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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 

推动金融稳定，增强经济实力，让客户创造可持续

增长 

我们的愿景我们的愿景 

我们是领先的全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数据提供

商。我们致力于打造行业的未来，更好地服务于客

户和市场。 

我们的业务所在地我们的业务所在地 

LSEG 总部位于英国，业务遍及欧洲、中东、非洲、北

美、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的 70 个国家/地区。我们在

全球拥有 23,000 名员工，其中一半以上常驻于亚太

地区。 

集团简介

关于我们关于我们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是领先
的全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数据提
供商。我们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发挥
着重要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凭借值
得信赖的专业知识和全球规模，我
们将支持客户及其社区实现可持续
增长并保持稳健。 

我们是数据与分析、资本形成和交
易执行以及清算和风险管理领域的
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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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在 LSEG，我们相信，要解决全球社会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资本市场是关键

推动力。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发挥着积极主导作用，“推动数万亿美元资金”

流向可持续投资。我们设定了科学碳目标——到 2040 年实现净零排放，并发

布了我们为实现该目标而制定的气候转型计划，同时肩负起我们处于全球金融

市场核心的责任，为该行业提供所需的工具、数据和融资途径，以实现重要的

可持续性目标。 

在推进实现上述目标，以及金融行业根据可持续性目标进行资本调度的广泛

实践中，政府和监管机构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重要的是，全球政策制定者

应在迄今采取的行动基础上进一步将可持续性发展纳入金融体系和全球经

济，从而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力量。这样，政策制定者就可以帮助推动全球绿

色经济的增长和创新，同时支持包括传统碳密集型行业在内的更广泛的经济

转型。 

有鉴于此，强制性的可持续信息披露规则可以起到关键作用，这些规则有助于

降低交易成本，并释放金融行业所需的推动全球转型的信息。国际可持续发展

准则理事会 (ISSB) 正在逐步制定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基准性标准，这为政策

制定者们提供了独特机遇，去提高可持续性相关信息的可用性和一致性。 

https://www.lseg.com/sites/default/files/content/documents/Climate_Transition_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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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在此背景下，LSEG 提出三项建议供政策制定者参考。提出三项建议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在一些更广泛的领域，政策可以促进金融行业的可持续性行动，例如碳定价。在本文中，我们将重点关注信息披露规则，将其作为需要解决的关键领域，但我们将继

续就实现净零排放和可持续的全球经济所需的框架提供进一步建议。 

1 2 3 
到 2025 年，推出覆盖全体经济活动的
本国披露框架，并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
或采用全球标准。 

这些框架应至少包括符合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

工作组 (TCFD) 2021 年建议和 ISSB 气候报告标准

的气候报告。相关规则应适用于整个经济体中的上

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加强企业可持续性资质信息

的全球一致性。并有助于更有效的资本配置实现 

2030 年可持续性目标，从而为长期目标设定正确

的轨迹。 

要求企业披露通过绿色解决方案类相
关产品和服务获得的收入。 

如果各国正在制定分类目录以对可持续性活动进

行分类，则在 2025 年前此类目录应与披露规则相

一致，且其目的应在于提供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可互

通的高层次原则和要求。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阐明企业如何通过提供解

决方案来为可持续性目标做出贡献，这将促进对

全球绿色经济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投资，并激励开

发创新解决方案，以加速全球转型。 

强制要求全体经济活动披露转型计划，并
促进自愿碳市场的发展，为转型提供支持。 

这一努力应该得到关于过渡计划最佳做法的明确指南的

支持，该指南是与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 (GFANZ) 

合作制定的。政策制定者应通过使用全球标准来鼓励自

愿碳市场的发展和诚信，并将此作为一种机制，来支持

脱碳和动员资金流向新兴市场以进行公正转型。 

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除了阐明公司目前的碳足迹，还

应明确公司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为减少排放而采取的

措施。这将为整体经济转型提供支持，以应对不同行业

面临的具体挑战，并减轻因快速撤资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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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经济向可持续转型，需要

各国政府、监管机构、国际组织和私营部门企业采

取迅速、协调的行动迅速、协调的行动。 

时间在不断流逝，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 1.5 摄氏度

以内的任务迫在眉睫。 

正因如此，全行业和社会需要携手合作，在制定和实

现可持续性目标方面取得更加长足而快速的长足而快速的进展。 

资本的调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
缔约国会议 (COP26) 讨论的重点议题，足以见得金

融行业在这一全球努力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至关重要

的是继续制造动能，使公共和私营部门在实现净零目

标方面协同一致，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并推动

资本流入新兴市场以支持公正转型。 

GFANZ 目前已覆盖 45 个国家/地区的 450 多个组

织，管理 130 万亿美元的资产，这证明了金融行业为

践行承诺所付出的努力。LSEG 很荣幸能成为这个全

行业联盟的一员，与其下属联盟——“净零金融服务

提供商联盟”中的众多同行们合作，促进我们的产品

和服务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 

然而，仅仅依靠私营部门的努力是不够的。虽然这项

工作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我们仍需采取进一步的

政策行动，将可持续性纳入金融系统的基础架构。 

概述：政策在促进金融行业可持续性行动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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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制定可持续性相关披露的
全球基准 
主要建议：到 2025 年，推出覆盖全体经济活动的本国披露框架，
并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或采用全球标准。 

为了评估投资的长期价值，有效地管理风险，并以要求的速度配置资本，

金融机构需要获得与可持续性相关绩效和风险相一致和可行的信息。

但关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可持续性相关信息仍然十分匮乏，难以进行比较。 

如图 1 所示，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旗下企业富时罗素的研究显示，在

富时环球指数 (FTSE All World Index) 的 4,000 只大中型成分股中，只有略

多一半 (58%) 的企业披露了范围 1 和范围 2 的碳排放量。而报告气候数据

的小型和非上市公司的比例更是低得多。这导致了投资者和金融行业根据可

持续性目标配置资本的方法论往往依赖于不同的方法论选择和假设，可能

会造成混淆，并妨碍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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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图 1：在富时环球指数中披露范围 1 和范围 2 碳排放量的公司百分比（按规模） 

资料来源：富时罗素 

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数据提供商提供一系列工具来协助金融行业制定可持

续性相关决策。但由于缺乏企业披露而导致的底层数据缺口，缺乏企业披露而导致的底层数据缺口，意味着数据提供商

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来弥补信息缺失。这些信息缺口是造成气候和 ESG 评估/评分

之间缺乏相关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不解决根本原因，这一挑战将持续存在。如果不解决根本原因，这一挑战将持续存在。

总体 大型股 中型股 

https://www.ftserussell.com/research/mind-the-gaps-clarifying-corporate-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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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 (ISSB) 的成立是全球

经济走向净零和可持续未来的一个分水岭时刻。 

ISSB 的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基准性标准基于气候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 所制定框架和其

他国际框架，或将带来全球一致性，从而提供具

有可比性和可操作性的信息以支持可持续性相关

决策的制定。 

在为欧盟制定报告标准的过程中，ISSB 与欧洲财

务报告咨询小组 (EFRAG) 保持密切沟通，这避免

了出现不同的报告标准并导致国际分化。我们也

欢迎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和 ISSB 开展合作，

确保这些标准达成紧密一致。 

如今，许多公司使用 GRI 框架作为其可持续性报

告的基础，因此 ISSB 和 GRI 以这种方式进行合作

非常重要。 

政策制定者拥有一个可以加快金融行业可持续性行

动进展的独特契机——在 2025 年之前对采用或

符合 ISSB 标准（如已制定）的公司推行强制性披露

规则。 

ISSB 的首批标准预计将于 2022 年第三季度准备

就绪，因此 2025 年是各国政府推行规则的适当

截止期限。这一期限使各司法管辖区有时间通过

立法，同时确保金融机构在这一里程碑之前就能

获得按照 2030 年目标配置资本所需的信息。 

许多司法管辖区，包括英国、新西兰、日本以及

最近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通过将 TCFD 

建议纳入本国框架，均已在推进基于全球标准的

强制性披露规则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诸多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也在 COP26 上对 ISSB 

的成立表示祝贺。 

至关重要的是，各国应通过承诺支持制定和采用 
ISSB 标准来继续创造动能。七国集团 (G7)、二十国

集团 (G20) 和/或经合组织 (OECD) 就政治意图发表

联合声明，可以有效地指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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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分为三个“范围”： 

范围 1 
业务运营产生的排放 

范围 2 
外购能源产生的排放 

范围 3 
与供应链相关的排放 

9 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调动资本 

企业最终应披露涵盖所有温室气体排放范围的信息。范围 3 排放的披

露目前非常具有挑战性，并且依赖于各种不同的测算。 

全球标准制定者和政策制定者在提高准确性和一致性准确性和一致性方面发挥着重要

作用，他们可以提供更具规范性的指导，以更面向特定行业的方式分

解范围 3 排放的不同元素。 

例如，分解不同行业上游和下游供应链的元素，并要求披露与每个元

素相关的范围 3 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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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气候是可持续发展报告中最为成熟的领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披露内容

应扩展到可持续性目标的各个方面——从生物多样性丧失到多元性和包容性等

社会因素。国际层面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努力在其中许多领域建立全球框

架，例如，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NFD) 制定了于 2023 年底发布自然相

关披露框架的目标。这将为制定国际标准和国内信息披露规则提供信息。 

此外，至关重要的是，披露规则应适用于全体经济活动，以产生其预期效果。所有

公司，无论规模大小、是上市公司还是非上市公司，最终都需要为实现全球可持

续性目标贡献力量。公开市场和私募市场之间出现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可能会导致

监管套利，这将不利于可持续性目标的实现，并将破坏实现净零目标要求的整体

经济方法。 

因此，在披露要求方面，规模相似的公司应得到同等对待规模相似的公司应得到同等对待。例如，随着政府逐步要

求披露范围范围 1、、2 和和 3 的排放的排放，上市公司和大型非上市公司都应同时披露其温室

气体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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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释放全球绿色经济增长
潜力 
主要建议：要求企业披露通过绿色解决方案类相关产品和服

务获得的收入。 

企业和投资者都清楚地认识到，支持全球经济向可持续转型的产品

和服务具有增长潜力。2021 年，获得伦敦证券交易所颁发的绿色经

济标志的公司（50%-100% 的收入来自为全球绿色经济做出贡献的

产品和服务）共融资 88.6 亿英镑。这使得绿色经济标志成为伦敦证

券交易所股票市场的第四大板块。 

11 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调动资本 

政策制定者可以要求企业在披露中列出来自绿色产品和服务的收入，促进全球

绿色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一举措将为投资者提供所需的信息，将资金转移到对

可持续性目标做出重大贡献的公司。 

绿色分类体系（或“分类目录”）可以帮助指导关于“绿色”或“可持续”的定义。

在制定绿色分类目录时，务必避免过于僵化或规定性的定义，并为绿色经济随时

间产生的进步和创新留出空间。例如，分类目录可以利用现有的行业标准和通用

指标来设置区分绿色级别的阈值，而不只是利用特定的当地法律。因此，正在开

发分类目录的国家/地区应重点关注为分类目录设定清晰且协调的高层次原则和

要求，从而为投资者和可持续性专家留出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以评估业务活动如

何与可持续性目标保持一致。 

由于分类目录最终是指导信息披露的补充框架，因此计划采用分类目录的国家/

地区应致力于在 2025 年前引入强制性信息披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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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斯里兰卡 

 马来西亚 

新加坡 

中国 

印度尼西亚 

俄罗斯 

日本 

蒙古国 

韩国 
孟加拉国 

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 

泰国 越南 

新西兰 

菲律宾 

东盟 

避免复杂性和规定性，并与其他司法管辖区协作，也

将有助于促进互通。如图 2 所示，许多司法管辖区在

分类目录和相关法规或指引方面取得了可喜进展——

事实上，自 2021 年编制本研究以来，全球已取得重大

进展。LSEG 是未来可持续数据联盟 (FoSDA) 的创始

成员，图 2 便由该联盟绘制。 

然而，图 2 中的发现结果也伴随着分化风险。为了最大

限度地发挥绿色经济中跨境资金流动的潜力，并有效

防止“洗绿”行为，互通（例如共同活动、原则和指标）

起着关键性作用。 

法规或指引已制定 

法规或指引已制定草案，尚未定稿 

法规或指引正在制定 

正在讨论可行的分类法 

资料来源：未来可持续数据联盟 (FoSDA) 

最近更新：2021 年 9 月 

图 2：国家/地区分类目录发展阶段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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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其他途径也可以增强分类目录的互通性，包括借鉴欧盟和中国等司法管辖区

的经验和目标，这些司法管辖区正在进一步推进这一进程。 

此外，这将有助于加快实现 2025 年目标的步伐。 

在相关情况下，各个国/地区还可以选择通过双边或多边对话，促进与志同道合的

国家/地区在绿色分类问题上更紧密地接轨，并采用相互认可框架及单边等效裁

决，加强绿色经济中的跨境资金流动。 

东盟成员国已经通过其联合的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而英国

和欧盟在其分类目录框架和环境目标上保持了一致，因此可以从探索进一步合作

中受益。

国际倡议和论坛亦可加以利用。例如，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 (IPSF) 正在开展共同

分类目录开发方面的重要工作，该平台首先进行了一项对比，以确定欧盟和中国分

类目录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 

最终，IPSF 可以通过在支持互通的共同框架下建立一种基于原则的方法，以此来

指导分类目录的开发，从而进一步增强国际一致性。该平台还可以引入私营部门

的专业知识，对这项工作给予支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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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为公正转型制定可靠计划 
主要建议：强制要求全体经济活动披露转型计划，并促进自愿碳市
场的发展，为转型提供支持。 

虽然我们需要快速将资金转移到绿色经济，但为传统碳密集型企业和行

业提供转型支持也同样重要。这将是成功减少全球碳排放的核心。 

向净零、可持续的全球经济转型是一项非常复杂的任务，每个国家/地区、

行业和公司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我们所依赖的一些行业，如能源和航空

业，完成转型所需要的时间将比其他行业更多。让这些行业有机会展示其

正为实现可持续性目标采取的有意义行动，而不要因目前活动给予其过度

惩罚，这一点非常重要。 

14 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调动资本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采取措施，在全球经济范围内强制要求制定转型计划并公

布计划，促进对企业和金融机构正在实施的战略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提升他们

的可持续性资质。 

私营部门已经在制定转型计划的最佳实践方面取得重大进展。GFANZ 正在制定

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的转型计划，以及行业脱碳路径，确保将不同行业面临的独

特挑战纳入考虑。 

许多司法管辖区已经采用或正在采用 TCFD 最新指引，其中包括对组织披露转

型计划的建议。欧盟也正逐步采纳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 (CSRD)，该指令将

要求公司披露有关转型计划的信息。 

政策制定者应以这些披露措施为基础，并在下一个步骤中，与 GFANZ 合作制定

详细的国内转型计划指引。英国的转型计划工作组倡议在这方面树立了一个良

好的榜样，其他司法管辖区应遵循同样的方法，或采用英国制定的指引作为全球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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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多方参与方式来制定转型计划指引——如英国所做的那样，利用政府、监

管机构、学术界和私营部门的专业知识，这将有助于制定适合目标的转型计划指

引。重要的是，这意味着既以原则为基础，又在必要时提供规范性指引。 

例如，在不了解公司的气候雄心目标和方法论时，转型计划指引应努力通过规范

性披露准则来提高减排目标的数据标准化。 

根据 LSEG 在“转型路径倡议”(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 和“气候行动 100+ 

净零基准”(Climate Action 100+ Net Zero Company Benchmark) 等项目中的经

验，由于缺乏基础数据，构建一个一致和准确的企业气候目标数据集是一项重大

挑战。因此，政策制定者应促进目标模板的使用，正如 TCFD 的最新指标和目标

指引中所引用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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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还可以进一步推动转型工具的可获得性。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自

愿碳市场。金融市场的这一新兴领域使私人投资者、政府和企业能够通过购

买碳信用，自愿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项目提供资金。最佳实践是制定一个

经过认证的、基于科学碳目标的减排目标，然后用高质量的碳信用“抵消”不可

避免的排放。 

重要的是，许多产生碳信用的减排项目位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因

此，自愿碳市场的发展将促进资本从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

体，为转型提供支持——这是《巴黎协定》所确立的全球可持续性目标中的

一个关键要素。 

随着自愿碳市场的发展，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在保护市场诚信和防止国际分化

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强制碳市场其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全球性的限额与

交易体系一样，自愿碳市场的全球一致性将有助于加速全球脱碳进程。 

行业参与者正开展大量工作，促进自愿碳市场的发展，并确保它们在全球范

围内可靠有效地运作。 

值得注意的是，自愿碳市场诚信委员会 (ICVCM) 正在制定核心碳原则，该原

则将作为高质量碳信用的全球基准。政策制定者可以认可 ICVCM 标准，并在

全球范围内推广使用，以此来增进这项工作所带来的好处。 

对自愿碳市场可以在哪里运作、哪些情况下可以适用现有监管框架或利用现

有监管框架结构等进行分析也很有价值。 

包括英国在内的某些司法管辖区正在开展此项工作，我们鼓励尚未启动此项

工作的政府进行更广泛的考虑。在他们与公开市场互动的地方，例如，在现

有的市场监管要求中（包括透明度、治理和市场滥用等），提供一个强有力

的框架来帮助保证诚信。 

一旦完成这项分析，并确定任何潜在的差距，政策制定者就可以采取进一步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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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全球标准保持一致 

– 加强对以下信息的获取： 

– 来自推动全球绿色经济增长和创新的产品

和服务的收入 

– 企业正在实施的逐步减少排放的转型计划 

通过关注这三个支柱，政策制定者可以实现不同司

法管辖区之间的一致性，并帮助引导资金流向那些

目前在应对可持续性挑战方面发挥最大影响的公

司，以及那些已制定可靠计划以增强其未来影响力

的公司。促进绿色产业的增长和创新，同时为整个

经济制定转型计划提供支持，是实现快速、协调和

公正的转型的有效方法。 

引导前进的方向

在制定将可持续性纳入金融行业和全
球经济的框架方面，世界各地的政策
制定者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现在是
时候在这一势头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进一步及更迅速地制定规则和指引，
促进资本流动，实现向净零和可持续
未来的转型。 

金融行业致力于发挥自己的作用，但它需要一致和

可靠的数据来为决策提供信息，并最大限度地发挥

资本市场的力量。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整个经

济领域的强制性披露规则。最重要的是，这些规则

应该： 

为加快这一议程的进展，未来还需实现若干重要里

程碑。继 COP26 和《巴黎协定》敲定之后，COP27 

将为进一步提高可持续性目标、争取在可持续金融

和投资的政策框架上达成全球统一提供机会。在本

次峰会前后，我们将鼓励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就落

实我们提出的建议进行合作，利用七国集团、二十

国集团和 GFANZ 等全球平台提升参与度。 

只有在气候雄心目标和可靠计划的推动下，通过

协调的行动，才能实现全球经济向可持续的转

型。LSEG 致力于与政策制定者和行业合作，将可持

续发展纳入整个金融体系，并利用资本市场的力量

促进可持续增长。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SFI.Policy@lseg.com 

mailto:SFI.Policy%40lseg.com?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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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披露和报告进展 

公开透明地披露数据和进展，不仅能促使我们对自己的承诺负责，而且

也增强了市场透明度。 

我们承诺按照可持续披露的最佳实践进行监测和报告，并将继续通过一

系列定期报告公布我们的净零进展： 

– LSEG 年度报告和报表 

– 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 气候转型计划 

– CDP 气候变化披露 

– TCFD 报告 

补充信息补充信息 

有关 LSEG 可持续性方法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lseg.com 

https://www.lseg.com/
https://www.lseg.com/


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LSEG) 不仅仅是一家多元化
的全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数据提供商。 

我们是客户的忠实合作伙伴，践行开放模式和追求卓越的承诺。凭借丰富的经验、深厚的知识和遍布全球金
融市场的业务，我们帮助世界各地的企业和经济体创新融资方式、管理风险和创造就业机会。300 多年来，
我们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为支持金融稳定以及全球社区和经济体的增长作出贡献。 

更多信息请访问 lse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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