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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 2020年 9月 国 家 主 席 首 次 在 联 合 国 大 会 提 出 碳 达 峰 和 碳 中 和 之 后 ,发 展 绿 色 经 济 的
“30·60目标”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而大量绿色低碳投资,促进低碳、零碳技术的
广泛运用是促进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重要手段,从而促进了碳金融市场的繁荣。从当前总体情况来看,
我国碳金融市场还在初步发展阶段,落实和运用ESG理念与当前发展绿色经济、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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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of ESG's Key Points in Promoting Carbon Neutral
Zihan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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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President Xi Jinping firstly proposed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at the United Nations
in September 2020, the "30·60 Goal"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rategic goal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 large number of green and low-carbon investments and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low-carbon and zero-carbon technologies are important means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carbon neutral, thus promoting the prosperity of carbon financial market. From the current general
situation, China's carbon financial market is still in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ESG concept is in line with the current goals of developing green economy and
achieving carbon neu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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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恢复生物多样性,提高森林固
碳能力。第七建设零污染环境,修订大型
工业污染的控制规定,实施水、土、空气
无污染行动计划。
1.2日本促进碳中和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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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产业群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任务。主
要包括氢燃料产业、海上风电产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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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ESG成为碳中和目标达成的基
本保障

3.1监管部门

把ESG理念纳入企业的发展规划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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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主体参与更晚,最早的投资也只是
从2016-2017年开始,到今年才短短四五
年的时间,很多法律法规和政策配置还
远没有完善。反应市场主体效益的投资
图2

IEA 世界能源展望中关于中国及 OECD 国家经济增速的假设

机构也没有完成观念上的转变。但是中
国政府在2020年确立碳中和的时间目标
之后,ESG的投资必将成为资源配置和资
金聚集的重要参考环节。低碳经济和零
碳技术的发展必定有巨大的市场潜
力,ESG作为促进碳中和的重要动力和市
场主体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保障,必定会
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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