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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蓝色经济
金融倡议
加速世界海洋和海洋资源可
持续利用转型的引领者

欧盟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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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星球

1	 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
handle/10986/26843/115545.pdf

2	 worldwildlife.org/stories/ocean-assets-valued-at-24-trillion-
but-dwindling-fast

3	 ipbes.net/news/Media-Release-Global-Assessment

无论我们生活的地方离海多远，我们的生活以及全球经
济都与海洋休戚相关。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覆
盖了地球表面70%以上的面积，为30亿人口提供了食物,1	
支撑了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每年创造至少2.5万亿美元价
值，相当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的GDP。2

我们的经济和金融系统、生活和生计正因海洋的“健康恶
化”而受到威胁。三分之一的鱼类资源被过度捕捞，塑料
和有毒化学物质正在污染水域，农用化肥污染已经导致
了400多个海洋“死区”，总面积超过24.5万平方公里。3	包
括珊瑚礁和红树林在内的珍贵生境受到威胁，其中超过
一半已经消失。

这些变化对经济稳定、粮食安全和人们生计造成影响，并
将阻碍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采取行动以保护海
洋生态系统、确保海洋经济韧性迫在眉睫。

银行、保险和投资者在支持海洋和海洋资源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金融机构通过其产品、服
务和客户关系可以帮助保卫海洋，为蓝色经济的可持续
转型提供资金。

“金融机构通过其产品、服务和客户
关系可以帮助保卫海洋，为蓝色经
济的可持续转型提供资金。”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843/115545.pdf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6843/115545.pdf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stories/ocean-assets-valued-at-24-trillion-but-dwindling-fast
https://www.worldwildlife.org/stories/ocean-assets-valued-at-24-trillion-but-dwindling-fast
https://ipbes.net/news/Media-Release-Global-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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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可持续
的蓝色经济
可持续的蓝色经济是一种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维护和改
善各行各业生计、同时确保海洋资源能够可持续使用的
经济。

这是一种基于循环、协作、韧性、机会和相互依赖的经济。
它的增长是由与减少碳排放和污染、提高能源效率、利
用自然资本、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等相关投资以及这些
生态系统的效益所驱动。

通过在贷款和保险业务中纳入对海洋健康的考量，金融
机构可以帮助保护海洋生物及以此为基础的经济活动。
此外，金融机构还可以从与保护这些宝贵资源和推动可
持续海洋产业相关的投资中获益。银行、保险和投资者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将其产品和服务转向尽可能可持续的
发展方向，并找到支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创新解决方案。

人们对蓝色经济的潜力越来越感兴趣，但无论其重点、规
模或广度，对许多金融机构来说，海洋和海洋生态系统都
还属于未知领域。

为了帮助和引导银行、保险和投资者发挥相关作用，《可
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原则》”）应运而生。这些原
则为可持续海洋经济融资提供了指导框架。

“为了帮助和引导银行、保险和投资
者发挥相关作用，《可持续蓝色经济
金融原则》应运而生。这些原则为可
持续海洋经济融资提供了指导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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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 
《原则》由欧盟委员会、世界自然基金会、威尔士亲王国际可持续发展部（该项目现已纳入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欧

洲投资银行（EIB）制定。

1. 保护原则 
我们将支持那些采取一切可能措施来恢复、保护或维
持海洋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生产力、复原力、核心功能、
价值和整体健康，以及依赖海洋生态系统的生计和社
区的投资、活动和项目。

2. 合规原则
我们将支持那些符合可持续发展和海洋健康相关的
国际、区域、国家法律和其他相关框架的投资、活动和
项目。

3. 风险意识原则
我们将努力以对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量化风险和系
统影响的整体和长期评估为基础，做出投资决策；并将
根据对与业务活动相关的潜在风险、累积影响和机遇
的新认知调整我们的决策流程和活动。

4. 系统性原则
我们将努力识别我们的投资、活动和项目在整个价值
链上的系统性影响和累积影响。

5. 包容原则
我们将支持那些包含、支持和提高当地生计的投资、活
动和项目，并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有效沟通，来识别、回
应和减缓受影响方相关问题。

6. 合作原则
我们将与其他金融机构和相关利益方合作，共同推动
和实施这些原则，分享有关海洋的知识、可持续蓝色经
济最佳实践、经验教训以及观点和想法。

7. 透明原则
在不涉密的情况下，我们将披露投资及其对社会、环境
和经济的（正面和负面）影响。我们将努力报告这些原
则的落实进展情况。

8. 目的性原则
我们将努力引导资金投向直接有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14（“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海洋和海洋资源以
促进可持续发展”） 和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和
活动，尤其是有助于海洋治理的。

9. 影响力原则
我们将支持那些不仅仅避免损害，更为当代和后代提
供海洋所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的投资、项目和
活动。

10. 预防原则
我们将支持那些已根据可靠科学证据评估环境社会风
险及影响的海洋相关投资、活动和项目。预防原则优先，
特别是在缺乏科学数据的情况下。

11. 多元化原则
中小企业在蓝色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将努力
开发多元化的投资工具，以覆盖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
项目，例如传统的和非传统的海洋行业、小型的和大型
的项目。

12. 解决方案导向原则
我们将努力引导资金投向解决海洋问题（包括陆上和
海上）的创新商业方案，为海洋生态系统和依赖海洋的
生计带来积极影响。我们将努力识别和培育此类项目
的商业案例，并鼓励推广由此形成的最佳实践。

13. 伙伴原则
我们将与公共、私营和非政府部门机构合作，加快实现
可持续蓝色经济，包括编制和落实沿海及海洋空间规
划实施方案。

14. 科学引领原则
我们将积极学习和蓝色经济投资相关的潜在风险和影
响、开发相关数据，并鼓励蓝色经济中的可持续投资机
会。更广泛地说，我们将努力分享海洋环境相关的科学
信息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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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倡议： 
化雄心为行动
以《原则》为契机，2018年10月，在巴厘岛举行的“我们
的海洋”大会发布了“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将雄
心化为行动。倡议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管理，携手金融机构，与科学家、企业和民间组织通
力合作。

该倡议的目标是促进《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的采
纳与落实，确保这些原则对世界各地金融机构是可操
作的和有用的。

该倡议旨在：

	◾ 积极影响与海洋相关的主流投资、保险和贷款，推动
支持可持续的蓝色经济发展
	◾ 促进金融部门参与并采取实际行动，打造可持续的
蓝色经济，支持SDG	目标14（水下生命）的实现。
	◾ 为保险公司、贷款机构和投资者制定具体行动和产
出，使贷款、保险和投资决策与海洋健康目标相一致

加入倡议有助于：

	◾ 提升认知
	◾ 共享知识
	◾ 促进同业之间的学习
	◾ 促进跨行业的经验和实践交流
	◾ 制定指引和工具
	◾ 寻求机遇

该倡议将促进相关交流学习，并为在战略和业务层面落
实提供支持，加速可持续蓝色经济转型融资。

我们邀请致力于可持续蓝色经济
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加入这一领导
力倡议，共襄盛举。

加入“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的益处
	◾ 携手同行，共同塑造行业未来
	◾ 加入国际专业人士交流网络
	◾ 利用我们的全球传播力量
	◾ 发现金融领域最佳实践
	◾ 促进变革，参与行业报告撰写
	◾ 同业交流、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

	◾ 与通用理念和方法接轨
	◾ 获取最新的科学和政策动态
	◾ 较早参与起草行业指南
	◾ 充分利用我们的资源库
	◾ 利用我们的平台推广成功案例
	◾ 在市场材料中使用logo（签署机构专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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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入？
资格：	具有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关的专业知识的金融机构和组织有资格申请。	

有两种加入方式，义务和权益有所不同，列示如下。

选项1
签署机构和会员

承诺
同意采纳14项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

会员
同意成为	“蓝色经济可持续金融倡议”会员。

报告
每年公开披露贵机构如何落实《原则》。4

传播
可以在市场材料中使用logo。

参与
参加相关研讨会和电话会，交流实践经

验，参与讨论和相关工作项目制定。

决策
参与相关工作项目决策，支持《原则》落

实和倡议产出（如简报/指引）。

选项2	
会员

承诺
努力采纳和落实《原则》。以会员身份加入的金融机
构应适时成为《原则》签署机构。

会员
同意成为	“蓝色经济可持续金融倡议”会员。

报告
每年向秘书处披露贵机构计划如何支持蓝色经济
金融。4

参与
参加相关研讨会和电话会，交流实践经验，参与讨论
和相关工作项目制定。

4	 报告内容将与当前UNEP	FI相关报告框架一致，以将金融机构的报告负担降至最低。早期签署机构和会员
可参与制订信息披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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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概述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是“可持续蓝色经
济金融倡议”的管理机构。

1. 秘书处：秘书处设在UNEP	FI，负责整个项目管理、会
员管理和传播。秘书处将与UNEP	 FI的保险、投资和
银行工作组协调合作，并向发起机构顾问团报告进展。

2. 发起机构顾问团：来自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欧盟委员
会、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资源研究所和欧洲投资银
行的代表将确定方向、提供指导和确认进展。顾问团
每年至少举行2次会议。

3. 会员：所有签署机构及会员均为倡议成员。每年至少
举行4次会议（线下或线上），会员将分享与实现可持
续蓝色经济相关的知识、专长和经验。会员主要由金
融机构组成，也可包括其他利益相关方，如非政府组织、
政府间组织、智库、央行、金融行业协会、基金会、民间
组织和其他致力于可持续蓝色经济议程的机构。

业界交流群: 金融机构和参与融资活动的其他机构
可加入业界交流群。业界交流群成员将分享在为可
持续蓝色经济融资方面的良好做法、挑战和机遇，为
倡议工作建言献策，确保产出符合目标，并使金融机
构能够加快变革。	

更多关于治理的信息，请访问	unepfi.org

http://www.unepf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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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步骤
选项1

签署机构和会员

第1步
提交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会员

申请表，该申请表需由高管签字。

第2步
副总裁或董事级别代表签署《可

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

第3步
提供贵机构logo，并在机构宣传材料中加入“可持
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相关内容，表明签署机构身份。

第4步
共同行动并参与决策制定。

第5步
每年公开披露贵机构如何落实《原则》。

选项2	
会员

第1步
提交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会员
申请表，该申请表需由高管签字。

第2步
在机构宣传材料中加入“可持续蓝
色经济金融倡议”	相关内容。

第3步
共同行动。

第4步
每年向秘书处披露贵机构计划
如何支持蓝色经济金融。

签署声明
副总裁或董事级别代表签署此表
格，成为《原则》的签署机构。

请将填妥的表格发给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倡议项目协
调员Dennis	Fritsch:	Dennis.Fritsch@un.org

会员申请
填写此表格申请成为倡议会员。所有机构，包括有意
成为“签署机构和会员”的机构，均须填写此表格。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0/07/Sustainable-Blue-Economy-Membership-Application-CN.pdf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20/07/Sustainable-Blue-Economy-Signatory-Declaration-CN.pdf
mailto:Dennis.Fritsch%40un.org?subject=


9可持续蓝色经济 金融倡议

《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发起机构

发起机构制定并发布了《可持续蓝色经济金融原则》，并继续担任顾问角色。

欧盟委员会
欧洲投资银行

世界资源研究所
世界自然基金会

《原则》签署机构：

Alimentos Ventures
Aloe Private Equity

Althelia Ecosphere, Bonafide Ltd
Boston Common Asset Management

Fishing Accelerator
Greenbackers Investment Capital

国际资本市场协会（ICMA）
Investas - Association Luxembourgeoise 

des Investisseurs Privés
Mermaid Investments

Ocean Assets Institute
Ocean Data Alliance
Pure Salmon
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
洛克菲勒资产管理公司
SeaAhead
SKY - Ocean Rescue Fund
8F Asset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