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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五篇关于建筑和城市领域当前新兴主题的要旨论文之一，

重点关注能源效率和适应能力。此要旨论文是在中德城镇化伙伴

关系框架下撰写的，它们作为后续工作的基础，涵盖以下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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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将全球变暖限制在2℃以内，这一目标的实现对于保

障宜居环境、繁荣和运作良好的经济体系而言至关

重要。本篇报告涉及以下内容：

• 金融行业在向气候中立的经济体系（以建筑为

重点）过渡的过程中能够做何贡献；	

• 目前已经为气候中立的既有建筑发展创造了哪

些政策框架条件；	

• 有哪些优秀的案例。	

气候中立且能源高效的既有建筑所需投资

远远超出公共资助的能力范围。为了实

现要求愈发严苛的2030年气候目标，欧

盟每年的投资需求量仅住宅领域就超过了

1800亿欧元1。只有通过调整目前的资金流

动，才能实现全球变暖不超过1.5°C的目标，或按照

中国（	 2060年）和欧盟（	 2050年）的设想，驱使

技术和基础设施的转型朝着气候中立的目标发展。

自《巴黎气候协定》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出台以来，人们愈发强烈地意识到，注重可持续发

展和气候保护的金融体系是实现能源和气候政策目

标的一大强有力的杠杆。这一点也体现在政府及金

融行业近些年所提出的众多国际、欧洲和国家层面

的倡议项目和活动中。近年来，人们的责任感逐步

增强。大家认识到，愈演愈烈的气候变化影响已经

成为了一种经济风险，更加气候友好和可持续的融

资（“可持续和绿色金融”见附加信息）随之成为

1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0_1598

金融行业的重要议题。通过改变直接投资项目的能

效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评估体系、建立房地产基金、

发放贷款和抵押贷款以及将建筑物用作抵押品等种

种方式，金融行业能够成为推动建筑向气候中立方

向转型的驱动力。

资料来源:	Vladimir	Zhupanenko/shutterstock		percds/istock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气候目标，欧洲需要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每年额外投资

1750亿到2900亿欧元。我们希望到2021年能将欧盟预算的四分之一投入气候保

护行动。然而，仅凭公共资金还远远不够。这就是欧盟为何通过严格的立法鼓

励私营资本流向绿色项目的原因。我们希望欧洲的领导机构能够激励更多的人

加入我们的行列。 距离午夜只剩两分钟了，这是团结力量的最后机会。

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

金融服务和资本市场联盟副主席，负责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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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可持续性概念区分的简单图示

附加信息：“可持续金融”或“绿色金融”
概念还没有明确的释义。本报告用“绿色
金融”这一概念指称气候友好型节能建筑
的融资，符合目前惯常的使用习惯。其实，
这一概念还注重对水、废物或生物多样性
等其他环境标准的考虑。“节能建筑”主要
指实施降低能耗措施的建筑。“气候友好型
建筑”的范畴还包含其他一系列的措施，
例如可再生能源或生态建筑材料的使用、
温室气体排放量和“灰色能源”（建筑建
设所需的一次能源，主要涉及材料和设备
制造及运输所需的一次能源）。	 尽管“绿
色金融”目前已经成为气候友好型节能建
筑或基于此之上的金融产品的代名词，我们
仍有必要简要地分析这些概念的区别所在。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粗略地区别
了“低碳”（LOW-CARBON）、“气候”

（CLIMATE）、“绿色”（GREEN）和“
可持续”（SUSTAINABLE）这几个概念。
这一区别界定同样适用于金融产品。按照定
义，“可持续金融”或“可持续金融产品”
须满足生态、社会和经济以及公司治理方面
的标准。“绿色”投资首先关注生态标准，
涉及到气候保护、气候适应和水资源保护、
生物多样性等一系列其他的生态焦点问题。
通常被界定为“绿色”的融资实际上指的是
低碳项目的融资。因此，针对气候友好型节
能建筑的融资确切指称的实际上是“低碳”
融资。使用“绿色”一词会让人联想起和期
待建筑具备一定的生态特性。一栋高能效的
建筑并不意味着其组件也以同样的方式生产
而成。气候友好型建筑物的组件所含的污染
物不一定处于低位。

资料来源：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16）

可持续发展

生态环境 社会

适应气候变化缓解气候变化

低碳

气候

绿色

社会-环境

可持续

其他环境相关因素

经济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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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可持续金融体系的益处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巴登–符腾堡州银行对绿色金融的定义
这一概念可理解为旨在保护环境和气候或适应环境及气候损害的金融方案和金融工具。公司和投资者

的环境及风险管理行为往往也包括在内。绿色金融实际上仅针对ESG标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

的环境因素，但由于对上述三大标准的同时考量已构成当前可持续性讨论的核心部分，因此在这里始

终存在内容的重叠。出于这个原因，绿色金融产品也常常会加入ESG评级的要求。

巴登–符腾堡州银行：https://www.lbbw.de/konzern/research/2020/weitere-studien/onl_i0420003_01_studie_finance_

nachhaltigkeit_greenfinance_abhrcrgp8b_m.pdf (in German)

投资人 资本

更多考虑投资者的可持续性偏好

可持续投资 健康的星球

减少天气相关损害所造成的经济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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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政府十分希望积极推动可持
续金融体系的发展。欧盟委员会希望将欧洲转变成为
一个具有可持续性的金融中心

建立相应的政策框架对投资决策及其背后的决策标准
具有巨大的影响。长期策略和计划能为实体经济和金
融产业创造可靠的框架条件。在监管层面上，欧盟出
台了《欧盟行动计划：为可持续增长融资》及该计划
在《绿色协议》框架内的更新升级、《非财务报告指
令》（NFRD）和新版《欧洲建筑指令》，由此成为
了可持续和绿色金融的先锋力量。德国已经实施了一
系列重要的举措：例如，联邦金融兼管局（BaFin）
阐述了建筑部门的可持续性风险，国内组建了德国可
持续金融咨询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起草提交给联邦
政府的建议。以补贴和低息贷款的形式资助节能新建
建筑和节能改造项目的做法仍是进一步发展气候友好
型节能建筑市场的重要工具，也是通往气候中立建筑
存量的重要发展途径。	
为了全面了解德国建筑部门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下
文介绍了欧盟和德国在可持续和绿色金融方面所设定
的金融政策框架和建筑特定的框架条件（行动计划、
策略、条例、法律和资助计划）。

1.1 背景介绍
为什么金融部门的参与对落实气候政策目标发挥着

如此重要的作用？调整金融市场的发展方向非常重

要，因为金融市场是国民经济体和全球经济的核

心。全球金融部门的规模目前是实体经济的四倍左

右。金融市场的波动可能对产品生产形成重大的影

响。赫伯特·斯珀伯（Herbert	 Sperber）教授将金

融市场比作人类的心脏功能：

”银行贷款、计息有价证券和股票市场将金融资产

注入经济的脉络。我们必须保证金融市场上顺利且

充沛的资金流动，以弥补企业、政府和外国部门在

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金融赤字。如若不然，宏观经

济活动的数量将不得不大幅减少。换言之：一旦金

融市场无法运作，现代国民经济和整个国际经济将

会崩溃。”金融市场——以实践为导向的导论》，	

2014，Schäfer-Pöschel	 Verlag	 Stuttgart，第６

页）

这一比喻形象地说明了金融行业的最初任务是为实

体经济的经济活动提供资金。与此同时，金融市场

对经营方式和投资管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气候变化所构成的威胁，如风暴、干旱、洪水或整

个定居点的洪水泛滥，影响到了全球经济体系：实

体经济、保险行业、投资者和金融服务商，无一例

外。

资本市场资本市场

实际产
品价值

图3：资本市场与实体市场的规模比较

全球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等解决方案已经耗费了

数万亿美元的投资。《巴黎协定》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投资机会。我们究竟该如何

解锁这个机会？今天的行动计划将帮助欧洲金融业发展成为绿色技术投资的全球

领先之地。

米格尔·阿里亚斯·卡涅特（Miguel	Arias	Canete）

欧盟气候变化和能源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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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论坛对于全球风险的预测也体现了这一点，该预测认为全球风险在十年之内将从经济领域转移至

生态领域。	

图4：全球经济风险

可能性最大的五大全球风险

2009 2019 2020

资产价格崩溃 极端天气 极端天气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6%) 气候保护行动失败，适应气候变化 气候保护行动失败

慢性疾病 自然灾害 自然灾害

全球治理缺陷 数据欺诈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退出全球化 网络攻击 人为造成的环境灾难

影响最大的五大全球风险

2009 2019 2020

资产价格崩溃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气候保护行动失败

退出全球化 气候保护行动失败，适应气候变化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石油和天然气价格冲顶 极端天气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慢性疾病 水资源危机 极端天气

金融危机 自然灾害 水资源危机

十年之内，全球风险从“经济领域”转移到了“生态领域”。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20年全球风险报告/德国能源署绘制

托马斯·布比尔（Thomas Buberl） ，安盛集团（Axa）首席执行官：“全球变暖4°C将让世界陷入不可保的状态。” 

拉里·芬克（Larry Fink）， 黑岩集团（BlackRock）首席执行官：“气候风险就是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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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财富和经济稳定、向气候中立经济体系的转型

（并实现向气候中立建筑的转型）、将全球变暖限

制在至多2℃的范围内以及金融行业担负重责的必要

性变得愈发明确。《巴黎气候协定》的目标也充分

反映了上述要求。《巴黎气候协定》的第三个目标

要求同时实现两点：将气候变暖控制在2℃或1.5℃

的范围内，以及适应气候变化。具体表述如下：

“资金流应与温室气体低排放和气候韧性的发展之

路统一”

从建筑市场来看，这意味着房地产投资者和金融家

可以为塑造和加快气候友好型节能建筑市场的发展

做出重大的贡献。政府必须为此创造政策条件，以

鼓励投资者和银行对这类建筑进行资本投资。此

外，重要的房地产业主和投资者应在所有公共或公

共资助的建筑领域中树立能源效率和气候中立的榜

样力量。2

2	 	IFC：绿色建筑——新兴市场的金融和政策蓝图，2019。

1.2 目标
本报告旨在介绍金融部门在实现巴黎气候目标方面

的重要意义，并聚焦于建筑领域以及政策框架、公

共资金扶植和投资优惠政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此外，文章还将通过德国两大成功的金融产品表明

应如何为气候友好型节能建筑融资。

1.3 方法
报告内容部分基于2019年出版的德国能源署

（dena）研究报告《法国和德国建筑能效政策的比

较研究》（章节2.1至2.2；章节3），并且包含了尚

未发表的德国能源署建筑行业报告的节选内容或信

息检索结果。其他进一步的评价分析采用了欧盟委

员会的一手资料和参考文件，以及可持续金融相关

的资料。

资料来源：Baona/i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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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能效气候友好型建筑的基础建立在欧洲和德国

的法律框架之上。德国在气候保护和能源转型方

面的目标设定和承诺参考了欧盟的气候和能源政

策，而后者吸纳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NFCCC）的目标和内容。欧洲立法已经为欧盟

成员国设定了若干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扩大可

再生能源使用的具有约束力的目标。这些目标和法

律构成了公共资助计划及金融行业的基础，因此，

本章将首先介绍直接或间接影响既有建筑的欧洲和

德国法律、策略及方案。

2.1 国际和欧洲承诺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成员国于2015年通

过《巴黎气候协定》，承诺到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

幅度控制在相较于工业化前时代远低于2	 ℃	 的范围

内，如有可能，尽可能低于1.5	℃。缔约国必须承诺

3  https://ec.europa.eu/clima/policies/strategies/2030_de 
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de/fs_19_6714
5	  fhttps://ec.europa.eu/info/strategy/priorities-2019-2024/european-green-deal_de#manahmen

兑现所谓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以实现《

巴黎气候协定》的总体目标。欧盟早在2015年就已

经做出承诺：相较于1990年，欧洲总排放量到2030

年须减少至少40%。《协定》要求缔约国定期更新

其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全球目标之间的差距。

欧盟2030年自主减排贡献已经根植于欧盟的长期气

候保护目标之中，根据这项长期目标，欧盟范围内

的温室气体排放到2050年须较1990年减少80%到

95%。德国属于在《巴黎气候协定》框架内提出长

期脱碳战略的国家之一。

通过“服务于全体欧洲人的清洁能源”一揽子立

法，欧盟进一步制定了2021年至2030年期间的能

源和气候政策框架。除了所设置的一系列新目标之

外，欧盟还通过了针对能源联盟的新治理框架。原

先，欧盟成员国须将欧盟的目标计划相应转变为具

有约束力的国家目标；而在现有框架内，成员国可

以自行确定其为实现欧盟目标所做的自主贡献，并

在《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NECP）中报告自身所

取得的进展。欧洲委员会审查《国家能源和气候计

划》，并酌情要求改进。2019年底，欧盟在“绿色

协议”的框架内宣布将进一步提高欧洲的气候保护

目标。3

2.1.1 欧洲绿色协议中涉及建筑部门的内容

欧盟委员会2019年宣布的欧盟绿色协议4	 总结了旨

在建立欧盟可持续经济体系的广泛倡议、计划和行

动规划。5	所公布的“绿色协议”计划内容涵盖了所

有经济部门：能源、建筑、工业、农业和交通，以

及可持续金融行业。

核心计划主要包括：

• 欧洲《气候保护法》，在法律上规定必须在

2050年之前实现计划的温室气体中和；	

• 将2030年的气候目标调高到至少减排50%	；

• 掀起建筑部门的一轮“节能改造浪潮”	；

资料来源：Meurice Guillaume/pexels

2. 政策框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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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欧洲绿色协议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 调整相关要求和指令，以实现要求更为严格

的2030年气候目标（例如，可再生能源指令

（REDII）、能源效率指令（EED））	；

• 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 新的可持续金融策略（取代原有的“欧盟行动

计划：为可持续增长融资”）。

单项措施由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的政府（欧盟理

事会）转化为具体的立法计划，并将决定欧盟在经

济、能源和气候政策层面上的未来政策发展方向。6

2.1.2 针对建筑部门的欧洲立法

建筑部门在实现气候目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除

了总体目标外，欧盟一级必须考虑到《能效指令》

的规定和《欧盟建筑能效指令》（EPBD）的要求。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是欧洲共同体旨在提升住宅

和非住宅建筑中能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法律工具。该

指令的制定以释放建筑行业的巨大节能潜力为目

标。两项指令的要点可概述如下：

6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de/policies/green-deal/ 

能源效率指令（2012/27/EU指令，改革后为

（EU）	2018/2002指令）	：

• 各中央政府大楼的节能改造率为每年3%。

• 2014年至2020年期间，欧盟成员国通过能效

承诺制度或替代措施每年强制性实现平均节能

1.5%；成员国每年的最终能源消耗节约比例

必须达到0.8%的强制目标。

• 在大企业强制执行定期的能源审计。

• 成员国必须在2020年后以《国家能源效率行

动计划》或《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的形式定

期提交进度报告。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EPBD）（欧盟指令2010/31/

EU，改革后为（EU）2018/844指令）：

• 强制性要求成员国制定到2050年实现建筑

部门脱碳的长期节能改造战略，包括2030

年、2040年和2050年的指标和阶段目标，以

及作为国家能源和气候计划组成部分的融资措

施。

为可持续的未
来实施欧盟经
济转型

欧洲绿
色协议

欧盟设立针对2030年和2050年更
为雄心勃勃的气候保护目标

旨在创造无环境污染的零污染目标

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

“从田间到餐盘”，建立公平、
健康和环保的食品体系

移动出行更快地朝着可持续
和智能方向转型

不会落下任何人
（合理公平的过渡）

欧洲气候公约

鼓励研究和促进创新

提供更为清洁、经济可负担、
更为安全的能源

鼓励工业建立以循环为导向的清洁
经济

节能和资源节约的建造和改造

为能源转型提供融资

欧盟成为全球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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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Yuri Hoyda/shutterstock

• 成员国必须制定旨在提高建筑能效的国家财政

措施清单。

• 从2021年起所有新建建筑须达到强制性的近

零能耗建筑（nZEB）标准，公共建筑从2019

年开始便须执行该标准。

• 建筑销售和租赁时须强制性提交能源证书。

• 针对暖通系统的强制性检查系统。

• 具有十个以上停车位的新建建筑必须为电动汽

车配备充电设备。

成员国必须为新建建筑的总体能效、既有建筑的全

面节能改造以及部件（采暖和制冷系统、屋顶、墙

壁等）的更换或翻新规定成本优化的最低要求。

建筑指令借助国家条例的形式在欧盟所有成员国家

内转化为当前有效的国家法律，德国从2020年11月

开始适用《建筑能源法》（GEG）（此前适用《德

国节能条例》（EnEV）	）。

2.2 国家层面：德国联邦政府的气候
保护计划和新版的《建筑能源法》
（GEG）

建筑部门在实现德国的能源和气候保护目标方面发

挥着关键作用。随着2010年的能源方案出台，德国

联邦政府制定了到2050年实现既有建筑接近气候中

立的长期目标。这意味着，消耗不可再生能源的一

次能源需求量较2008年水平须减少约80%。

联邦政府在2016年出台的《2050年气候行动计

划》中决议通过了中长期的气候保护目标，明确了

建筑部门的国家目标。《气候行动计划》做出了战

略性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后期制定了相应的具体措

施。为了让既有建筑达到近乎于气候中立的状态，

不仅需要提高新建建筑标准的要求，制定针对既有

建筑的长期节能改造战略，还应逐步告别基于化石

能源的采暖系统。《2050年气候行动计划》定义

了“既有建筑实现几乎气候中立目标的路线图”。

2019年底，联邦政府针对所有部门制定了2030年气

候保护方案，旨在进一步实现2050年的气候保护计

划。工作计划所包含的措施应得到逐步落实：第一

步，出台了一部国家气候保护法（	 《联邦气候保护

法》）	 ，该法案于2019年12月生效，为各个部门

（主要针对建筑、能源、工业、交通）规定了气候

保护计划的节能减排目标。德国法律规定，建筑部

门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到2030年须减少7000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即相较于1990年下降67%。联邦政府计

划在2025年确定2030年后每年的减排水平。

德国针对既有建筑的能效战略

2014年，《气候行动方案》和《国家能效行动计

划》（NAPE）确立了实现效率提升的重要政策步

骤。后者旨在借助能效提升措施到2020年节约总共

390至460兆焦耳的一次能源。目标是较1990年温

室气体排放量建设40%。而联邦政府2019年预计，

二氧化碳减排只能达到大约32%，而非此前规定的

40%（相较于1990年）（德国联邦政府，2019）

。然而，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或许有助于实现原

定的2020年阶段性减排目标。	

2015年10月，联邦内阁审议通过了《建筑能效战

略》，旨在实现建筑部门的环保目标。该战略描述

了可行的目标，旨在2050年前使既有建筑接近气候

中立的状态。借助节能来提升能效的方法从现今的

角度来看最多可以做出54%的贡献，剩余的减排任

务依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而为了达到既定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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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需要至少达到57%。从目前的

情况来看，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可以增加到69%

，那么通过节能比例需进一步提升36%，从而达

到最终的目标（德国联邦经济及能源部，2019a）

。《建筑能效战略》在其背景信息文本中提及了以

下机遇和风险：未曾预料到的大量可供挖掘的可再

生发电潜力（热泵占很高比例，电转热技术）、可

再生能源供气（电转气方面的技术进步将超出人们

的预料）、生物质（大量使用生物燃料）、其他不

可预见的技术可能和成本低廉的隔热保温策略（

克服隔热保温领域的限制）（Prognos，IFEU，	

IWU，2015）。

2019年底，德国联邦内阁出台了《2050年能效战

略》（	 EffSTRA），旨在为进一步提升德国的能源

效率确定方向。凭借能效策略，德国联邦政府首次

确定了2030年的能源效率目标：相较于2008年减少

30%的一次能耗。该战略结合了新版《国家能效行

动计划》（NAPE	 2.0）针对2021年至2030年阶段

的大量有效能效措施。此外，战略还启动了涉及广

泛的利益相关者进程“2050年能源效率路线图”	，

以便携手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分析讨论旨在到2050

年实现一次能耗减半的有效方法，并制定必要的措

施及工具。

2.2.1 2030年气候保护计划

德国联邦政府2019年底审议通过的2030年气候保护

方案包含了一揽子针对所有能源部门的广泛措施，

以便实现预设的气候目标。该计划制定了针对建筑

部门的各种措施，从提高资助力度到提供更多信息

和咨询服务再到具体的监管办法，环环相扣。以下

章节介绍了其中两项重要的举措。

针对建筑部门的新二氧化碳定价体系

从2021年起，德国联邦政府将在未引入排放权贸易

体系的采暖和交通部门实行二氧化碳定价制度。新

实行的国家排放权贸易体系将记录化石燃料，特别

是燃料油、液化石油气、天然气和煤炭燃烧产生的

排放量。国家排放权贸易体系的参与者由这类燃料

的经销商或供应商组成。在2021年实行初期，排

放权证书的销售采用固定价格（每吨25欧元）的方

式，此后逐步递增至2025年的每吨55欧元，该体系

计划在2026年将价格设置在最低55欧元、最高65欧

元的价格区间内。	

建筑节能改造的税收支持政策

2020年1月1日，德国首次实行针对建筑节能改造的

税收支持政策，并将该政策作为国内资助体系的一

大新支柱。这一新工具是对现有资助计划的补充，

可以作为现有贷款和补助计划的替代办法。对于自

住的自有住宅，目前符合资助条件的单项措施也能

申请享受税收支持。例如投资费用的20%，以及为

规划和实施获资助的措施而雇佣能源顾问的一半花

费，这些费用均属于符合资助条件的对象。税务局

将扣除三年的税负，作为发放的资助。	

此外，	2030年气候保护方案决定增加和优化针对建

筑部门的国家投资促进计划，进一步开发能源咨询

和公共宣传的方案，强化联邦所有的建筑在能效、

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建筑领域的示范功能，并进一步

促进循序渐进的节能改造。

《国家能效行动方案》（NEEAP）阐释了根据欧洲

能效指令（EED）第4条规定、旨在促进国家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投资的经调整后的新版长期战略。

建筑在能源方面所须达到的要求目前适用以下规

则：

• 《节能法》（E n E G）和《节能条例》

（EnEV）及建筑和工厂技术要求；	

• 《可再生能源热力法》（EEWärmeG）对新

建建筑和既有公共建筑的可再生能源使用做出

了规定。	

由于这些规则没有得到全面协调，导致在实际的适

用性上和执行各项要求的过程中遭遇到困难。2020

年11月1日，《节能法》、《节能条例》和《可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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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源热力法》合并为一项新的法律，即《用于建

筑热力和冷力供给的节能及可再生能源使用法》（

《建筑能源法》，	GEG	）。

2.2.2 新的《建筑能源法》（GEG）（自
2020年11月1日起生效）

联邦政府在《统一建筑节能法规的法律》理由说明

文本中指出，《建筑能源法》从2019年1月1日起对
新的公共非住宅建筑实施《欧盟建筑指令》的要

求，并从2021年1月1日起对所有新建建筑统一实施
该规定。

随着《建筑能源法》的出台，未来将形成一个统一

的要求体系，综合考虑能效和可再生能源两大领

域。从2026年开始基本禁止燃油和燃煤锅炉的新
建项目，并须加强能源咨询。出售或全面改造既有

单户独栋屋和两户联体别墅时，也必须进行能源咨

询。

下文概述了2020年10月前生效的条例和法规规定，
其大部分的要求将于2020年11月1日起合并于《建筑
能源法》。

《节能法》（EnEG）确立了法律框架和职责，规定
了建筑能源的标准以及实施过程和职责范围。这部

法律为德国节能条例的修订奠定了法律授权基础，

并强制要求对新建建筑实行最低能源标准。这项义

务从2019年开始适用于新建的公共建筑，自2021年
起也适用于所有其他新建建筑。

《节能条例》（EnEV）是联邦政府基于《节能法》
在能源和气候保护政策领域的一项工具（条例），

它将现行欧洲建筑指令的要求转化为德国法律。近

年来，新建建筑的最低能源标准逐步收紧，该最低

标准因欧盟建筑能效指令的要求从2021年起必须在
每个欧盟成员国家中得到落实。条例涉及住宅和非

住宅建筑，重点关注新建建筑，其要求针对一次能

源需求、U值中位数和建筑围护结构的气密性。可
再生能源的使用是参考建筑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属

于新建建筑所需符合的标准。条例针对建筑改造的

情况规定了更换或加装组件或技术的义务，但某些

义务仅适用于经过了现代化改造的建筑。

符合德国节能条例的证明是否以及如何出具，这主

要取决于人们新建一栋建筑还是改造一栋既有建

筑：

• 新建建筑需要证明其一次能源需求和单位传输

热力损失；规定的一次能源需求年最高限值于

2016年1月1日下调了25%。

• 根据措施规模及范围，针对既有建筑的修改内

容涉及：须遵守所要求的传热系数（U值）（

组件方法）或证明整栋建筑的年一次能源需求

（平衡方法）	 ；一次能源需求高于参考建筑

（新建筑物）年一次能源需求的比例不得超过

40%。属于例外情况的节能改造指经改造后的

建筑组件在同类组件的总面积中所占比例不高

于10%的情况。

• 若采暖使用面积的增加幅度超过50平方米，

那么新建的建筑部分须遵循新建建筑的标准和

要求。

• 从2015年开始，超过30年的燃油或燃气恒温

采暖锅炉（标准供暖锅炉）必须进行更换。例

外情况涉及2002年2月1日（当前）业主本人

居住的单户独栋屋和两户联体别墅，或者低温

和冷凝锅炉。

• 无采暖的建筑顶层空间的最高楼层天花板必须

在2015年年底前加装隔热保温设施，如果这

类天花板没有采取所谓的“符合最低要求的隔

热保温”措施。木栅格楼板只需用隔热保温材

料填充腔体即可。这一隔热保温义务适用于所

有可触及的顶楼天花板，无论它们是否能够无

障碍通行。作为替代方案，人们也可以对在此

之上的屋顶进行隔热保温。



绿色金融12

• 涉及能源证书的最大改变在于：要求在量度计

上注明能效等级，租赁和售卖时有义务出示能

效等级证明，并要求在房地产广告中强制性地

注明能效等级。

该条例的执行情况将接受审查。联邦州有义务抽查

能源证书，监督节能条例新建建筑规定的实施情

况，并报告对空调设备的检查结果。特定的检查任

务已经交由烟囱清扫机构负责，手工业企业则负责

对既有建筑的具体改造工作开具证明（企业声明）

。若有违反节能条例针对新建建筑和建筑改造的规

定，以及为取得能源证明而提供和使用虚假数据的

行为，上述行为将作为行政违法行为接受处罚，并

处以最高5万欧元的罚款。

《可再生能源热力法》的目标是到2020年将可再生
能源在采暖和制冷最终能源消耗中所占的份额提高

至14%。为此，法案规定了在新建建筑、公共建筑
和重要建筑改造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义务。因此，

《可再生能源热力法》是可再生能源资助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3条的规定，可再生能源
的使用义务包括：

• 15%的太阳辐射能；或者

• 30%的气态生物质；或者

• 使用液态或固态生物质、地热能和环境热力，

以满足50%的采暖和/或制冷用能需求

• 可再生气体（尚未）得到承认。

第7条规定允许采用替代措施：

• 余热利用

• 热电联产设备

• 节能

• 余热、热电联产系统或可再生能源用于大型热

网集中供暖或制冷

此外，还适用下列法律：

《可再生能源法》（EEG）为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

奠定了基础，使之成为德国电力供应的主要支柱之

一。2014年对《可再生能源法》的改革主要着眼

于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为此确立具有约束力的

目标。2017年版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可再生

电力的报酬不再由国家决定，而是由市场投标来决

定。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扩展一直是、也将继续是

能源转型的关键支柱。可再生能源在电力消耗中的

所占份额应从目前的32%左右增加至2025年的40%

至45%	，并依据联合执政协议的商定目标，到2030

年提升到65%。

自2002年以来，《热电联产法》（KWK-Gesetz）

对德国热电联产厂的发电并网和并电入网价格做出

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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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欧盟在建立可持续金融体系方面
所付出的努力

同上所述，欧盟致力于建立可持续的金融体系。下

面两个章节将介绍与建筑相关的两大欧盟框架政

策：

• “欧盟行动计划：为可持续增长融资”，重点

关注建立新的分类制度；

• 以及《欧盟建筑能效指令》新条款的要求

2.3.1 欧盟行动计划：为可持续增长融资

金融行业通过发放贷款、保险、将建筑作为抵押

品、发展房地产基金以及对房地产部门的直接投

资，对发展气候中立的建筑行业施加重要的影响。

7  https://ec.europa.eu/info/publications/sustainable-finance-renewed-strategy_en 
8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sustainable-finance_en 

欧盟希望提高欧洲金融体系的可持续性。为此，欧

盟委员会于2018年发布了“欧盟行动计划：为可持

续增长融资”7，该行动计划采取的部分措施已经落

地，这些措施将改变和影响上述金融产品和投资决

定。	

欧盟依靠欧盟委员会制定的指令和条例来调控国家

层面的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政策。长期以来，金

融市场一直被排除在外，针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政策

仅服务于稳定金融部门的目的。“欧盟行动计划：

为可持续增长融资”和欧洲绿色协议引领了一场彻

底的变革。8

“可持续金融战略”将于2020年年底前在“绿色协议”
的框架内取代原先的行动计划。该行动计划所述的

可持续金融

· 资本市场联盟内
的可持续金融

气候和能源 环境

欧盟可持续性政策

投资和增长

· 2030年气候和能
源框架

· 能源联盟套案

· 欧盟适应气候变
化战略

· 自然资本管理
· 空气
· 水
· 土地
· 生物多样性

· 循环经济

· 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的长期战略
· 欧盟环境保护行动计划

· 欧洲投资计划
（战略投资基金
（EFSI）；投资欧
洲计划
“InvestEU”; 欧
盟统一政策基金）

· 外部投资计划

· 地平线2020项目
（Horizon 2020）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

图6:欧盟的可持续行动领域



资料来源：Ugis Riba/shutterstock

资料来源： Pexels, Makeev Petr/shutter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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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涉及气候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各类活动和

步骤针对整个金融体系和各种类型的融资、投资产

品及投资项目。行动计划的内容侧重于实现三个主

要目标：

1. 将资本流动引向更加可持续的投资领域；

2. 应对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和社会挑战相关的财

务风险；

3. 提高金融和经济活动的透明度和长期性。

2019年5月，欧盟委员会召集的可持续金融技术专

家组（TEG）提交了三项法律草案，并经过欧盟理

事会和欧洲议会的公开磋商进程后获得审议通过。

新法案旨在刺激和指导私营部门对可持续经济活动

和项目的投资：

1. 可持续经济活动的统一分类系统——分类法

2. 金融市场行为方就可持续性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

3. ESG数据的气候基准和比较基准

2.3.2 针对可持续经济活动的欧盟分类制
度——可持续金融分类法

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建立一套可持续金融分类法（

以下简称分类法），为各类经济活动做出具有普遍

约束力的定义。实际上，这里涉及了多种分类法：

第一步是为气候友好型的经济活动建立分类，随后

是对水、生物多样性和废物的分类。接下去，欧盟

在此基础上还会建立针对社会问题的分类法。欧盟

委员会希望通过自行设立的第一个分类法，更快速

地展示欧盟投资的“绿色”	 （气候友好、生态）。

分类法所涉及的部门从生产制造到发电行业再到建

筑部门，涵盖全面。

依靠技术筛选标准，我们使用四条根本性标准来审

查经济活动对实现六大目标所做出的贡献。



另外，对经济活动的评估具有三个不同的层级。评

估结果可以显示：

• 是否已经为实现目标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

绿色活动”）；	

• 是否属于2050年前实现气候中立“转型”（

不采取当前替代方案的情况下）的经济活动；	

• 或者是否属于赋能他人、使其为实现一个目标

做出巨大贡献（赋能）的经济活动，例如风轮

涡轮机的生产。

这一分类法将在2020年12月作为委派条例出台，并
将从2021年12月31日起生效。该法案此后必须适用
于：

• 欧盟成员国（公共措施，金融产品的标准或标

识，或者由金融市场参与者或债券发行方提供

的生态可持续的企业债券）；

• 提供金融产品的金融市场参与者；

9	 欧盟委员会草案委员会授权条例。https://ec.europa.eu/finance/docs/level-2-measures/taxonomy-
regulation-da-2020_en.pdf

• 属于非财务报告指令（NFRD）适用范围的金

融和非金融企业。

政策、实体经济和金融行业将分类法视作一种“共同
的语言”，赋予其重要的意义。分类法的实行不仅有
助于投资的分类和分级，也可以防止基于市场的各

类倡议活动呈现出碎片化的发展趋势，避免出现金

融产品领域的“漂绿”现象。

2.3.3 依照分类法的建筑要求

可持续金融技术专家组在为建筑部门制定筛选标准

时主要针对以下经济活动：

• 新建建筑；

• 建筑翻新改造；

• 实施个别措施和专业服务；

• 房地产的购入和所有权获得。

对于符合2020年11月所提交的授权条例草案标准的
新建建筑，适用以下要求9（能源要求基于欧盟建筑

能效指令的国家执行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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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分类的六大目标 四大根本性标准

遏制气候变化 为减排做出巨大贡献

适应气候变化 无重大损害（DNSH）

可持续利用和保护水资源及海洋资源 符合科学评估标准

向循环经济、废物预防和回收利用过渡 达到社会和治理的最低标准	

防止和减少环境污染

保护健康的生态系统

图7：欧盟分类法的六大目标和四条根本性标准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自行绘制



• 一次能源需求必须低于国家近零能耗建筑标准

（nZEB）阈值至少20%	；	

• 通过需求能源证明佐证；

• 对于5000平方米以上面积的建筑，

• 必	须在施工完毕后接受气密性检测和热敏测

试作为证明，	

• 并且计算建筑在全生命周期中每个阶段因建

造而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潜力（全球变暖潜

力值）。

建筑改造的情况适用重大改造工程的国家要求，或

者改造应达到一次能源需求至少减少30%的效果。

此外，新建建筑和改造工程必须在水资源利用、材

料的可回收性或建筑面积方面遵守“无严重损害”

（Do	not	Significantly	Harm）的标准。	

建筑分类法将在未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可持续金

融技术专家组认为，在制定建筑部门的标准时，需

要同时将一级能源需求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建筑

评估的衡量标准加以考虑。另外，未来在评估时不

仅应关注建筑的运营阶段，还要考虑“灰色能源”

。
2.3.4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第2a条第3款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所做出的最新调整是将节能改造

的资金流引向气候友好型节能建筑领域的另一大重

要推动力。“长期节能改造战略”（LTRS）第2a条

第3款强制性要求欧盟成员国开发促进节能改造投

资的金融机制。欧盟委员会有义务为提高改造率创

造额外的杠杆。这些要求针对目前在投资和融资方

面的各种障碍，旨在通过对小型能效项目的标准化

工作，让结果便于总结，同时降低供资方的处理成

本，拓宽投资者的圈子。此外，还需实行一系列降

低风险的措施，这些措施目前经常导致能效项目的

评估分数不尽如人意。成员国还须开发创新的融资

方案（能源基金、一站式商店等），让能效领域的

10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CELEX:32018L0844&from=DE 
11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DE/TXT/PDF/?uri=CELEX:32019H0786&from=EN 

投资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也更容易获得。成员国

必须在其节能改造长期战略框架内报告自身采取的

行动和所取得的成功。10	 欧洲委员会在关于欧盟建

筑能效指令的准则中汇编了实例和指标。11

绿色金融16

资料来源：https://ec.europa.eu/info/sites/info/files/
business_economy_euro/banking_and_finance/
documents/190618-sustainable-finance-teg-report-
taxonomy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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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德国节能改造长期战略——欧盟建筑
能效指令第2条第3款的报告摘录

在2020年提交的节能改造长期战略中，德国联邦政
府就欧盟建筑能效指令第2条第3款规定的落实提出
了以下项目和计划：12

• 德国联邦政府的建筑节能减排改造计划和市场

促进计划，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的

绿色债权

12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de_2020_ltrs_official_en_translation.pdf

• 针对建筑行业的能效和可再生能源投资所发

放的利息优惠贷款，同时给予偿贷补助和补

贴

• 能效网络倡议活动	

• 倡议建立企业网络，以提高效率

• “德国能效”活动（“De u t s c h l a n d	

macht’s	effizient”）

• 涵盖面广泛的宣传活动，针对房屋业主、私

人家庭、企业和地方政府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第2a条
第3款的要求

指标 案例的甄选

汇总中小企业的项目，包括
投资平台或投资群体及临时
联合组织的信息，为潜在客
户提供接触投资者和获得一
揽子解决方案的机会。

综合性/一揽子项目的数量		 能力建设以及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旨在提
供一揽子的服务
提供综合和标准化的改造服务，以便为一揽
子的综合项目提供再融资

减少投资者和私营部门可能
遭受到的能效措施风险

可能遭受的能效措施风险（
基于意见调查）

标准化（例如通过协议、认证、标准）	 ，以
降低后续的业绩风险
为受益人提供担保和为金融中介提供担保办
法

利用公共资金刺激私营部门
加大投资或应对具体的市场
失灵

公共投资作为节能领域总体
投资的一部分，公私伙伴关
系倡议

使用公共资金共同融资的贷款计划
风险分摊工具（如贷款、担保方法）和技术
援助

按照欧洲统计局的准则，规
定针对既有公共节能建筑的
投资准则

投资旨在提高能效的公共既
有建筑改造项目		

在节能合同管理的应用方面提供帮助	
支持能源服务企业的发展，促进更广泛的能
源服务的法律框架

建立无障碍和透明的咨询工
具，例如服务于消费者和提
供能源咨询服务的咨询中
心，可就提高能源效率的相
关改造和金融工具提供咨询
意见

针对咨询中心的现有倡议
提高认识的倡议举措（数
量、传达到的目标群体、实
施措施的目标群体）

咨询中心或针对融资和节能改造及咨询服务
的综合性服务
融资和改造技术的专业准则
提供旨在增进对不同金融工具理解的金融知
识

资料来源：欧盟委员会／自行绘制

图8: 欧盟建筑能效指令第2a条第3款的要求概述以及指标和示例



• 在地方政府和公益组织的非住宅建筑能源咨询

的框架内促进合同节能管理的相关咨询工作，

为之提供补贴

• 促进“合同能源管理检查”工作的开展，补

助额最高可达咨询报酬净额的80%（最多

2000欧元）

• 提供有关可免费获得的合同能源管理合同样

本和节能合同能源管理的指南

• 为建筑业主和承租人提供“改造配置”服务

• 建立信息门户，介绍可行的建筑改造措施及

其成本和节能潜力，以及国家资助计划

• 串联式的节能改造

• 打造示范项目：如何利用工业预制的外墙和

屋顶组件及已集成的技术实施高效的改造措

施

• 一站式的商店和能效资助指南	

• 旨在指导目标群体采用正确融资方案的在线

工具

• ACE项目——能效资产类别	

• 能源效率措施的标准化和捆绑方法

绿色金融18



如前所述，对气候友好型节能建筑的公共资助和公

共投资在市场开发和引进新技术和新流程方面也起

到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在这里将介绍一系列对

提高既有建筑能效至关重要的德国联邦资助计划。

德国的资助计划在手段和工具方面相对趋同。一般

来说，资助通过利息优惠的贷款发放，连同偿贷和

投资补贴。2020年起也可提供税收折旧。	

针对能效提升和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措施，联邦一级

的资助款和贷款由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和德国联

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BAFA）负责发放。改造措

施、能效提升和朝着可再生能源的转型举措不论涉

及的是住宅还是非住宅建筑，都属于资助对象之

列。中小企业特别资助计划则专门针对中小企业。

3.1 政府提供的补贴和优惠贷款
3.1.1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提供的资助项目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集团资助建筑改造和节能新建领

域的许多措施。在建筑节能减排改造项目的框架

内，2006年至2018年期间，超过530万套住宅和

3300多栋社会机构建筑（比如幼儿园和中小学）

完成了节能改造或新建工作。项目的资助来自于补

贴，或连同偿贷补贴的利息优惠贷款。

针对新建项目或住宅建筑、公共机构和非住宅建

筑的节能改造，相关的资助计划包括“高能效建

造”（Energieeffizient	 Bauen）或“节能改造”

（Energieeffizient	Sanieren）的贷款及补贴项目。

上述两个计划中，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节能房屋的贷

款最高金额为每个住宅单元12万欧元。分类的关键

基于不动产的能效质量。该质量的衡量标准基于一

次能源需求和传输热损失。项目究竟归类到德国复

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40、55等标准的哪一类，取决

于一次能源需求与符合2014年版建筑节能条例的新

建建筑（参考建筑）的一次能源需求的比值。针对

新建建筑的“高能效建造”资助计划为符合德国复

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下列标准的项目供资：德国复

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40（一次能源需求为节能条例

的40%）、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40+（一次

能源需求为节能条例的40%且满足其他要求），以

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55（一次能源需求为

节能条例的55%）。2016年，总共有73000份新建

建筑的资助申请获得批准，涉及到15.9万套住宅的

3. 德国重要的资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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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在既有建筑方面，“节能改造”计划用

于为2002年之前建成的建筑的节能改造提供支持。

符合以下标准的既有建筑属于资助对象：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能效房屋55、70、85、100、115（每个

数字都代	 表相对于适用法定要求的一次能源需求

比值），以及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保护建

筑）和一揽子项目中的单项措施。2016年获批的资

助申请一共涉及到27.6万套既有住宅单元的改造措

施。

“能效激励计划”（A n r e i z p r o g r a mm s	

Energieeffizienz）为单项措施或改造一揽子计划

提供资金，后者包括采暖系统的一揽子改造计划（

更新采暖设备、优化热力分配）或通风系统的一揽

子计划（带有余热回收的通风系统，并结合建筑外

围护的能效措施）。此外，该计划还用于支持旨

在提高能效和运用可再生能源（光伏、风能、热电

联产、生物质、沼气、地热等）的单项措施。这一

激励机制也为中小企业实施环保和能效提升的措施

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资助项目，为运用可再生能源发

电和产热提供资助款项。获资助的项目在规划、

提交申请和执行时，须聘请一名能效专家来支持

开发商。由此产生的费用可以申请德国联邦经济

和出口管制局（BAFA）“现场咨询”（Vor-Ort-

Beratung）资助计划的补贴。

3.1.2 德 国 联 邦 经 济 与 出 口 管 制 局
（BAFA）的资助计划

德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的资助计划旨在优化采

暖，促进可再生能源及热电联产设备的使用，以及

普及能源咨询。资助提供的形式是为获资助的措施

所产生的成本提供补贴。如果申请项目意在通过全

面改造达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的标准，德

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的资助计划可以结合德国

复兴信贷银行的资助计划同时使用。德国联邦经济

和出口管制局的补贴可以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贷款

作为补充。

市场激励计划（MAP）

市场激励计划（MAP）的核心目标旨在借助投资激

励，加强可再生能源技术在热力市场上的销售，由

此降低其成本，改善经济效益。德国联邦经济和出

口管制局为太阳能集热设备、热泵和颗粒采暖系统

的建设提供资助。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在此计划的框

架中为大型设备和系统提供补充资助，资助针对个

人、自由职业者和企业。2016年，德国联邦经济和

出口管制局资助了超过6.2万个系统，德国复兴信贷

银行资助的系统数量大约为1800个。

“能效激励计划”（APEE）等其他资助计划则着眼

于利用可再生能源实现采暖系统的现代化改造，作

为对生物质系统、热泵或太阳能热电厂的奖励。“

采暖优化”（Heizungsoptimierung）计划为采

暖用泵和热水泵的更换提供资助，这些举措通过液

压平衡的手段实现采暖的优化，“热电联产计划”

（KWK-Programm）则旨在促进热电联产方案微

型设备/系统的建设与使用。

现场咨询

在“住宅建筑能源咨询”计划（现场咨询，iSFP）

的框架内，德国联邦经济和出口管制局为业主聘用

能源顾问提供补贴。旨在弄清节能改造可行方案的

现场咨询属于该资助计划的资助对象。能源顾问应

提交一份旨在达到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能效房屋标准

的改造方案或一份改造时间表，其中应明确说明建

筑（指的是保温外围护和设备技术）如何通过彼此

协调的措施完成全面的节能改造。

根据建筑情况制定节能改造计划

根据建筑情况制定节能改造计划（iSFP）从2017年

开始成为建筑节能改造的一大工具。借助软件支持

的工具，建筑能源顾问可以为即将接受改造的建筑

创建易于理解的概览。除了节能潜力和可再生能源

使用的可行方案之外，这一概览还包括对投资需求

的估算，并可计算采暖成本的降低幅度及二氧化碳

的减排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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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地区资助

联邦州的资助计划比联邦层面更为具体。人们往往

可以将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不同资助计划与其他全

国范围内适用的补贴项目结合起来使用。这些资助

项目常常包括最低的能效要求，其中一部分用于资

助特定的节能减排措施。因此，地区资助项目是对

联邦资助计划很好的补充。

特别资助计划的供资方往往是联邦州银行或联邦州

的相应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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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登–符腾堡州 巴登-符腾堡州银行（L-Bank）  ►促进高能效热网的建设（变流量VwV
节能热网）

巴伐利亚州  巴伐利亚州兴业促进银行（LfA Förderbank） ► 10000栋房屋计划► 巴
伐利亚能源奖励金（EnergieBonusBayern）

柏林 柏林投资银行（IBB）►柏林投资银行的建筑节能改造项目（进一步的

利息优惠）

柏林/勃兰登堡州 勃兰登堡投资银行（ILB）►为能源储存设备项目提供支持（1000个储能
设备计划）

不来梅 不来梅建设银行（BAB）► 不来梅建设银行的能效信贷

汉堡 汉堡投资开发银行（IFB）资助计划►汉堡能源护照的资助准则

黑森州 黑森州经济和基础设施银行（WI Bank）►《黑森能源法》框架内的能源

项目资助政策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兴业促进银行（LFI） ► 地方气候保护资助准则

下萨克森州 下萨克森州银行（Nbank） ►联邦州二氧化碳减排计划——既有租赁公

寓建筑的节能现代化改造

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安斯堡区政府► progres.nrw —— 市场引入项目

莱茵兰-普法尔茨州 联邦州环境、能源、食品和林业部►城区的热力转型——针对城区综合

方案和改造管理的拨款

萨尔州 联邦州经济、劳工、能源和交通部►地方的未来能源计划

萨克森州 建设银行（AufbauBank） ►气候保护资助准则（RL Klima/2014） 

萨克森–安哈特州 萨克森–安哈特州投资银行►支持适合住宅建筑年龄的节能现代化改造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投资银行 ►学校基础设施的节能改造

图林根州 图林根州建设银行 ►租赁公寓的现代化改造和维修

图9：德国的区域供资机构和资助计划 

资料来源：Förderdatenbank.de



前文多次提及，不动产投资商和融资方通过设计和

使用相应的金融产品，对气候友好型的节能建筑的

市场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在债券方面也涌

现出了不少积极正面的实践案例。下面的章节将简

要介绍柏林抵押贷款银行（Berlin	 Hyp）和德国复

兴信贷银行的产品，并甄选了小部分“绿色”金融

产品进行介绍。

近几年来，“绿色”金融产品的发展态势喜人。“

绿色”金融产品的市场，即考虑到气候保护和生态

标准以及气候和环境风险的金融产品，其市场正在

不断增长。德国针对建筑的“绿色”金融产品包括

上文已经介绍的各类促进贷款和建筑节能减排改造

计划所提供的补贴。此外，私营银行也提供“绿

色”贷款，即所谓的“Green	 Loans”	 ，申请此

类贷款的项目必须符合特定的生态标准。“激励贷

13	 https://www.kfw.de/PDF/Download-Center/Konzernthemen/Research/PDF-Dokumente-Fokus-Volkswirtschaft/Fokus-2019/
Fokus-Nr.-245-Maerz-2019-Green-Bonds.pdf	

14	 	巴登–符腾堡州银行：《战略研究》，2019年2月20日

款”（Positive	 Incentive	 Loan）在此基础上更进

一步，根据建筑运营期间的能源和气候保护表现（

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确定贷款利率。由于德国

在新建节能建筑和节能改造领域拥有一系列具有很

大吸引力的支持性公共贷款和补贴计划，“绿色贷

款”在德国建筑领域并非常用的融资手段。气候友

好型融资工具当前最普遍、同时也最知名的形式是

相对较新的“绿色债券”（Green	 Bond）。2007

年，欧洲投资银行（EIB）发行了第一期的绿色债

券。13

自此，绿色债券在全世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

力。14

4. 德国针对建筑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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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债券

债券是固定利率的有价证券，须持有至到期日或可以提前转售（与不可交易的单纯贷款不同）。债券

买方向债券发行人（公司或政府）提供资本并收取协商后的利息。在规定有效期结束时，发行人必须

偿还借款（贷款）。债券的发行不需要发行方为上市公司或进入证券交易所。因此，公司或国家政府

发行债券是为了获得资本，而不必（就公司而言）交出公司的股本并改变其公司形式。绿色债券和常

规债券之间的区别存在于收益的指定用途。债券发行人利用绿色债券的收益，为环境和气候保护项目

筹集资金，或为节能和气候友好型项目的贷款再融资，涉及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和水资源保护等领

域。绿色债券通常由政府或中央银行及开发银行发行，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发行绿色债券。

没有对绿色债券的统一定义，但目前存在不同的标准：

2014年，一个投资银行财团制定了基于自愿基础之上的最佳实践准则，即所谓的“绿色债券原则”

（GBP）。绿色债券原则强调了债券发行方披露和向利益方报告的信息的必要透明度、准确性和完整

性，但没有详细说明“绿色”一词的内涵。究竟何为“绿色”，这一点由发行方负责定义。

而众所周知、广泛普及的“气候债券倡议”则提供了由科学家和专家开发制定的针对具体部门的“绿

色”定义。按照该定义，一共有八个类别，每个类别均有自己的分类法。认证工作依据各部门的具体

标准。

https://www.climatebonds.net/market/best-practice-guidelines 

未来的“欧盟绿色债券标准”规定融资所用的“绿色”投资项目必须符合欧盟的分类标准。此外，该

标准针对发行方发布绿色债券框架、分配、影响力报告和核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从而在投资项目和

实体经济、投资计划对遏制气候变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气候变化适应和欧盟的其他环境目标之间形

成了直接明确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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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国家

债券发行量的地区情况：欧洲推动2019年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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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绿色债券的发行情况，2019年，按地区 (资料来源：2019年绿色债券的全球市场情况)



2019年，绿色债券延续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德国绿

色债券的发行额在2019年增长了144%	 ，达到187

亿美元。德国绿色债券的增长主要依靠大型的发行

商，最大的两家发行机构是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和巴

15	 气候债券：2019年的市场情况：https://www.climatebonds.net/system/tdf/reports/cbi_sotm_2019_vol1_04d.pdf?file=1&type=
node&id=47577&force=0 

登–符腾堡州银行。152018年的数据显示，与建筑

相关的绿色债券在绿色债券总额中占到37%，位列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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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建筑和交通运输在2019年债券收益用途中的占比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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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9年绿色债券的全球市场情况（所得款项用途（UoP））

图11：各个部门的绿色债券增长情况

图12：2018年德国绿色债券的资金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气候债券倡议)

注意：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按照门类对气候适应和韧性融资项目做了尽可能的归类，未归类的气
候适应和韧性项目无法归到任何一个门类之下。

累计使用金额——336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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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最佳实践：柏林抵押贷款银行
的“绿色抵押债券”

绿色债券领域的一位先锋是柏林抵押贷款银行

（Berlin	 Hyp）。柏林抵押贷款银行从2015年开始

发行“绿色抵押债券”，是该领域的先行者。债券

发行所获的收益被银行用作为气候友好型非住宅节

能建筑的贷款再融资，这些建筑可享受利息优惠政

策。这家抵押债券银行自第一次债券发行起，逐步

制定和收紧针对商业不动产的资格标准，并引入了

影响报告机制。这些标准主要针对建筑的能效，建

筑能源证书是重要的能效证明手段。此外，其他可

持续性标准也逐步被纳入了考查范畴。2019年发行

的第四期绿色债券已获多项奖项，其中包括气候债

券倡议颁发的奖项。“绿色抵押债券”产品组合目

前包括了180栋建筑，近55亿欧元。柏林抵押贷款

银行由此实现了预定的目标之一，即投资者群体的

多样化和队伍扩充。“绿色抵押债券”的名称权于

2019年转让给德国抵押债券银行协会（vdp）。柏

林抵押贷款银行继续致力于制定国家“绿色抵押债

券”的最低标准。

16  https://www.kfw.de/KfW-Konzern/Investor-Relations/KfW-Green-Bonds/KfW-Green-Bonds-Funktionsweise/ 
17  https://www.kfw.de/KfW-Konzern/Investor-Relations/KfW-Green-Bonds/KfW-Green-Bonds-Funktionsweise/ 
18	 	https://ec.europa.eu/energy/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de_2020_ltrs_official_en_translation.pdf

4.2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的绿色债券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为旗下的债券产品建立了“绿色

债券——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制造”的品牌（Green	

Bonds	 –	 Made	 by	 KfW），其框架遵循绿色债券

原则。对于投资者而言，债券发行收益的使用、项

目评估和甄选过程、债券发行的收益管理、报告制

度和外部评价这些方面的透明度可由此得到充分的

保证。此外，德国复兴信贷银行定期发布“影响报

告”	 ，公布能效、气候保护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还会征询第二方意见16，即邀请

至少一家外部公司进行定期的质量保障。德国复兴

信贷银行于2019年首次发行绿色债券，在针对新建

建筑的建筑节能减排计划（	“高能效建造”	）框架

内为发放的贷款再融资。17获得再融资的贷款发放

给比2016年版节能条例所定义的能效至少高25%的

建筑。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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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50年完成向气候中立的建筑存量过渡，该举措

不仅在能源和气候政策方面，也在经济上具有重要

的意义。能源效率和气候友好对于未来投资和融资

决定将起到愈发重要的影响。同上述各章节所述，

欧洲已经制订了多项战略、多个方案和多部法律，

旨在提高建筑的能源效率和气候友好性。为此，我

们需要强有力的财政支持，除了资助资金、法律要

求和信息等现有的工具及手段之外，也需要动用金

融领域的额外措施。

欧盟委员会通过“欧盟行动计划：为可持续增长融

资”，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尤其是分类法的开

发，首次定义了气候友好型的经济活动。分类法和

绿色债券的欧盟标准对于发展气候友好型投资具有

重要的意义，也有利于这类投资的可比性、透明度

和质量保障。行动计划的有效性预计要到今后几年

才能获得全面的评估，届时金融和保险公司须适

用新的透明度要求、最新的非财务报告指令和分类

法。未来几年，不动产部门的发展将显示，分类法

的当前定义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气候友好型节能企

业的市场发展，二氧化碳排放和“灰色能源”方面

已经公布的进一步发展计划到底该何去何从，如何

设计。按照当前的能源数值，包括德国在内的所有

欧盟国家尚未明确地界定“近零能耗建筑”的最终

标准。欧盟成员国在能源证书和最终能源需求的计

算方面也呈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也增加了投资者做

比较的难度。未来几年，我们将会看到这些措施是

否能够成为实现建筑部门目标的催化剂，投资和融

资行为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现有的融资产品和倡议

举措能否从中受益。

5. 总结和展望

图13：绿色金融作为实现能源和气候保护目标的新杠杆

建筑领域目前的工具和新杠杆

目前的工具

资助 要求 提供信息

绿色金融
· 例如在建筑贷款中纳入能效的考虑因素
· 绿色租赁（“绿色”租赁合同）
· 改变能效风险评价
· 绿色债券/绿色抵押债券
· 一站式商店

新气象：额外的杠杆

潜力：

提升节能改造率+提高节能比例+改善二氧化碳减排效果 = 有可能实现能源和气候目标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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