotoca ⼥女⼠士, 荷兰国际集团(ING)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负责⼈人  

• Peter Noble 先⽣生，TAL 首席公司治理官 

 

五，与科学共舞：让“硬”科学为⾦金融决策服务  
分会场⼆二  

尽管科学研究对⾦金融决策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此两者在目前并没有被紧

密地联系起来。自进⼊入 21 世纪以来，能源匮乏，极端⽓气候以及⽔水资源短缺等

现象的不断出现，促使⾦金融市场更加关注于如何将科学信息运用到⾦金融业的
各个领域中。该分会将探讨⼀一些创新的项目如何消除科学与⾦金融间的鸿沟，
例如将天⽓气数据更好地纳⼊入到⾦金融市场决策中，以及自然资源供给与需求和
主权债券市场及其他资本市场的关系。此分会致⼒力于讨论如何在科学研究与
⾦金融产品和市场间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 

主持⼈人：Wayne Silby 先⽣生，商道纵横共同创办⼈人、董事长  

发⾔言嘉宾：  

• Rowan Douglas 先⽣生 , Willis Group 主席、全球分析 CEO  

• Wai-Shin Chan 先⽣生，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亚太区⽓气候变化战略

主任 

• Richard Mattison 先⽣生, Trucost 首席执⾏行官  

• 宋连春先⽣生，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主任 

 

六，使变⾰革成为可能：将能⼒力建设与⾦金融部门相
连  

分会场三  
可持续⾦金融已在世界范围内越发被机构和个⼈人所认可并开始不断的发展，许
多新兴的机构正在确保没有⾦金融机构在此过程中掉队。本环节将分析利益相
关者通过能⼒力建设将可持续发展灌输到⾦金融决策中的不同做法。同时，发⾔言
嘉宾将讨论他们是如何帮助⾦金融⾏行业来应对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出
现的风险与机遇，以及如何支持使⾦金融更加可持续的新监管政策的实施和执
⾏行。本分会将尝试给出在全球以及国家层面提⾼高可持续⾦金融能⼒力建设⽅方面各
部门如何共同合作的建议。 

主持⼈人：  Ajay Narayanan 先⽣生, 国际⾦金融公司（IFC）国际⾦金融市场部可持

续发展和⽓气候商业处负责⼈人 

发⾔言嘉宾：  



2013 Global Roundtable 
UNEP Finance Initiative   

9 

• Linda Broekhuizen ⼥女⼠士，荷兰发展⾦金融公司（FMO）⾦金融机构主任 

• 杨再平先⽣生，中国银⾏行协会专职副会长 

• Doris Arévalo ⼥女⼠士, 商业情报部门总监, Bancóldex 

• Martin Geiger 先⽣生，德国复兴银⾏行可持续发展部主任 

• Madeleine Ronquest ⼥女⼠士, UNEP FI 共同主席以及 FirstRand 环境社会风
险及⽓气候变化部主任 

 

12.30 – 14.00 午宴  

可持续⾦金融头脑风暴自助餐  

欢迎⼤大厅 , 欢迎全体参会嘉宾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 2013 全球圆桌会议的参会嘉宾，可在此自助

午餐中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与讨论。此外，将会有部分国家和公司进⾏行展位
宣传，分享其在可持续⾦金融领域的相关政策，以及介绍绿⾊色产业中所蕴含的
商机。为了促进参会嘉宾在用餐过程中对第⼀一次全体⼤大会进⾏行讨论，所有参
会嘉宾将在自助餐开始前获得附有相关问题的“精神食粮”卡片。 

14.00 – 15.30 聚焦分会  （下午）  
 

七，照亮⿊黑盒⼦子 :掌握⾦金融部门在环境、社会和公

司治理上的影响  
分会场⼀一  

使⾦金融市场与可持续发展相契合始于对⾦金融部门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方面

（ESG）影响的认知和其信息披露程度：只有当此影响被合理评估后，相应

的⾏行动和进展才能被执⾏行和追踪。在过去的⼗十年中，由于像碳披露项目(CDP)

和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的存在，许多公司的 ESG 透明度上已经取得了很⼤大

进步。然⽽而，⾦金融机构的 ESG 的影响、表现以及其暴露出的风险仍未被⼴广泛

的认知和披露。本环节将指出阻碍⾦金融机构实施更完善的 ESG 评估和披露⽅方

法的原因，以及探究如何使外部利益相关者和⾦金融机构本身从 ESG 信息披露

的过程中受益。 

主持⼈人： Julian Poulter 先⽣生, CEO,资产所有者披露项目  

发⾔言嘉宾：  

• Astrid Zwick 先⽣生，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企业责任部主管 

• Matthew Patsky 先⽣生, Trillium 资产管理公司首席执⾏行官 

• Frances Way 先⽣生， CDP 集团联席首席运营官 

• Rosemary Bissett ⼥女⼠士，澳⼤大利亚国家银⾏行可持续管理与风险部主任 



2013 Global Roundtable 
UNEP Finance Initiative   

10 

⼋八，能源效率 :从环境挑战中创造价值  

分会场⼆二  
在全球强有⼒力的需求的背景下，有限的能源和其不断上升的价格，伴随着来
自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构成了全球共同面对的主要挑战之⼀一。因此，如何
提⾼高能源效率、能源安全和缓解⽓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了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该分会将邀请⾼高层嘉宾从国家、城市以及建筑等角度就如何协调经济、社会
以及环境的增长展开讨论。发⾔言嘉宾将会概述中国目前遇到的以及其在实施
相应计划中遇到的挑战。城市发展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将以中国城市设计和能
源计划为例提出深⼊入的见解。此外，本分会还将强调投资者如何在建筑层面

推进能源利用效率以及 UNEP FI 绿⾊色房产⼯工作小组的相关⼯工作。 

主持⼈人：Frank Hovorka 先⽣生, Caisse des Dépôts 房地产可持续发展政策主

管，UNEP FI 产权⼯工作组联合主席 

主旨发⾔言：Kandeh Yumkella 先⽣生，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倡议执⾏行主

任 

发⾔言嘉宾：  

• Serge Salat 教授，法国建筑科学技术中⼼心⼯工程主管 

• Masato Ito 先⽣生,三井住友信托银⾏行副总经理，可持续房产推介小组主任 

• 张锡平先⽣生，中国上海市虹⼝口区副区长 

• 李俊峰先⽣生，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中⼼心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 

 

九，中国的解决⽅方案 :⽣生态⽂文明的演化  

分会场三  
在中共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领导⼈人重申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
性。本分会将邀请“⾰革新⾦金融”和“融资⾰革新”的利益相关者来讨论在此过程中的
重要议题，包括诸如⾦金融部门如何推⾏行和实施建设⽣生态⽂文明的相关政策；⾦金
融部门如何为实现绿⾊色经济提供必要的融资环境以及如何投资于环境可以培
养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除⾦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的负责⼈人，本分会还将包
括来自政策制定者和学界意见，从⽽而全面的展示中国可持续⾦金融发展的框
架。本环节还会尝试给出目前中国在实践可持续⾦金融中的迫切需要。 

 

主持⼈人：  

• 王 君 博⼠士，世界银⾏行中国⾦金融项目负责⼈人、东亚与太平洋⾦金融发展局
首席⾦金融专家 

发⾔言嘉宾：  

• 叶燕斐先⽣生，银监会统计部副主任 

• 夏光先⽣生，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 杜少中先⽣生，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 

待定发⾔言嘉宾：  

• 殷红博⼠士，中国⼯工商银⾏行信贷管理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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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0 – 16.00 互动茶歇  

16.00 – 17.30 全体⼤大会四  

可持续⾦金融的未来之路  
主会场  

 

本⼤大会将从⼀一个特别讲演开始 － 回到未来：从⾦金融的起源解读可持续⾦金
融的未来，演讲嘉宾将带领听众从⾦金融的本质⾛走到我们想要的未来。通过分
析全球⾦金融体系的结构，本⼤大会将继续特别演讲的主题，并试图解决目前面
对的主要挑战，譬如如何确保⾦金融机构以及其监管环境可以适应未来发展的
需要以及如何调动⾦金融体系中所有的成员为实现绿⾊色经济采取⾦金融⽅方面的集
体⾏行动。本⼤大会的讨论嘉宾将尝试阐释可持续⾦金融未来的全景来结束本届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 2013 全球可持续⾦金融圆桌峰会。 

Paul Hohnen 先⽣生：全体⼤大会 3 反馈汇报 

 

回到未来—从⾦金融的起源解读可持续⾦金融的未来发展  
• David Pitt-Watson 先 ⽣生 , UNEP FI 共 同 主 席 以 及 Inflection Point 

Capital Management ⾼高级战略顾问  

 

主持⼈人：Yuki Yasui ⼥女⼠士，UNEP FI 主任 

发⾔言嘉宾：  
• 别涛先⽣生，中国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 Takejiro Sueyoshi 先⽣生，日本绿⾊色⾦金融机构首席执⾏行官 

• Madeleine Ronquest ⼥女⼠士, UNEP FI 共同主席以及 FirstRand 环境社会
风险及⽓气候变化部主任 

• Kaveh Zahedi 先⽣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科技、⼯工业和经济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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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  (UNEP FI)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EP FI)于 1992 年成立，是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NEP) 下设的⾦金融专业机构，致⼒力于发展和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

⾦金融业之间的紧密联系。UNEP FI 的成立是基于社会各界对⾦金融机构在环

境、社会以及公司治理等⽅方面影响理解的逐渐加深之上。UNEP FI 认为实现

可持续的世界经济必须由与之匹配的可持续的⾦金融系统为支撑。这⼀一观点在

UNEP FI 的⼝口号中得以体现：⾰革新⾦金融，融资⾰革新。 

⾰革新⾦金融  - 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议题融⼊入到主流⾦金融系统和⾦金融机构的决策

中。 

融资⾰革新  - 动员私有⾦金融部门使世界经济更加的可持续。 

目前全球已经有 220 多家来自银⾏行、保险和投资业的⾦金融机构自愿成为

UNEP FI 的成员机构，并与 UNEP FI 及其他伙伴机构⼀一同践⾏行、推动可持

续⾦金融。其主要活动包括：制定全球标准和原则、开拓性的研究和⼯工具开
发、能⼒力建设以及 促进利益相关者对话。 

作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的⾦金融专业机构， UNEP 的跨部门议题贯穿

在 UNEP FI 的各项活动中，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生态系统管理以及社会问题

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