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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all provinces to
achieve their own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 hot issue for scholars. The state and the He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have issued some policies in recent year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Henan’s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in the system. How to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has become a top priority in building a green
financial system. Based on these issues, we propos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and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for gr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We will improve and standardize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fin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financial
system in He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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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金融的发展已然成为各个省份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当前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国家及河
南省政府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绿色金融发展，但是构建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体系仍存在一些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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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成为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重中之重，基于这些问题提出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机
构建设、加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健全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
基础等建议以促进河南省绿色金融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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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现状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取得一定的成效。截至 2017 年 1 季度末，河南省银行业绿色信贷余额为 1496.10
亿元，不良贷款率 0.19% [1]，远低于全省各项贷款平均不良率，绿色信贷质量良好。近年来，河南银监
局持续指导全省银行业机构认真贯彻国家绿色信贷有关要求，全面落实中国银监会《绿色信贷指引》，
在信贷项目选择、准入、审批各环节将企业的减排、环保作为投放的依据，建立科学的项目评估标准、
风险预防体系，紧密跟踪市场动向和客户需求变化，在有效管控风险和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探索
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强与环保部门的协作和信息共享，稳妥做好环保违规企业信贷退出工作。
同时，河南银监局建立季度报告制度，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联系，积极组织开展绿色信贷宣传、培训
和经验交流，引导银行业加强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行业、节能环保产业等的信贷投放。
绿色金融在河南省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其发展面临着以下难题：基本保障不完善、积极践行
的金融机构有限和绿色金融产品相对缺乏。自 2007 年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相关政
策，但是河南省有关的实施政策多以指导性为主约束性不强，且尽管省内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来促进绿
色金融的发展，但其实践性不强。由于绿色金融在我国金融机构的发展上属于新兴事物，各金融机构在
业务的开展和风险的管控方面缺乏经验和专业技术能力，各大金融机构在开展绿色金融的初期，缺乏完
整的规划和完备的风险监控体系，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各大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不足。虽然
有些金融机构已经退出了，节能减排的绿色金融产品，但其形式仍较为单一，缺乏多样性，河南省的绿
色金融产品无论是在数量和质量都无法满足发展的需要，限制了绿色金融的发展进程。

2. 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不利因素分析
2.1. 产业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河南省产业优化需要较长时间，长期以来河南省的发展主要依靠第一、第二产业，其中第二产业所
占生产总额超过了 50%。由于技术相对落后，长期的粗放经营，其工业主要为高投入、高耗能的生产方
式，与当前的绿色发展的要求相悖。推进河南省产业的优化升级是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资源条件和
历史的积累下，其产业结构主要为采掘业、能源业、制造业等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附加值较低，且依
赖自然资源的相关产业比重较大，工业发展存在低端化问题。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方式，不仅加快了河南
省内资源的消耗而且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需要金融支持其进行产业的优化升级，以此来推进河南省的
绿色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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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生态环境污染严重
长期粗放经营积累的环境问题难以短期改变，河南省在前期的经济粗放发展过程中，造成了严重的
环境问题，大气污染水污染严重。省内的工业发展环境和居住环境均较差，要实现河南省的绿色发展，
就需要改善环境质量，进行产业优化升级，控制污染产业布局，促进资源性产业减排。这一方面需要政
府制定相关措施，企业进行积极配合，另一方面需要金融部门投入资金支持企业产业的升级换代，即使
有了各方面力量的配合，环境的改善仍然是长期任务，短期内无法实现。

2.3. 绿色发展的资金支持力度不足，技术水平落后
绿色高新技术的投入是推进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目前河南省整体的科技水平有限，污染防治技术
较差，对废水、废气、废物的净化不够彻底，缺少先进的减少污染物排放的技术。由于河南省政府和企
业对技术投入的比例不高，缺乏相应的资金支持，企业内对于处理污染的相关设备不足，要实现该省绿
色发展，必然要求提高企业的科技利用率，增加减少污染的相关设备，此时便需要银行业发展绿色金融
业务，支持企业在环保方面的投资。

2.4. 绿色金融的相关法律制度不健全
绿色金融的发展相比传统金融的发展尤其自身独特的特点，也有其自身独特的脆弱性和对政策的依
赖性，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成熟的制度体系，而制度体系的建立需要法律的保护，就目前来讲由于绿色
金融的发展并不成熟，更加需要有一个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护绿色金融体系的建立，促进绿色金融的发展。

3. 促进河南省绿色金融发展的对策
3.1. 促进绿色金融发展的机构建设
绿色金融业务所扶持的是绿色企业，传统的信贷机构无法鉴别企业是否符合绿色金融支持的标准。
且由于绿色企业发展的特性不同于一般传统企业，所以对于其风险的监测也应该不同于传统的企业。因
为绿色金融支持的对象有其特殊性，贷前的甄别，贷后的风险管理都需要与传统企业信贷进行区别，因
此金融机构应该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建立一个完整的机构，为接下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业务进行支撑。

3.2. 加强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支持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的不断显现，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支持绿色金融的发展，希望依靠绿色金
融的发展，来改变以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转变粗放的经营模式，进而转变为绿色环保节约的
生产生活方式。河南省应该紧跟国家政策，出台本省利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关于发展绿色金融的政
策，除了需要满足河南省农业工业的资金需求之外，还要考虑金融机构的自身利益，金融机构对于绿色
金融业务的经验不足，风险防控方面缺乏完整的系统，发展积极性有限，政策的制定应该包括对于金融
机构发展绿色金融业务的奖励措施，来调动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积极性。

3.3. 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
河南省政府每面对绿色金融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完善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设施，其基础设施建设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明确“绿色”的定义、标准、原则和框架，为绿色金融的发展建立范本和
模式。关于绿色金融，尚缺乏完整、统一、明确的概念框架和统计意义上的详细定义，政策制定和执行
时容易出现理解上的差异。因此，政府需要明确绿色金融概念，制定统一标准。二是修订现有 GDP 的概
念和统计口径，将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为环境成本和效益很难准确定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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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目前国际上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将大气污染排放、水污染、垃圾生成等造成的环境成本尽可能
量化，评估未被当前市场价格所反映的“外部性”规模，河南省可以借助国外成功经验，以达到发展自
身的目的。三是绿色金融项目通常技术较为复杂，难以全面准确揭示项目风险，需要专业技术评估的支
持。为此，要在发挥现有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和完善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引导
现有专业服务机构开展绿色金融相关业务。建立规范高效的交易市场，完善二级流转市场，提升对绿色
金融服务的支持效率[2]。

3.4. 健全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
针对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来说，较为分散缺乏系统性，要健全规范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律基础首先要
整合现有法律，进一步明确开展绿色金融业务的主体和责任。首先从监管方面的法律来说，监管方涉及
人民银行、银监会和环保部门，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监督金融机构是否依据环保部门提供的环境信息，甄
别企业是否符合标准，整合监管方的法律制度，做好环保部门与金融机构的信息共享[3]。其次是商业银
行是绿色金融法律制度的践行者，在信贷过程中，商业银行是贷款的审批和发放者，其在授信过程中，
应该根据国家的制度和经济政策要求，按照具体的操作标准严格对信贷的控制。最后是企业，企业是绿
色金融发展的受益者，但是有部分企业涉及伪造绿色信息，骗取银行贷款，因此应该通过绿色金融法律
体系的构建，规避此类情形，法律内容应该引导企业积极有效的披露自身财务和环境信息，使银行真正
了解企业的环境情况，使绿色金融真正的支持到绿色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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