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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筹备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进程中，

中国一直强调在环境发展与经济效益上的

可持续。过往100多年的奥运史，“赛事、环

境与经济”三重效益几乎是“不可能的三

角”，但北京冬奥会力求实现一届“绿色、包

容、开放和清洁”的精彩盛会。从北京冬奥

会开幕那一刻，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内的全球有识之士们都惊叹，任何时候

都可以相信中国人。

早在2019年5月，生态环境部就发布

了《大型活动碳中和实施指南（试行）》，深

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规范了大型活动开

展温室气体排放预估与核算、通过购买碳

配额与碳信用抵消排放并实现碳中和的流

程。在“双碳”目标下，中国绿色冬奥的顺

利举办，是绿色金融支持低碳可持续发展

的大型实践，开创了绿色投融资项目支持

大型国际活动的经验先河，将成为未来国

际气候可持续投融资领域的经典模范。

绿色信贷贯穿筹备全程

绿色信贷贯穿了冬奥会绿色项目的筹

备，从减少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角度支持

了场地建设和运营服务。早在冬奥倒计时

1000天时，农业银行第一时间成立了“冬奥

会金融服务领导小组”，张家口分行为冬奥

等重点建设项目提供绿色金融支持，成功

获批19个冬奥会项目，授信总额达到96.44

亿元。

绿色信贷的冬奥实践拓宽了绿色金融

的创新渠道，探索和开创了绿色金融支持

体育运动发展的经验先河。截至2022年1

月，中国银行已为北京、河北、黑龙江等10

多个地区的冰雪项目提供授信支持，核定

授信总量613亿元，广泛支持冰雪场馆和基

础设施建设，带动大众参与冰雪并推动冰

雪产业发展。建设银行为支持冬奥会设立

了“建信铁发绿色发展股权投资基金”，用

于冬奥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该行还联合建

信信托中标“京津保PPP基金和大气治理

蓝天基金”。北京银行首次尝试在冬奥前

期，和延庆赛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

项目银行贷款模式，发放2亿元贷款。各大

金融机构充分落实“绿色金融助推零碳奥

运”工作要求，为北京冬奥会构建绿色屏障

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

碳金融机制助力实现碳中和

北京冬奥会充分利用了碳金融机制，

积极拓展碳补偿渠道。北京和张家口两地

政府分别完成71万亩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

化工程和50万亩京冀生态水源保护林建设

工程，并委托专业机构完成了相应碳汇量

的监测与核证工作，核证碳汇量分别为53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和57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两地政府分别将上述碳汇量全部无偿

捐赠给北京冬奥组委。中国石油、国家电

网、三峡集团等三家北京冬奥会官方合作

伙伴积极支持北京冬奥会碳中和工作，以

赞助核证碳减排量的形式，分别向北京冬

奥组委赞助2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碳汇

量。

助推冰雪产业

绿色金融推动冰雪资源带活各地经

济。金融机构基于冰雪事业新业态、新场

景发展，积极开拓金融创新产品服务。借

冬奥会推动“冰雪+”产业经济持续蓬勃发

展，依托北京“双创”，突出绿色信贷，发挥

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等优势，深入挖掘绿色

科技金融服务潜力，对冰雪产业优质企业

和场馆设施赛后改造利用等领域进行专项

金融支持与服务。预计冰雪产业总规模将

从2020年的6000亿元飞跃到2025年的1

万亿元。

绿色清洁能源应用

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100%使用清洁

能源供电，开创奥运史上的首次。此次通

过绿色金融支持而打造的清洁能源供电最

重要工程“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

试验示范工程（张北柔直工程）”，每年可向

北京输送约140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占北京

全市大约1/10的用电量，其中包括直接满

足北京、延庆两个冬奥赛区场馆用电需

求。不仅开创了奥运首次绿电史，还创下

12项世界第一，有效解决了张北地区此前

绿色电力“并不上”“送不出”“难消纳”三大

难题，每年节约标准煤490万吨，减排二氧

化碳1280万吨。这背后折射了中国向全

球展示其可再生能源雄心的一个缩影。

绿色城市新型地标崛起

通过绿色信贷、绿色债券支持打造的一

系列场馆，将为京津冀周边发展留下非常好

的绿色文化遗产，带动区域经济产业绿色转

型。北京冬奥会首次将“奥运竞技+绿色科

技升级+区域化优势+产业文化+脱贫攻坚”

巧妙地融为一体。张家口市的比赛场馆，赛

后将成为冬季娱乐中心和避暑胜地，大力推

动冰雪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区域基

础设施升级和群众致富；首钢园区也以冬奥

会为契机转型升级，由先前的污染大户转型

为一个多业态融合发展的新时代首都城市

复兴地标。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的游泳场

馆“水立方”改造成了冬奥场馆“冰立方”。

这些创举都为人类可持续发展未来贡献了

奥运与城市低碳融合发展的经典案例。

综上所述，各种绿色金融力量的支持

推动树立了“绿色奥运”的新标杆，为全球

如何利摆脱对煤炭的过度依赖、如何低成

本举办赛事、如何确保绿色能源供应均提

供了有效经验。

绿色金融支持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的

同时，自身也获得了长足发展。作为“双奥

之城”，北京成为首次实现碳中和奥运会的

城市。此外，北京冬奥会也推动了全球绿

色金融事业的发展。

冰雪经济

首先，“双奥之城”对于中国的绿色金

融发展有非凡意义。生态产品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会以保护

生态为基础。通常来说，绿水青山往往存

在于我国的春夏时节，北方大多数城市，冰

天雪地才是冬季常见景色，所以如何在冬

季挖掘生态产品价值就成了经济发展中需

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对北京而言，如果说

夏季奥运会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的重要机遇，那么冬季奥运会是将冰天雪

地转化为金山银山的一次考验。

自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以来，全国范

围内参与过冰雪运动的人数已突破3亿人，

以冰雪运动所带动的冰雪旅游也将创造出

更大的经济效益。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测

算，到2025年，我国冰雪旅游人次将超过5

亿，收入也将超过1.1万亿元。

很显然，北京冬奥会是提升冰雪经济

的重要手段，冰雪旅游将成为我国短期经

济发展的新增量。届时，绿色金融将为支

持冰雪经济发展发挥其重要的支撑作用。

从北京冬奥会的实施情况来看，绿色信贷

在支持增建民宿餐饮商户、改善冰雪旅游

基础设施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

绩。所以，未来各地也将汲取北京冬奥会

的宝贵经验，持续发挥绿色金融在冰雪经

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碳中和的意义

对于全球绿色金融发展进程来说，碳

中和冬奥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世界银

行研究表明，中国在实现碳中和目标后全

球温升将减少0.2-0.3℃，再加上中国的碳

排放占世界的27%左右，所以中国的减排

举措显得尤为重要，而北京冬奥会则是中

国向全世界呈现减排决心的一场盛会。

北京冬奥会各大场馆均已实现绿色用

电，其中光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北

京周边，京张奥运迎宾廊道光伏发电项目、张

家口崇礼扶贫光伏电站都为本届冬奥会的用

电提供了绿色保障。众所周知，金融的核心

在于服务实体产业，而绿色金融的核心在于

支持低碳产业的发展，光伏能成为北京冬奥

会的主力供电模式与绿色金融有着密不可分

的关系。2007年到2017年间，在财政补贴、

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绿色金融业务的扶持

下，我国光伏发电度电成本下降了90%。自

此，我国光伏产业飞速发展，并在光伏制造、

光伏发电装机量与光伏发电量三方面上多年

位列全球第一。在世界范围内的绿色金融应

用中，这样的成绩是教科书级别。

进一步发展

除此以外，张家口崇礼扶贫光伏电站还

体现出了绿色金融带动精准扶贫的特殊作

用。张家口崇礼扶贫光伏电站在每年贡献

4443万千瓦时电力的同时扶贫1000户，扶

贫金约300万元，在帮助参与用户实现“煤

改电”的同时也为他们带去了切实的收益。

这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了绿色金融在支持可

持续发展外的附加值。

北京冬奥会成为了中国为国际社会讲

好减排故事与绿色金融故事的宣传窗口，

让各国看到了中国绿色金融的成功案例，

这些宝贵的经验将帮助各国优化绿色金融

体系，最终为国际社会实现2015年巴黎气

候协定的目标增强了信心。

随着2021年中国为实现“双碳”目标

而布局的顶层设计不断完善，2022年“双

碳”工作也将更丰富、更紧凑，国际间的绿

色金融交流与合作将更加深化。下一届冬

奥会将在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纳丹佩佐

举行，同样，欧洲也是我国绿色金融对外合

作的重要一站，此前中欧共同发起了《可持

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中欧双方在未来的

能源、制造、建筑、交通、固废和林业六大领

域达成相互认可，为双方的跨境气候投融

资合作提供了基础。

奥运会不仅是各国争取国家荣誉、开展文化

交流的盛大平台，更是东道主展现大国底蕴的重

要渠道。绿色冬奥的成功举办，是中国“双碳”目

标下绿色低碳发展观念和生态文明建设布局的一

次对外宣传，是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的一次

国际实践。

本次中国绿色冬奥不仅为全球各国提供了未

来奥运可持续发展的标杆，更在过程中不断创新和

积累绿色金融支持奥运场馆建设、项目筹备、基础

服务的国际经验，最终引领绿色奥运的发展方向。

当前，全球各国都在努力适应21世纪气候变

化带来的影响，一国承办奥运的过程是否符合绿

色、低碳、环保的标准，直接彰显了该国可持续发展

的大国实力。生态优先、低碳发展的根本理念在各

种国际性的合作与交流活动中是一项重要原则。

北京冬奥会为全球绿色奥运的发展进程迈出

了新步伐，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以中国作为

经验借鉴的模范和标准，积极践行绿色办奥，逐渐

形成良好的绿色低碳国际氛围，进一步深化全球

碳中和与净零排放理念，不断推进联合国视角下

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

提供经典案例

北京冬奥会为全球提供绿色投融资支持大型国

际活动实现碳中和的经典案例。随着全球化进程中

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日益频繁，以碳排放和资源利用

问题为主的大型国际活动所带来的环境影响，是一

项不容忽视的国际问题，也是活动主办方对外展现

绿色管理水平和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出口。从北京

冬奥会的场馆建设，到基础设施服务，再到能源供

应，各个环节要实现绿色低碳与净零排放均离不开

绿色金融的信贷支援和项目投资活动。绿色奥运在

未来将成为各国筹备和举办奥林匹克运动所需遵循

的核心理念，而中国通过绿色金融支持冬奥实现碳

中和更为各国提供了绿色奥运的路径经验，在国际

气候投融资领域开创了中国模式创新。

总结经验

北京冬奥会为全球提供绿色奥运带动绿色基

建与绿色城市建设提供经验引领。奥运会所需的

各项场馆、住所和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奥运村，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在奥运村中得到了

广泛体现。

在中国绿色冬奥的筹备进程之中，低碳场馆、

低碳能源、低碳交通等项目的开展对绿色建筑和

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带动作用，通过绿色

奥运村积累绿色城建的模式经验。对于国际化的

绿色建筑标准的完善和拓展以及现实运用具备实

践意义，为建筑业和城市基础设施行业如何实现

碳净零排放、能源可持续利用提供了模范和案例。

进一步而言，绿色奥运村的筹备还带动了城

市绿色发展的生态创新，令各个行业的绿色转型

升级不再成为一座座孤岛，而是在绿色城市中得

到整合。中国在绿色奥运村上的成功经验不仅是

一场体育设施的低碳变革，更是未来国际绿色城

市与建筑场馆集群提升气候适应能力的重要参

照，深入发挥绿色奥运所带来的绿色城市建设的

模式参照和体系引领作用。

注入强大信心

北京冬奥会为推动全球走出疫情阴霾、推动

可持续发展进程注入强大信心。绿色冬奥的成功

筹备和举办，表明中国正开始领衔全球绿色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树立了良好的绿色投融

资推动大型国际项目可持续建设标杆，更令越来

越多的国际大型活动的可持续开展以中国作为头

号绿色模范。

首先，绿色奥运令中国树立了环境保护理念

下的大国作为，对外展现了环境治理的中国实

力。通过本次绿色冬奥，世界各国充分感受到中

国的气候治理能力，并意识到提高气候适应力和

防御力是未来全球碳中和时代增强大国竞争力的

重要途径。

其次，从理念诠释上，绿色奥运贯彻了中国特

色生态文明建设下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传达了中

国的环境人文关怀。中国一直在探索和回答经济

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并逐渐形成自

身特色理论成果，通过绿色奥运的实践和诠释，各

国未来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生态战略部署。

最后，从国际话语权上，绿色奥运的举办，实现

了对外讲好中国碳中和故事。中国通过冬奥会向

世界充分展示了什么是绿色奥运，极大地提升了中

国在全球碳中和绿色发展路径中的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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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了“绿色奥运”理念的雏形，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全面探索与实践“绿色奥

运”。在奥运会的低碳、环保、绿色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还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北京冬奥会将是历史

上首次实现碳中和的奥运会。这背后必不可少的力量则是“绿色金融”。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绿色、科技、

人文”的三大理念基础上，2022年北京冬奥会又成功加入了“金融”元素。

——冬奥与绿色金融专题

绿色奥运：

中国领衔全球未来

绿色金融
助威北京冬奥

北京冬奥助推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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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
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
锦涛、赵越、葛敏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绿色金融研究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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