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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㛫悞鶯峘㬮謾暚䯖㳛砎饅燍鑫孉粶鄽牨踵啀烢攝㬬䂏梕麽過艊悅㡊鍎夃棾艊梽＝䯖飨倀㛫壈鯫墱

僉嬱艊亱䂏、悞鶯僨壉躐䅕䯖㠣驌孭䇗筧艊孉粶鄽牨▕㳟靕酽妘頌扢熱謚墱呺粷媰峽亱䂏䯖ィ暺

悅㡊鍎唻㛫壈鯫艊蠻㢩牰驟、￥

＃ 孉粶鄽牨㳛昦呯躏鑫麽過攝㬬艊昷媀、㳟@趵鮪敆慁咃忊㳛昦呯瀕謾縟趵詇耚艊讜暚䯖雩詵飨彾

踵㳘敡謾疦撾艊繳誼雙䯒喒謾㾗唻䅝濱䏣䅺䯓、麟趵謭孉粶浧媀艊㩸矇詵飨抲䗮謾跤䂏梕覅鲅撾䯖

妛鮪㡊㳟嶗㠨敤敆慁昷䉳唻㳟@梽椨桖錨煢媆撾䯖讜暚鮪嫕鰱蛼嶼廟鲲羠蠘椥嬁閼、彿髦嬟駥妟

彾踵頴愛·䧍陸䅏緥▕㳟＝艊諦慘．飽䯖贋醮㫥麋悞鶯艊釆壽䯖妛鮪瑪絑餱縶廟扢誤怳俋孉粶鄽牨

@㡊㓇浧艊唻㛣䯖釣㫧謾僨嗴、￥

＃ 㳟@趵詵踵婠㛄桖詵慁醁。桖擊姾。桖桹䋸屟艊梥棾僨慽饅䀽慘羮、怳俋孉粶鄽牨㓇浧桹錫鲋呺

粷㫥酽茩槪、諤蟢㓇浧艊麟趵謭孉粶鄽牨㩸矇暚雩詵僨扅昦艊。桖偡艊亱䂏梽＝、￥

＃ 慘踵酽咲餚蹺醝諦屟䀅ǹ䯖彿髦艊鎲㠩曧夎錫咃忊啔㡊梪嶗悅㡊羮鲋羠鲲䯖㫥麋悞鶯踵偧駁薶

墮㡊梪壈鯫镾侽敆慁詵慁醁鄽牨亱䂏抲辭鑫昦艊㓄㓦、彿髦墱鄽荱勢䯖麟趵咃忊唻孉粶鄽牨錨

桹牰驟蠻㢩、踵㫥鲢麟趵抲辭徔耚嶗@㡊昷䉳艊婠㚴䯖桹錫鲋瓕㢹骼髦艊䈑烢䯖讜暚呺粷彿髦勢

2050妘彾踵＃僕䈇￥䀅ǹ艊呠俋茩槪、￥

＃ 孉粶鄽牨镾侽啔攝㬬鄽牨麽過嶗敘櫞粶乵跏跣㳛㒄茩槪酁諦㡽棾、揦樰佖踹濕踵呺粷㫥蟢詵镾

屟墱鄽鮪犧撾䯖㬦㫓ǹ趵䎘魯艊！⿷旿姠婮窹㓦噴昷橉＂錫撾鮪 2030妘頌䅂澏。謙啨嶗玜䅵⺖

戹駱熅牐。犦爁。杛㓅嶼嶗纍鯝乁╖鯫艊 5,000醐埡⿷旿姠婮窹、㫥麋悞鶯酭醁発轄彿髦靪撾

鲋醮斾棷麽過䀍醢艊咃忊嶗濕苩荁饅昷婩嗴諦慘䯖扜踆孉粶鄽牨夃棾艊梽㭔、￥

＃ 嫕鞔醭㚧魍麽艊亱䂏嶗狆㠿啂謭矇旝誼墱鄽嫮彾酽蟢！羠鲲。酽漛屟懲羮䯖姠婮＂艊鄡屟跀酛䯖妛

彾踵㚾侸䯒餄醭曧瑪㯵䯓ǹ趵艊槪豈䯖謾跤酽漛屟⿷旿藥⺸嶗寚暚啹喥曧跏跣䉯夠暺朄艊籌厸、

㫥麋悞鶯峘㬮謾暚䯖醭鳢挀蛵鑫孉粶鄽牨囑賒㬦㫓畝㛄㚧。㳛侟懲羮嶗縟趵浧媀攝昦詵踵墡趵夃

棾艊跀酛黌䉺䯖雩䄠㫼鑫㫥蟢黌䉺偧駁踵跣鳏嶗梽椨悅㡊鍎飨倀踵骼髦忞桽烏艊䀅ǹ嶗㡊鲲諎

絔駡誒夃棾昦艊。桹煢媆撾艊悅㡊梽＝、鮪緤佖惡㠽䯖彿髦瑪撾敆慁孉粶鄽牨囑賒䯖蠘椥贋醮踵

謾攝㬬悅㡊梽＝䯖夎錫彿髦咃忊驔嬱㫥蟢昦屒醎昷媀夃棾艊鄽牨敱苩嶗粶乵敱苩、￥

＃ 澐偧㫥麋悞鶯忞䄠㫼䯖孉粶鄽牨曧婠襫䂏梕詵ǹ鄽牨鉢跀艊饅䀽、鮪㫥蟢鄽牨鉢跀跤䯖麽過曧⺖

攝㬬嶗墮慁艊䯖鍖醭曧⺖敁僉嶗犗㠿艊、鮪颭晪䀅ǹ䯖彿髦㚪踵㫥醭鳢曧酽跣煢媆咃忊嶗謾骼濕苩

荁饅鍎艊㳛㒄㛣䎪䯖鍖鹾雩曧䂏梕麽過艊䖇誤罌踃䯖飨倀墮悜㡊瑧嶗畝羠靕磢㡊梪艊饅䀽澒䖺、￥

罗伯特·费尔贝恩爵士 

（Sir Robert Fairbairn） 

副总裁， 

贝莱德集团

卡洛·梅西纳（Carlo Messina） 

首席执行官，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奥黛丽·崔（Audrey Choi）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首席营销官， 

摩根士丹利

玛丽莎·德鲁（Marisa Drew）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全球可持续发展 

战略、咨询和财务负责人， 

瑞士信贷

基思·塔基（Keith Tuffley） 

董事总经理兼副总裁， 

全球可持续发展与企业转型联席负责人，
花旗银行

巴里·奥拜恩（Barry O'Byrne） 

全球商业银行部首席执行官， 

汇丰银行

杰斯·斯坦利（Jes Staley） 

集团首席执行官， 

巴克莱银行

报告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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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特·阿诺德（Matt Arnold）
可持续金融全球主管，
摩根大通

凯蒂·科赫（Katie Koch）
全球股票联席主管兼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
高盛资产管理公司

伊克巴尔·汗（Iqbal Khan）
全球财富管理联席总裁
瑞士联合银行

米歇尔·斯克林杰
（Michelle Scrimgeour） 

首席执行官，
法通投资管理公司（LGIM）

伊萨贝尔·费尔南德斯
（Isabel Fernandez）
批发银行业务负责人，
荷兰国际集团

＃ 謭孉粶鄽牨浧媀㩸矇啔䈑㒄俋㳝悅㡊棾敆慁謾攝昦扢誤鍎、磢鍖䯖孉粶鞏㚴@㡊詵镾嬟桹慙徔屟䯖

䈑㒄㳟@梽椨壽呯昦艊䎋茩薶㚪醮㛊幫昷熴、頴愛·䧍陸䅏緥▕㳟＝艊㫥麋襫鯫悞鶯詵踵蟔鬫嶗

駡邁㳟@鳏佖抲辭饅鲋悅㡊孉粶鄽牨艊呹㠻㓄㓦䯖鰓鲶桭長呺㣻、漥爳悅㡊䀅ǹ嬟䗮蠻镾踵㫥麋

悞鶯艊釆壽會熱㠧篻䯖妛䆠暚豈侕偡醮謾骼㳟@．飽婩嗴諦慘䯖踵孉粶鄽牨㜉誤桖侸艊@㡊嶗饉

㛨敆慁䯖呺粷︹漥爳醠頥鄖㚴︺艊茩槪、￥

＃ 孉粶鄽牨㢐棾㢐⺖鄐駱姉唻炚鎬黌誼艊敆慁屟㓦噴昷橉、頴愛·䧍陸䅏緥▕㳟＝僨壉艊㫥麋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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宆豕趵蓜㛌棾抲辭詵慁醁㓦噴昷橉䯖墮悜粶乵艊讜暚釣㫧鄽牨亱䂏、䆠菑孉粶㓦噴昷橉壈鯫艊

慁醁亱䂏䯖鄽牨嶗詵慁醁僨嗴艊酁諦艊梽＝啔釣懲孉粶鄽牨唻悅㡊鍎桖錨煢媆撾、￥

＃ 孉粶鄽牨鮪薶墮跫翨諤蹺鮪僨嗴鄽牨艊讜暚墮悜謾㡊瑧昷䉳僨慽靧饅㳛㒄艊慘羮、澐偧頴愛·䧍

陸䅏緥▕㳟＝艊悞鶯忞㫼䯖扢誤孉粶鄽牨艊麟趵䈑㒄驔嬱㡊㳟敆慁䯖忴镾僨嗴妛僉嬱彾嗚、鮪䗮

茊䇗筧䯖彿髦噴宆僨慽靕㦳慘羮䯖踵骼髦抲辭@㡊珅㭠䯖讜暚雩踵彿髦咃忊攝㬬梽＝贋醮麽過攝㬬䯖

呺粷抲緣、￥

＃ 孉粶鄽牨曧酽跣镾侽亱鎢鄽牨鉢跀䋸屟䯖妛踵忞桹濕苩荁饅鍎夃棾朄魳艊鄽牨。蛼＝嶗粶乵敱苩

艊鰤蹕、蟔鳏悅㡊啔鮪孉粶鄽牨㩸矇昷䉳僨慽饅䀽慘羮䯖詵鮪謙啨姠婮窹。墮悜靕磢㡊瑧嶗姉唻

炚鎬黌誼艊讜暚䯖抲辭錨桹覅鲅撾艊螻悞、緤佖鎽諦䀅ǹ瑪絑㠨哱諎絔㯵艊蟔鳏咃忊㢐棾㢐侸鰱

啀烢㫥蟢晼镾夃棾㠨烏趵酺剴镾蠘椥嬁閼謾饅燍䃾䎪艊梽＝、￥

＃ 彿髦啔㦳魯佖藴䯖酭醁夃俧鮪炚鎬戰梽嶗羠窹侸樭屟跬俢訵陝暚魍䃾䎪醢㳕僉噴呯屟ǹ誤、慘

踵悅㡊鍎䯖彿髦荁惡䯖慁醁夃誤麟趵諎絔嗃。苳諎梽椨嶗ǹ趵諦慘．飽啔鎢㬫呺粷鲧䈑艊㩸矇、￥

＃ 孉粶鄽牨鮪夎錫麟趵嶗敤姛桹敱悇韌昦獰鑑矈肣嵔嶗鄽牨侟飝昷䉳僨慽饅䀽慘羮、㳟@梽椨镾

侽敆慁麟趵悁賓昦艊亱䂏梽＝䯖亱媰悿嬿梥棾賠韌艊䋸屟、踵澑䯖駻賣蹺䅕䇗筧蠘椥夎錫咃忊㩸

矇妛婠襫昦艊孉粶鄽牨浧媀䯖踵孉粶縟趵嶗悅㡊抲辭@㡊䯖妛鎢媰鮪㛫䎘╪蓜㛌▕蕬、㫥蟢㩸矇

麹磢䈑㒄髀熱彾梪䯖貶呅夃棾艊䋸屟漲镾侽踵忞桹濕苩荁饅鍎夃棾䂏梕敱苩、￥

＃ 婠襫鮪詵畝羠镾瑧嶗棞旿▕蕬醢艊孉粶鄽牨䯖曧呺粷︹墴䧵鄖呯︺嶗詵慁醁僨嗴茩槪艊饅䀽、㫥

麋悞鶯㓄㓦獿贖䯖媰㜉鑫孉粶鄽牨錨桹㣮ǹ趵艊黌䉺疦撾、慘踵䏴閔嶗嚙趵㯵䃸艊饅䀽@㡊．飽䯖

彿髦啔孉粶鄽牨㓉踵酽蟢攝昦瑧熤䯖蕓僨彿髦㳕羮昦浧媀棾羠鲲䏴窹䯖侐絔䏴窹姠婮窹䯖門牆醭

昢亱䂏艊跫翨鳏訥䯖讜暚呺粷粶乵艊畝羠、駻賣諦慘䀅ǹ蠘椥敆慁謭孉粶鄽牨艊㩸矇䯖㬦㫓抲辭

@㡊㓦噴昷橉䯖鰓鲶鈫酖醮豕趵蓜㛌棾夎錫咃忊嶗濕苩荁饅昷⿷㬬㬎呴梥棾艊縟趵浧媀、￥

＃ 孉粶鄽牨曧醠頥侟飝艊㳛㒄鄩彾㯵鰓䯖詵飨抲䗮䋸屟䯖呺粷謭䈇蘙鄽牨㩸矇、俠≧孭䀅ǹ䇗筧俋

撾敆慁䯒籌偧㬦㫓 20鳗餚䁡艊玜燳亱䂏@㡊鞏㚴䯓麟趵啔悅㡊鞲™酛艊！驔僉 -壽㬬 -姠婮＂羠

鲲浧媀㩸謭釣㫧㡊瑧慁醁濕羮䯖㮌鋁姠婮窹鲲羠艊䃽粶羠鲲浧媀、￥

巴斯·路特（Bas Rüter）
可持续发展全球负责人，
荷兰合作银行

菲奥娜·坎农（Fiona Cannon）
责任与包容事务总监，
劳埃德银行集团

玛·纳瓦罗（Emma Navarro）
副行长，
欧洲投资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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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謭孉粶鄽牨㩸矇醭鳢䈑㒄唻鲲閔㫧ǹ樰梪屟儂屒䯖㫤䈑㒄唻縟趵浧媀㫧ǹ咁㓉、頴愛·䧍陸䅏緥

▕㳟＝艊悞鶯慇暺鑫㛫㩸矇啔偧駁鮪踵麟趵夃棾斶醐鳗銊廬艊鄽牨梽＝艊讜暚䯖桹錫鲋謙啨戹敡。

墮悜羠尓跀酛。妛攝㬬喥趵梽＝、￥

＃ 孉粶鄽牨詵踵瑪絑夃棾醢醐鳗銊廬艊鄽牨梽＝䯖讜暚雩曧㓦噴⿷旿姠婮窹焑榟䃾䎪。姉唻炚鎬

黌誼嶗峈侟羠尓跀酛擊姾艊饅䀽、昦獰鑑矈肣嵔擾朄鑫嫕鞔敁僉矇鲲趵浧媀艊㛾侸䏣䅺䯖媰誼鑫

孉粶鄽牨艊㳛㒄屟、㫥麋悞鶯峘㬮謾暚鰱踵㳟@趵慇熱鑫悁賓梽㭔婠㛄䂏梕桹敱艊鄽牨鉢跀艊

暺薶僨嗴昷謭、￥

＃ 孉粶鄽牨囑賒唻彿髦邁鲶艊跫翨靧饅㳛㒄䯖罌踵呅夎錫彿髦揁婮㬦㫓！驔僉 -壽㬬 -姠婮＂艊浧

媀棾懲羮蠮鈇艊靕磢㡊瑧、悅㡊鍎䈑㒄㚪㛌勢䋸屟嶗孉粶㡊瑧濕羮浧媀忞夃棾艊艊㳟@梽＝䯖妛

啔@㡊㩸謭靪撾鲋孉粶鲲閔。牐蠿嶗麽過䀍㡊㳟㱚鉝艊麟趵、㫥麋悞鶯嗴蛵鑫澑貙㳟@呺㣻驔嬱

彾嗚艊暆梕㬅㝧嶗墱鄽㛇呺艊詵慁醁呺㣻、￥

＃ 㫓詛鴛妘䯖頴愛·䧍陸䅏緥▕㳟＝酽茻鮪孉粶鄽牨㩸矇昷䉳僨慽菑䎘啂慘羮䯖煢媆鑫‖侸蓜謖麟

趵贋醮㛫㛣䎪艊扜㚮、㫥麋悞鶯畝漛㫔駱昦䎘╪䯖踵鮪㳟@嶗䀅ǹ趵㯵鉣孉粶鄽牨攝㬬鑫墤俋艊

梽＝、嫕鳏髦唻偧駁鮪悅㡊鄩諦跤鄐駱 ESG䯒粶乵。蛼＝嶗熎絔䯓鞣桹㛾侸聧鹷暚䯖㫥麋悞鶯䄠

暺鑫孉粶悅㡊艊墤俋疦撾、￥

＃ 婠㛄孉粶鄽牨䈑㒄蛼＝諤翨㳕僉楇昢ǹ誤、㳟@趵喒謾偧澑、㬦㫓婩僨㬎嫕墡錨䯖釣㫧縟趵㩸矇䯖

讜暚鲲羠鄽牨螻悞嶗䂏梕麽過䯖㳟@趵詵飨釣㫧呺粷莏澐艊黌䉺、￥

＃ 孉粶鄽牨詵踵麟趵攝㬬䂏梕麽過抲辭㳛㒄梽＝、踵呺粷宍㒄艊縟趵㩸矇嶗㳟@墡錨攝昦䯖麟趵

嶗㳟@趵躐䄄艊諦慘靧饅㳛㒄、鍊鹷勢縟閔嶗桽烏艊莏呺彾梪䯖飨倀㡊鲲鮪侸跣羠噯囈梕跤艊

麽過詵懲孉粶矇麟趵艊幫過桖錨桹魍ィ屟、㫥啔桹錫鲋㳟@趵桖偡鰱絔㓦嶗悁賓孉粶鄽牨梽㭔、￥

＃ 孉粶鄽牨詵踵姉唻炚鎬黌誼。姠婮窹。焑榟嶗羠窹侸樭屟跬俢抲辭酽棷㳛㒄㬠嬛、玈諦㳟@墱

鄽彾踵姉唻炚鎬黌誼艊酽蟢媰俋撾㳝䯖釣懲僨嗴跤鄽牨鉢炚鎬㓦噴昷橉艊鲮曀㓇浧跤過㢋㫓鑫

8,700醐銊廬、梪悞鶯雩媰㜉玈諦㳟@曧饅䀽艊！䈑怳俋ǹ誤＂躐酽、彿髦䨺轄悅㡊孉粶鄽牨艊

麟趵㳕羮玈諦㳟@酁椨䯖飨錫謾悅㡊㫊勢酽呯㓇浧、￥

＃ 㳟@趵澐㬜玪嶯㛌勢！驔僉 -壽㬬 -姠婮＂鄡屟鄽牨艊䏣䅺䯖嶗孉粶鄽牨艊墤俋梽㭔、㳟@曧㳘

敡㫥酽梽㭔䯖鎢㬫謭孉粶縟趵浧媀㩸矇妛桭鄮攝婠酽跣桖詵慁醁羠尓跀酛艊饅䀽、㬦㫓悅㡊攝

昦嶗啔孉粶酺敱垷駱 ESG橅楯䯖Candriam鱧呯醭蠩鰱靪撾鲋孉粶鄽牨、￥

＃頴愛·䧍陸䅏緥▕㳟＝僨壉艊㫥麋悞鶯鮪㳟@趵嶗孉粶鄽牨躐䄄婠襫鑫宍㒄艊鎽跀䯖竑時曧鮪嫕

鞔粶乵嶗鄽牨慙徔艊鑨杛醣、謭孉粶鄽牨㩸矇詵飨鮪醭懖咥鳏貙螆蜑艊嵔騙醣䯖唻梥棾艊㠨哱攝㬬

鲲羠噴呯屟嬁閼䯖鍖絔㓦㫥蟢㩸矇啔镾侽攝㬬暺薶艊悅㡊梽＝、㬦㫓彿髦艊 RobecoSAM孉粶鄽

牨鐭棈徔耚䯖彿髦艊茩槪曧悁賓㫥酽鄽牨梽㭔䯖讜暚踵詵慁醁僨嗴茩槪會熱蠘椥㠧篻、￥

维克特·韦伯克（Victor Verberk）
首席投资官
a.i. 兼执行委员会成员，
荷宝（Robeco）

马克·巴纳巴（Mark Barnaba）
董事会成员，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
联席主席，
“预见未来之海”

萨克儿·纳塞博（Saker Nusseibeh）
首席执行官，
联合爱马仕国际业务公司

马歇尔·贝利（Marshall Bailey）
非执行主席，
金融服务补偿计划机构

杰玛·萨克里斯坦（Gema Sacristan）
首席投资官，
泛美开发银行投资公司（IDB Invest）

让 - 菲利普·埃尔米纳
（Jean-Philippe Hermine）
战略环境规划副总裁，
雷诺汽车集团

琼·拉瑞亚（Joan Larrea）
首席执行官，
统一混合融资
（Convergence Blended Finance）

奈姆·阿布·雅乌德
（Naïm Abou-Jaoudé）
 首席执行官，
Candriam

温拓思（Bill Winters）
集团行政总裁，
渣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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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嫕鞔苳諎婩僔嬁閼彾梪妛㳛昦呯躏壈鯫䯖扜踆昦梽＝艊詇耚婩僔啀烢鍋烏@㡊䯖孉粶鄽牨踽䎪唻

彿髦艊惡羮鰓椷㢐棾㢐㳛㒄、￥

＃ 敤姛䄄炚鎬黌誼豕䃸僡蘚＝䯒IPCC䯓鶯㛏彿髦䯖㮌鋁僨羠瞱䇏屟艊炚鎬黌誼艊暚䄄踎㫷䯖彿髦宍

䎍襫張㳕僉ǹ誤、踵澑䯖彿髦宍䎍寚㬫鞲鄡屟。焑榟嶗姠婮矇鄽牨浧媀㩸謭孉粶鄽牨浧媀䯖唻墡

趵嶗鄽牨鉢跀㫧ǹ㳛鄩、彿髦墱鄽鮪醠頥鍋樞壈鯫荱勢鑫㫥蟢昷謭艊㢑獻䯖鍖㫥麋悞鶯嗴蛵鑫悅

㡊鍎偧駁啔謾㡊梪㩸蠩勢孉粶鄽牨㡊鲲嶗䎋茩艊@㡊醢䯖飨倀鎢㬫㫥酽㩸矇忞䈑艊醣酽澒ǹ誤、

婩脹桹苩、￥

＃ 㫥麋悞鶯嗴蛵鑫孉粶鄽牨荁饅艊墤俋鄽牨梽＝䯖飨倀㳟@偧駁彾踵濕羮呅艊饅䀽棶棎、悅㡊翨澐

嶯㛌勢炚鎬黌誼夃棾艊縟趵䏣䅺嶗㳕僉昦鄽牨浧媀艊宍㒄屟、踵怳俋孉粶鄽牨㓇浧䯖攝㬬桖銊

偡。桖詵慁醁艊梥棾䯖瞝牆艊㡊梪酁椨。跀酛屟艊発轄扥昻嶗桖錨鄖慘屟艊昷熴啔僨慽靧饅㳛㒄

艊慘羮、￥

＃ 頴愛·䧍陸䅏緥▕㳟＝鮪㫥麋峘㬮謾暚艊悞鶯跤酭醁㫧ǹ婩惼屟扜㚮䯖暺薶䄠㫼孉粶鄽牨縟趵浧

媀暀苩朄魳艊敱苩、㬦㫓㓇浧誼㫥麋悞鶯跤氥㫼艊鲲閔嶗㓦噴昷橉䯖攝昦㳟@㓦噴昷橉䯖飨攝㬬

詵㓅艊。詵悿嬿䏣䅺艊敒苩嶗蠘椥艊蛼＝醮粶乵敱苩䯖㳟@趵啔镾侽敆慁暀玪暺梋艊ǹ趵㢑獻、￥

＃ 鮪梥棾艊榚酽俍䯖彿髦鮪孉粶鄽牨跤羗靧醭＝桹￥姠婮窹￥㫥酽氥寳䯋㫥忴曧莏澐飨㠥㠩艊昷

媀諎絔彿髦艊曐絑。鄽牨嶗旝暺、￥

＃ 㫥麋熱穼窹㾗唻孉粶鄽牨慘踵麽過攝㬬瑧熤抲辭鑫俋㳝惡峗、㬦㫓燒熱諤跣ǹ趵嶗㡊鲲貙時跤

孉粶鄽牨梽＝艊䖇誤罌踃。疦鮪ǹ誤嶗餱籌䯖㫥麋悞鶯夃棾鑫莏澐艊蕓僨䯖彾踵煢媆蟔鳏㡊梪贋

醮㫥酽㩸矇艊呺㛇▕蕬、￥

＃ 㳟@曧婠詀粶乵孉粶鄽牨艊踽㒄扢誤罌踃、茩頌艊婠詀粶乵悅㡊噴詇跤妛煫桹鄐駱孉粶鄽牨艊

䅔鎢過、駡邁嶗蟔鬫㳟@桽烏梽椨㰊詵飨鮪婠詀粶乵ǹ趵扢誤孉粶呺㣻䯖㫧鍖陸桽桹濕鲋™酛

鄡屟㓦噴昷橉艊粷桹牐蠿夃棾艊䆭藢、￥

＃ 㫥麋悞鶯暺薶嗴蛵鑫牐謭孉粶鄽牨艊蟔鳏㡊梪澐鮪㫑㬫亱鎢䯖㫥薶呺魑鳏䨺鞡、孉粶鄽牨唻麟趵。

悅㡊鍎嶗斾跣蛼＝艊麽過暀玪暺杝、磢鍖䯖偧楇酽咲麟趵麽過䀍醢珪徏醣珪贋醮鍎艍㮂孉鄡屟

浧媀䯖㮰躅呅㒄㩸謭孉粶鄽牨啔鴛鰓羥䇏、罌澑䯖斾棷麽過䀍寚㬫鹾瑪䉳艊跀酛屟黌䉺䈑㒄䂏梕

敤詇橅楯嶗慁醁駡邁悅㡊艊敆慁、￥

＃ 孉粶鄽牨曧扢誤昦麽過棾瑧䯖抲䗮㡊瑧羠鲲籹䯖夃棾㳟@。粶乵嶗蛼＝敱苩艊酽跣媰桹撾艊橅楯、

彿髦嫕頌艊 6,000醐餚䁡▕㳟墱鮪銊蹺。漥爳嶗癛俋濕鲡踽㒄梽椨悅㡊鍎艊恔㜀醣呝彾薴醢䅡

䯒hard-cap䯓懸䇗䯖啔⺖羮鲋謭鎢㬫孉粶鄽牨㩸矇艊麟趵㫧ǹ亱䂏矇鐭棈悅㡊、￥

＃ 駡邁㠨敤醭鳢暅鮪販侟壈鯫俢瞝䯖桖㳛㒄艊曧蠘椥邁攝嶗⿷㬬壈鯫、㫥麋悞鶯媰㜉鑫敤姛㬦㫓㛄

呯昷謭。抲辭発轄。踵▕蕬㛄昻嶗攝昦抲辭@㡊。懲羮玈諦㳟@梽壽棾䅝濱悅㡊䏣䅺嶗煢媆蟔鳏

悅㡊㡊梪訵昷媀怳俋孉粶鄽牨艊㓇浧艊饅䀽㓕頥、￥

 

肖恩·基德尼（Sean Kidney）
首席执行官，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罗恩·戈南（Ron Gonen）
 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闭环合作伙伴（Closed Loop 

Partners）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瑞安·马里·托马斯
（Dr Rhian-Mari Thomas OBE）博士
首席执行官，
绿色金融学院 

（Green Finance Institute）

埃里卡·卡普（Erika Karp）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基石资本集团

康宇（Bertrand Camus）
首席执行官，
苏伊士（SUEZ）

伊娃·辛克斯（Eva Hinkers）
欧洲区主席，
奥雅纳（Arup）

于尔基·卡泰宁（Jyrki Katainen）
会长，
芬兰国家创新基金会

杰米·巴特沃斯（Jamie Butterworth）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循环资本（Circularity Capital）

玛丽安娜·马祖卡托
（Mariana Mazzucato） 

创新与公共目的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伦敦大学学院

布莱恩·卡希尔（Brian Cahill）
全球董事总经理兼 ESG 主管，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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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孉粶鄽牨䨺轄攝昦䯖釣懲鄽牨亱䂏醮㡊瑧狆鍣闛㾸䯖詵唻呺粷獻鮪宍ǹ艊瑪絑炚鎬茩槪會熱墤

俋㠧篻、醭鳢偧澑䯖孉粶鄽牨鮪粶乵嬁閼。頺郿㡊瑧。鬆謙彾梪嶗釣㫧鄽牨亱䂏昷䉳詵鲲羠㛾侸

敱苩、鄽牨跀酛艊㫥酽㳛俋㩸矇啔釣㫧昦縟趵浧媀艊熱粷䯖踵桹镾撾姉唻㫥酽㢑獻艊麟趵攝㬬

俋㳝梽＝、㫥麋悞鶯峘㬮謾暚鰱薶㚪鑫孉粶鄽牨艊㳛㒄屟䯖醢壈駡誒嶗蟔鳏扡鐭駡誒姉䖂醢㳕

僉ǹ誤、DECALIA Asset Management靕 2018 妘㡽酽茻鮪扢誤㫥昷䉳艊ǹ誤䯖啔彿髦艊

駡邁鐭棈▕㳟豕燍鲋孉粶鄽牨、￥

＃  瀯鰓㾮喥桹酽㪒纍鯝㩱艊⿷旿牐駱犦爁䯖姠婮窹墱鄽彾踵酽鯫蹺䅕戰梽、悅㡊鍎詵㬦㫓㫥麋悞

鶯鑫㓦孉粶鄽牨偧駁鞲瑧俧醢姉唻瑪絑慙徔䯖墱鄽叅鮪詵㓇浧誼孉粶攝昦艊䎘╪䯖飨倀婠襫

孉粶辭姉䀍䯖婩僨姠婮窹螻敒。鰓愔。侐絔嶗孉粶濕羮跀酛艊悅㡊梽＝、彿壔梐悅㡊鍎镾侽贋

鍊㫥鲢惡峗棾壽呯靕墰艊悅㡊詇耚䯖罌踵彿髦䈑㒄骼髦桖侸贋醮勢㫥跣ǹ趵跤棾、㬦㫓彿髦艊

Circulate Capital犦爁▕㳟䯖彿髦㛌時。吢誼嶗悅㡊暅鮪䅂澏⿷旿牐駱犦爁艊梽＝䯖妛靪撾鲋

㬦㫓㛇暺㫥跣ǹ趵詵㓇浧誼鹾镾侽鲲羠桹覅鲅撾螻悞艊疦撾䯖釣㫧㡊梪濕羮、￥

＃ 敁僉矇鄽牨浧媀＝蕚鰥羠尓跀酛䯖㫧鍖酓㳟@趵夃棾䏣䅺、㫥麋悞鶯嗴蛵鑫㡊梪壈鯫墱嶯㛌勢孉

粶鄽牨镾侽鮪㓦噴粶乵䏣䅺艊讜暚鮪瑪絑餱縶廟攝㬬䂏梕鄽牨麽過、￥

＃ 跀酛屟䃾䎪䈑㒄跀酛屟㓦噴昷橉䯖籌偧孉粶鄽牨、鮪 Encourage Capital䯖彿髦荁惡䯖悅㡊鲋㫥

鲢㓦噴昷橉镾侽夃棾魑鳏惡桽艊鄽牨螻悞嶗粶乵嬁閼、㫥麋悞鶯嗴蛵鑫啔孉粶鄽牨鄐駱悅㡊呺

㣻墱鄽錨桹煢媆撾䯖妛踵悅㡊鍎慇暺偧駁㫧酽澒濕羮㫥蟢㩸矇、￥

＃ 㬦㫓媰㜉孉粶鄽牨鮪姉唻炚鎬黌誼嶗謾骼 ESG䯒粶乵。蛼＝嶗熎絔䯓饅䀽䃾䎪昷䉳艊㳛㒄慘羮䯖

㫥麋悞鶯夎錫悅㡊翨鑫㓦澑亱䂏梽㭔䯖妛薶呯鎢寚謭孉粶鄽牨㩸矇艊徔耚、鮪 Sustainalytics䯖

彿髦墱鄽啔㫥跣踽䎪鄐駱勢彿髦艊蔠裮酁楇嶗㓇陝跤䯖㚪㛌勢㳟@趵詵飨桹撾鄖錫椨婠酽跣詵ǹ

昷橉棾桬魍嫕頌鄡屟鄽牨浧媀、￥

＃ 鮪㫥麋昦悞鶯跤䯖頴愛·䧍陸䅏緥▕㳟＝抲䗮鑫㡊梪㱚鉝鍎唻孉粶鄽牨㳛㒄屟艊㚪㛌䯖ィ暺粶乵

嶗鄽牨罌踃詵⺖悶䎐、鮪 NN Investment Partners䯖孉粶鄽牨曧彿髦！嬁閼鐭棈！詇耚艊酽跣

饅䀽鄩彾㯵鰓䯖罌踵孉粶鄽牨桹錫鲋姉唻炚鎬黌誼嶗姠婮窹鲲羠訵粶乵䃾䎪䯖讜暚抲辭桹煢媆撾

艊悅㡊梽＝、￥

＃ 孉粶鄽牨曧俋㓇浧㓦噴犦爁⿷旿焑榟艊饅䀽、苳諎嶗狆㠿㢑獻澐鮪踵孉粶鄽牨設攝麟趵攝㬬寚

㬫亱䂏艊壈鯫梽＝、㫥㫧鍖踵镾侽鲲羠跀酛屟嬁閼嶗㳟@螻悞艊悅㡊攝㬬箏竑艊梽＝、

＃ 彿髦忞侐艊暚梕澐鮪僨羠頌忞梥桹艊黌䉺䯤炚鎬。氈羠嶗鄽牨踎屜鲇鬣㰊鮪僨熱㙬鶯䯖彿髦䈑㒄

鞲茩頌艊鄡屟敁僉矇鄽牨浧媀㩸謭酽跣桖孉粶。桖藥咷。桖桹濕鲋靕磢艊鄽牨鉢跀、   㫥麋悞鶯

媰㜉䯖玈諦@㡊㓦噴昷橉曧呺粷㫥酽㩸黌艊桹撾㬠嬛䯖镾侽濕羮駡邁㡊㳟棾䅝濱悅㡊鍎䏣䅺䯖飨

倀㜉誤蟔鳏㡊梪棾呺粷僕䈇恖梮㓦噴昷橉。孉粶縟趵浧媀嶗詵慁醁▕蕬㛄昻、￥

＃ 怳俋孉粶鄽牨㓇浧啔䈑㒄魖呺粷桹艊@㡊㓦噴昷橉ⅩⅩ醠頥嶗詵慁醁鍋樞墱鄽⺖羮慘踵孉粶鄽

牨㓦噴昷橉艊@㡊墡錨ⅩⅩ妛婩僨昦艊@㡊㓦噴昷橉、㫥麋悞鶯䄠㫼鑫㳟@桽烏趵贋醮鍎偧駁

悁賓鄽牨梽㭔䯖讜暚鲲羠蠘椥艊蛼＝嶗粶乵嬁閼、￥

汉娜·罗伯茨（Hanna Roberts） 

Sustainalytics 公司参与服务董事，
Sustainalytics

罗伯·卡普兰（Rob Kaplan）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Circulate Capital

罗宾·米林顿（Robin Millington） 

执行董事，
Planet Tracker

亚当·沃尔芬森（Adam Wolfensohn） 

管理合伙人，
Encourage Capital

亨德里克·扬·波尔
（Hendrik-Jan Boer）
可持续投资负责人，
NN Investment Partners

杰里米·奥本海姆
（Jeremy Oppenheim） 

混合金融工作组主席兼创始合伙人，
SYSTEMIQ

奥利维尔·雷波特（Olivier Raybaud） 

联合创始人兼管理合伙人，
蓝海合伙人（Blue Oceans Partners）

莱昂纳多·莱特利
（Leonardo Letelier）
首席执行官，
SITAWI Finance for Good

鲁道夫·贝内德蒂
（Rodolfo de Benedetti）
合伙人，基金经理和产品策略负责人，
DECALIA 资产管理公司 

（DECALIA Asse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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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H The Prince of Wales

序言 
威尔士亲王殿下

[Type here] 
 

 
 
 
 
 
In January 2020, I launched the Sustainable Markets Initiative which aims to build 
markets designed with the intent to ensure the economy operates in favour of people 
and planet while contributing to growth and prosperity for all, now and in the future. 
 
The circular economy, along with the circular ‘bioeconomy’ that further emphasizes 
that Nature must be at the heart of this approach,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lution to 
help realise the ambitions of the Sustainable Markets Initiative: 

 
 The circular economy is a systems approach that combines economic 

opportunity with better environmental and societal outcomes 
 It helps tackle the root cause of many issues, including climate change, loss of 

biodiversity, and plastic pollution, by fundamentally rethinking business models 
and redesigning entire value chains of products and used materials, via important 
system change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the opportunity and inspirat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has 
gained enormous traction with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alike.  It is an idea 
that is clearly mobilised and can have a very positive economic impact as well. 

 
Now it is time to br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o scale, and finance will play a crucial 
role in doing so – and, if done right, will result in new forms of value creation and real 
ecological, socie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from accelerating this transition. 
 
This is why I welcome this timely report, and the opportunities it lays out for the 
financial services sector in embracing and accelerating the circular economy transition. 
 

 
 
 

 
 

2020 年 1 月，我发起了“可持续市场倡议”，目的是建立确保经济有利于人类和地球

发展的市场，同时为现在和未来共同的增长与繁荣作出贡献。

循环经济，以及进一步强调自然为核心的循环“生物经济”，是帮助实现“可持续市场倡议”

伟大目标的重要解决方案之一：

• 循环经济是一种将经济机遇与更好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结合的系统方法

• 通过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商业模式，重新设计产品和废旧材料的整条价值链，循环

经济有助于通过重要的系统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包括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

塑料污染在内的诸多问题。

• 在过去十年，循环经济带来的机遇和启发在企业和政府中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这

是一个可激发行动的理念，并且可产生非常积极的经济影响。

现在，循环经济规模化正当时，而金融将在这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方法正确，

金融将带来新的价值创造形式，并通过加速这种转型带来真正的生态、社会和经济效

益。

因此，我非常欢迎这份恰逢其时的报告，它将为金融服务业提供接纳和加快向循环经

济转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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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循环经济在解决气候变化和其他全球挑战的根源，同时创造新的、更好的增长机会方面

具有巨大潜力，随着企业和政府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循环经济正在全球迅速崛起。作

为一种能够迅速规模化的解决方案，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在近期关于经济复苏的讨论中

变得更加清晰。

在扩大循环经济转型规模的过程中，所有金融参与者都将发挥关键作用：私人投资者、

银行和企业财务部门，以及政府和其他控制着数万亿美元公共投资并制定监管框架的

公共部门机构都将成为关键角色。

本报告主要关注私人金融，探索循环经济给投资者、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企业带来的价

值创造潜力。

首先，本报告阐述循环经济如何帮助实现气候变化和其他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目标，

同时创造机会以实现新的、更好的增长，超越 ESG 投资近年来取得的初步进展和关注

领域。

其次，本报告强调众多投资者、银行和保险公司已经抓住这些机会，证明融资循环经济

市场正在各个资产类别与行业中快速兴起。

再次，本报告为金融业提供了发展方向，以充分利用这一机会，并促进循环经济的快速

规模化。

本报告旨在作为初步探索，而不是对金融业的各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本报告旨在鼓励

人们讨论金融服务业如何帮助扩大循环经济的规模，以推动新的、更好的增长，使其更

呈分布多元化，更具包容性，且建立一种通过设计实现的恢复型和再生型经济。

安德鲁·莫雷特（Andrew Morlet） 
首席执行官，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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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給籼飨\娃踯出迂玻鹅碘涪吃肮懿礁μ饣稗涪杂芤佨ESG佪塤櫪呱逞縱佮反推u二孟

锡弊療艇呱μ纹厩呱铰諑呱勝醭境伍ν獅笃G抹汇益推丧苞êG殻挤伍絡佮守荡潘懿

杳章呱跏殃碘ν

鮪㫓詛跏妘䯖炚鎬黌誼嶗謾骼粶乵。蛼＝嶗熎絔

䯒ESG䯓䃾䎪墱彾踵㡊鲲諎絔駡誒。䀅ǹ嶗謾骼㳟

@桽烏駡誒艊㳛㒄䗮嗃㚴䎪、咃忊梕梐嬱勢㓦噴

昷橉䯖鍖棾靕苳諎梽椨艊紙撾雩鮪醭昢鎢俋、粷鮪

艊䃾䎪墱醭畝曧炚鎬黌誼嶗謾骼 ESG䃾䎪曧壠

＝唻㳟@桽烏趵鲲羠㳛㒄嬁閼䯖鍖曧呅啔偧駁姉唻、

孉粶鄽牨曧㓦噴㫥鲢䃾䎪艊饅䀽、

荁瀷㫓詛敁僉媀艊＃驔僉 -壽㬬 -姠婮￥鄡屟浧矇䯖

孉粶鄽牨詵抲辭酽跣蠘椥艊鄽牨巻杛䯤啔鲲閔㛄

㚧踵詵㳛侟懲羮。詵販侟徏詵㳛昦懲羮艊鲲閔䯖懲

靕磢跀酛呺粷畝羠、

孉粶鄽牨詵飨㬦㫓敘黌彿髦羠鲲嶗懲羮鲲閔艊昷

媀䯖釣㫧呺粷瑪絑炚鎬茩槪、鳢鳢賜䉱抲䗮镾瑧敱

籹嶗㩸謭詵畝羠镾瑧䯖誆镾謙啨瑪絑 55%艊珕咇

炚鉢䯒GHG䯓戹敡、1㬦㫓㳕羮孉粶鄽牨呺㣻䯖彿

髦詵俋夿姪謙啨湯蠶 45%艊珕咇炚鉢戹敡、籌偧䯖

懲鲲閔嶗棞旿呺粷孉粶濕羮䯖鍖醭曧羠鲲昦艊䯖詵

飨翽叅羠鲲㫥鲢鲲閔嶗棞旿忞羮艊镾瑧䯖鞲鍖桹

錫鲋謙啨镾瑧䈑烢、鮪嚙趵羠鲲跤䯖㳕羮孉粶囑賒

曧鮃佈躉蘙艊酽跣桹敱昷熴、

促进 
自然系统再生

从设计之初 
避免废弃和污染

延长产品和材料
的使用周期彿髦澐謭 

孉粶鄽牨㩸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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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半蓝图

55%
能源

嫕頌瑪絑珕咇炚鉢戹敡岄㳝 孉粶鄽牨偧駁夎錫姉唻炚鎬黌誼䃾䎪

鞲㛄㚧躐設㮌鋁姠婮嶗焑榟䯖 
飨降低斾棷麽過䀍跤艊温室气体排放

婜䂏鲲閔嶗棞旿艊懲羮囈梕䯖 
留住其蕴藏的能源

釣㫧靕磢跀酛畝羠䯖 
从而封存鮃佈嶗鲲閔跤艊蘙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材料经济学，《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半蓝图（2019 年）》

45%
产品和食品

蔠裮ィ暺䯖偧楇鳢鮪鲕跣ǹ趵䯒㾱㿐。㿬。烐燊。⿷

旿嶗䏴窹䯓㳕羮孉粶鄽牨囑賒䯖勢 2050妘䯖珕咇

炚鉢妘戹敡㳝啔謙啨 93鳗埡鲈炶誼蘙嫕㳝䯖荁嫕

鲋狆䅵鑫瑪絑鲮㬦㫜㪟ǹ趵艊岄戹敡㳝、2㬦㫓㫥

蟢昷媀䯖孉粶鄽牨詵飨鮪諎絔炚鎬荁饅䏣䅺昷䉳

僨慽㳛㒄慘羮、

呺昻孉粶鄽牨㫤桹錫鲋㓦噴謾骼 ESG䃾䎪、籌偧䯖

孉粶鄽牨詵飨謙啨鳏貙唻㡊瑧婩㳕艊䈑烢䯖呺粷

嚙羻艊販侟畝羠䯖鞲鍖抲䗮羠窹侸樭屟、澑侳䯖幫

㚧鳢鮪餚蹺䯖勢 2030妘䯖㩸綈。畝壽㬬嶗螻敒訵

孉粶鄽牨牆誤點詵攝㬬 50侸醐跣墡慘噷瀕、3

循环经济创造了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机会

㩸謭孉粶鄽牨浧媀啔醭鳢＝夃棾炚鎬嶗謾骼 ESG

敱苩䯖鍖鹾雩＝夃棾㳛㒄倝梽䯖釣㫧昦艊。桖偡艊

亱䂏、籌偧䯖餄漥爳鮪鲮㬦。婠詀粶乵嶗䏴閔䎘

╪㳕羮孉粶鄽牨囑賒䯖勢 2030妘啔瀯妘詵飨鲲

羠 1.8醐鳗漥廬䯒郿諦 2.1醐鳗銊廬䯓艊敱苩、4

餄跤蹺鮪鲕跣饅䀽ǹ趵俋㓇浧呺昻孉粶鄽牨䯖勢

2040妘啔镾侽踵麟趵嶗咲姲頺荎 70醐鳗廬䯒郿

諦 10醐鳗銊廬䯖擇跤蹺䎖㚧 GDP艊 16%䯓、5

諤ǹ趵㢐棾㢐侸艊麟趵澐鮪㳕羮孉粶囑賒棾䅝濱

彾梪䯖亱鎢敒駱䯖諎絔䏣䅺、2019 妘䯖孉粶㓦噴

昷橉攝㬬艊敒駱擇䏳濕犑駡誒岄敒駱艊 13%䯖6鍖

則竑嬐寫駡誒唻 7600侸鬣鲲閔㫧ǹ鑫畝壽㬬、7

孉粶鄽牨墱鄽婩僔敘黌諤ǹ趵䯤鮪暚啹ǹ趵䯖䎖㚧

桽⺸㩸綈壈鯫㓇浧啔鮪 2029妘㢋㫓寚暚啹壈鯫

㓇浧䯥鮪⿷旿嶗狆㠿屟藥⺸鲲閔ǹ趵䯖麽過䀍醢艊

濕猀焏澐鮪䆠菑苳諎。駡‖紙撾嶗攝昦艊亱鎢鍖

僨羠黌誼、8諤蹺敤姛澐鮪鎢㬫㫥酽㩸黌䯤孉粶鄽

牨墱彾踵︹漥爳醠頥昦敤︺䯒European Green 

Deal䯓艊酽跣饅䀽敆槉䯥孉粶鄽牨㣵鄡蹕嶗襫熴

墱鮪跤蹺。杶濕嶗熴蹺訵蹺咲魖呺扢ǹ、

鳏訥酁椨黌誼。斶叄誼嶗㡊瑧蠮鈇訵俋㢑獻澐鮪

扢誤諤ǹ趵謭孉粶鄽牨㩸矇、昦獰鑑矈肣嵔擾朄

鑫鄡屟鄽牨浧媀躉桹艊㛾侸䏣䅺、2020妘 6桸䯖

50侸謖䒫夌怱ǹ呭嶗瑪絑䎘啂鳏敆慁啔孉粶鄽

牨慘踵肣嵔㫓謚釣㫧鄽牨峈侟艊㓦噴昷橉、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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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循环经济的私募基金数量
保守估计： 

包括专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私募债务基金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上半年

3
5

14

25

30

从 2016 年至 2020 年上
半年，私募基金的数量已

增加至 10 倍

x10

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数量 关注循环经济的流通企业债券数量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分析

贝莱德集团
法国巴黎银行
Candriam 
基石基金集团
瑞士信贷（2 只基金）

Decalia 
高盛集团
NN Investment Partners
RobecoSAM

㯵鰓饅燍孉粶鄽牨

㯵鰓饅燍孉粶鄽牨

豕燍孉粶鄽牨

豕燍孉粶鄽牨

* 今年年初至 2020 年 8月

1

6

10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上半年

保守估计

0

6

10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

Alphabet 公司
巴斯夫（BASF）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Daiken Corporation）

汉高（Henkel）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株式会社钟化（Kaneka Corporation）

美威（MOWI）

欧文斯科宁（Owens Corning）

百事
飞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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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正开始抓住循环经济带来的机遇

㫓詛 18跣桸䯖醮孉粶鄽牨桹饅艊鍋烏嶗鐭棈墡錨

俋夿亱鎢、麹磢 2017妘㫤煫桹澑貙▕㳟䯖貶勢鑫

2020妘跤梕䯖藥愥㠣驌孭䇗筧。緤佖惡㠽嶗䗮茊

䇗筧鮪廟艊踽㒄抲辭縟墱鄽扢熱鑫 10誆豕燍徏

㯵鰓饅燍孉粶鄽牨艊駡懸▕㳟、

鮪㫓詛 18跣桸䯖鮪墴陸驌䀅ǹ。熴蹺墴䧵䀅ǹ。

烰踔䀅ǹ。駻賣蹺䅕䇗筧䯒ING䯓。揦樰佖踹濕訵

梽椨艊夎錫醣䯖靧啨 10誆暅鮪踵孉粶鄽牨牆誤抲

辭@㡊艊駡誒鍋樞嬱飨䎌濕僨ǹ、

靕 2016 妘飨棾䯖悅㡊鲋孉粶鄽牨牆誤艊蟔懸▕

㳟斶㳝墱亱鎢靧 10縛䯖謾跤藥愥䏣䅺悅㡊。蟔懸

鐭棈嶗蟔懸鍋烏訵▕㳟、

䀅ǹ㠽潎。䎋茩@㡊嶗墮䅺䎘╪雩熱粷鑫貙備艊

㢑獻、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扢熱鑫酽潎 50 鳗

漥廬䯒郿諦 60鳗銊廬䯓艊惡㠽墡錨䯖揦樰佖踹濕

鮪瑪駡誒餱縶廟怱ǹ酽䎋⿷旿姠婮窹噴㚴䯖漥爳

悅㡊䀅ǹ醮鲕咲漥爳桭俋艊蹺咲釣㫧䀅ǹ嶗梽椨

鎽諦扢熱酽䎋豕燍鲋孉粶鄽牨艊 100鳗漥廬䯒郿

諦 118鳗銊廬䯓㠽潎嶗悅㡊㚧陝、

藥愥呏茊墮䅺䯒AXA䯓鮪廟艊墮䅺駡誒澐鮪踵

P2P邁鲶鄽牨訵孉粶縟趵浧媀壽呯昦艊㓦噴昷

橉、

粷桹橉籌詵踵孉粶鄽牨偧駁踵㡊鲲諎絔駡誒。䀅

ǹ嶗謾骼㳟@桽烏駡誒攝㬬麽過抲辭設澒慇啂、

㫥鲢橉籌嗴蛵鑫孉粶鄽牨煢媆㡊㳟艊疦撾䯤靕

2020妘設飨棾䯖豕燍徏㯵鰓饅燍孉粶鄽牨艊駡

懸▕㳟忞諎絔艊㡊鲲墱亱鎢 6縛䯖鞲 3鳗銊廬亱

鎢勢 20侸鳗銊廬、102020妘醢約妘䯖㫥鲢▕㳟

艊ィ粷妕鰍瀷杒曐䯒Morningstar䯓鰓貙▕豈䗮

熱5.0跣艁鰓砎䯖ィ暺鑫孉粶鄽牨詵夃棾㢋䎰螻悞、

靧鲋㫥蟢〓婬ィ粷曧壠詵慁醁䯖梥棾㫤䈑㒄㫧ǹ

蔠裮饅燍、

孉粶鄽牨桹錫鲋㫊勢苳諎梽椨嶗謾骼濕苩荁饅

鍎艊㒄烢䯖偧餚樴賣䀅ǹ謄ǹ䂏嘪働·鼢貿䯒Sam 

Woods䯓鮪謾 2020 妘 7桸㾗唻炚鎬黌誼䃾䎪

釀酓㳟@麟趵䒫夌怱ǹ呭艊惡紉跤忞抲熱艊㒄

烢、11澑侳䯖僨嗴孉粶鄽牨豕趵蓜㛌嶗恖镾䯖詵飨

夎錫㳟@梽椨醮暀苩啔孉粶鄽牨㓉慘䗮嗃㚴䎪艊

麟趵咃忊㫧ǹ扟㓩、

 

“ 自 2020年初以来， 

专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 

所管理的资产已增加 6倍， 

从 3亿美元增加到 20多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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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抓住时机，奋勇向前

暚梽墱靧䯖㳟@趵姉濕羮㫥酽獻俧䯖釣㫧諤ǹ趵鎢

寚謭孉粶鄽牨㩸矇、喼諎㫝梕@㡊亱䂏頌杛啹長䯖

貶㒄怳俋孉粶鄽牨㓇浧妛擄鰓悁賓梽㭔䯖㫤䈑㒄桖

侸艊㡊㳟嶗ǹ誤、

鮪釣㫧諤ǹ趵謭孉粶鄽牨㩸矇昷䉳䯖忞桹㳟@贋醮

鍎㰊啔僨慽㳛㒄慘羮、悅㡊鍎。䀅ǹ嶗謾骼㳟@桽

烏駡誒愗桹㢹侽艊㓇浧。嬁閼撾嶗豕趵蓜㛌棾釣㫧

嶗敆慁麟趵呺粷㫥酽㩸矇、䅵鑫唻擄鰓呺粷孉粶艊

麟趵㫧ǹ悅㡊嶗鞲㳕扅趵跤摌㡊䯖㫤䈑醮諤ǹ趵艊

駡誒婩嗴諦慘䯖䨺轄骼髦㫧ǹ㩸矇、

敤姛。俖ǹ嶗㳟@苳諎梽椨詵敆慁妛扢誤蟔鳏悅

㡊呺粷孉粶鄽牨㩸矇、敤姛詵飨茻扟唻孉粶鄽牨

牆誤嶗攝昦㫧ǹ悅㡊䯖薶呯茩槪昷謭䯖妛㬦㫓呯麽

訵昷媀攝㬬駡妕覅鲅粶乵、敤姛㫤詵飨㬦㫓媰壽

惡峗悩䉃嶗啔孉粶鄽牨牆誤艊呯躏嶗慇槪䯒偧︹漥

茒詵慁醁㳟@鰓貙昷橉︺䯓槪豈誼䯖抲䗮㬛暺姪、12

俖ǹ嶗㳟@苳諎梽椨詵飨啔孉粶鄽牨氥寳鄐駱勢

䏣䅺㛊幫嶗婠浧跤䯖㫤詵飨扜踆啔孉粶鄽牨氥寳

鄐駱勢醠頥呯㳝哃椡訵䉯™酛昷熴跤、

酁諦駡邁㡊梪。蟔懸㡊梪嶗帍櫞㡊梪艊玈諦@㡊

㓦噴昷橉詵飨踵桖䇏驔嬱㡊㳟敆慁艊孉粶鄽牨▕

蕬㛄昻婠㛄嶗䂏酺敱梕攝昦抲辭@㡊、踵敆慁㫥

蟢㩸矇䯖啔䈑㒄桖〓誼艊斶懪、偧楇䈑㒄唻㡊梪㫧

ǹ俋㓇浧㳛昦呯瀕䯖桖鎢㬛暺嶗酽靪艊孉粶酺敱

斶懪䯒藥愥證諍斶懪嶗頌蒝屟趵酺斶懪䯓啔靧饅㳛

㒄、䅵鑫亱鎢頴愛·䧍陸䅏緥▕㳟＝ Circulytics䯖13

訵豕䃸羮鲋ゎ㳝孉粶酺敱艊墡錨飨侳䯖㫤䈑㒄啔孉

粶酺敱慇槪鄐駱勢炚鎬荁饅㠨烏惡峗悩䉃墡慘鄩

䯒TCFD䯓14嶗詵慁醁＝㚧豈賒僡蘚＝䯒SASB䯓15 

訵粷桹踽㒄橅楯廟、桭謚䯖㜉斾＝㚧㓇賒詵懲孉粶

縟趵浧媀嶗鄡屟䏣䅺艊㛊幫桖錨魍ィ屟、

2020 年上半年， 
专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的平均

表现比基准高出

百分之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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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有助于实现 
气候变化和其他 ESG 目标， 
同时创造新的、更好的 
增长机会

1
迂玻鹅碘涪懿礁μ饣稗涪杂芤佨ESG佪塤櫪么杳壤\獅笃卧当乘法

躲吃磊蓉涪哝潇伍习呱勝醭鏞鳞髫櫪ν汇乐艹啭逞唪翔涪潇芤啭

逞櫚嚶呱踯出酮歇U佮潘懿杳章娃吃勝醭韪壤樸绰ν益斤佮宝\1

RêG殻挤髫惘佮潘懿杳章二懊個給 ESG佮孟锡艇呱μ纹厩呱铰諑

民聪攣纹今呱拔膊ν



1.1 气候变化和 ESG 
已成为金融业的重要高层议题

金融业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和其他社会
挑战会带来重大投资风险。

鳏髦㢐棾㢐杚㭚鰱㚪㛌勢炚鎬荁饅䏣䅺曧㳟@䏣

䅺艊酽跣棾瑧䯖雩曧㳟@袊呯艊酽跣疦鮪儨鑚、

各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保险公司正投
入更多时间来评估其投资组合中的气候风
险和机会，制定其ESG战略，提高应对能力。

樰懪蔠裮駡誒 Opimas嶗瑪絑詵慁醁悅㡊鎽茒

艊斶懪䯖ESG悅㡊墱鞲 2016 妘艊 23醐鳗銊廬

䏮緣靧 2020妘艊 40醐鳗銊廬、16,17孭嶯宺䀅ǹ

幫㚧䯖勢 2030妘䯖95%艊諎絔㡊鲲䯒AUM䯓䯖張

130醐鳗銊廬䯖啔樰懪酽倧 ESG慇魑㫧ǹ諎絔、18

鎽諦蹺㠥㠩麇悅㡊囑賒䯒PRI䯓艊誐鉣蹺斶㳝墱鞲

2006妘艊 100跣亱鎢勢2020妘艊3000侸跣䯖

諎絔㡊鲲㓇浧㢋㫓 100醐鳗銊廬、19㢋㫓 50咲

㳟@梽椨墱駡婩恔㜀樰懪＃蟨叧謙蘙茩槪䯒SBT䯓

鞏㚴￥㛄呯謙戹茩槪䯖鹾 2020妘諎絔㡊鲲扟㫝

5醐鳗銊廬艊梽椨悅㡊鍎墱恔㜀䯖慘踵＃僕䈇戹

敡㡊鲲忞桹鍎鎽茒￥艊酽㯵鰓勢 2050妘啔謾悅

㡊鄩諦㩸矇踵僕䈇珕咇炚鉢戹敡、202020妘䯖㳟

@趵熱粷鑫跏跣㩸矇㓇浧誼艊朄魳橉籌䯤瑪絑桭

俋艊㡊鲲諎絔駡誒㠣驌孭䇗筧鎢駱鑫＃炚鎬ǹ誤

100+￥䯖酽跣暅鮪敘櫞炚鎬惡峗悩䉃妛懲縟趵徔

耚醮︹墴䧵鄖呯︺茩槪墮慁酽靪艊悅㡊鍎筧鉢䯥墴

陸驌瑪絑悅㡊䀅ǹ雩㛄呯鑫 2050妘僕䈇蘙戹敡

茩槪、21,22 

各国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央行也在采取
行动，将气候相关风险转化为机遇。

噴詇鍎澐鮪壽呯桹濕槪豈嶗熴㓇䯖偧漥茒詵慁醁

僨嗴牆誤鰓貙鉢跀䯒︹漥茒詵慁醁㳟@鰓貙昷橉︺䯓。

醠頥鍋樞槪豈嶗炚鎬▕豈訵、諤蹺俖ǹ雩鮪扜踆

偧駁鮪謭炚鎬䈇㠥駻鄽牨㩸矇㫓蠿跤僨慽慘羮、

籌偧䯖漥爳俖ǹ䯒ECB䯓ィ暺謾酽茻鮪蔠裮偧駁

濕羮謾醐鳗漥廬艊㡊鲲㠳龈镾呺粷醠頥茩槪艊㡊

鲲、讜暚䯖跤蹺鳏炓䀅ǹ鎽諦謾骼嗎跣敤姛梽椨僨

壉鑫︹饅鲋椨婠醠頥㳟@鉢跀艊慇啂嶯㓄︺23諤

蹺俖ǹ嶗苳諎梽椨㫤婠襫鑫＃㳟@鉢跀醠誼鈫酖￥

䯒NGFS䯓嶗＃炚鎬荁饅㳟@惡峗悩䉃墡慘鄩￥䯒TCFD䯓

訵妕詬、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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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攫取型、废弃型经济模式 ...

塑料

时尚与纺织品

食物与农业

98%
7

9800万

8200万

3.59亿

99%
8

98%
9

我们当前的经济模式是 
“获取 - 制造 - 废弃”

蹿攣涪被菅锲蛾
有限资源

谋馁陂
无法在闭环中循环利用的材料

1  2018 年，3.59 亿吨塑料被投放到市场，这些塑料主要使用化石原料制成。欧洲塑料制造商协会，关于塑料的事实（2019 年）

2  2015 年，纺织业使用了9,800万吨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用于生产合成纤维的石油，用于种植棉花的化肥，以及用于生产、染色、
抛光纤维和纺织品的化学品。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2017 年）

3  农业每年需消耗大量的磷、钾和其他有限资源，2017 年消耗了 8,200 万吨五氧化二磷和氧化钾合成肥料，其中很大一部分用
于粮食生产。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城市与食物循环经济》（2019 年）；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肥料按养分分类》（2017 年）

4   UN Environment, #BeatPlasticPollution

5   瑞士信贷，《我们衣柜的颠覆性变化：时尚与循环经济》（2019 年）

6   粮农组织，《全球食物损失和食物浪费》（2011 年）；粮农组织，《粮食损耗：关键事实与数字》（2019 年），

7   塑料包装数字，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新塑料经济：反思塑料的未来》（2016 年）

8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2017 年）

9   在城市，食物副产品和有机废物（不包括粪肥）中有价值的生物营养成分以堆肥或其他方式进行有价值利用的比例不到 2%。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城市与食物循环经济》（2019 年）

吨 2 
（2015 年）

吨 3 
（2017 年）

吨 1 
（2018 年）

50%

的塑料被设计为一次性使用 4

的衣物在制造后一年内 
被填埋或焚烧 5

的可食用食物被丢弃 6

33%

60%

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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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fao.org/faostat/en/#data/RFN/visualize
https://www.unenvironment.org/interactive/beat-plastic-pollution/
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news/en/articles/news-and-expertise/fashion-and-circular-economy-201905.html
http://www.fao.org/3/mb060e/mb060e.pdf
http://www.fao.org/news/story/en/item/196402/icode/


...导致巨额经济损失和诸多负面影响。

塑料

时尚与纺织品

食物与农业

15%

26%

77%

到 2050 年， 
海洋中塑料的重量 
将超过鱼类 14

吨塑料微纤维 
在 2015 年到 2050 年间进

入海洋 15

在食品上每付出一美元， 
社会就会在健康、环境和经济 

成本上付出两美元 16

踊灭杳章拔膊实浸 踊灭犰繯溟呱涌绷 13 吃肮犢瀨怒竿

10    塑料包装材料价值损失。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新塑料经济：重新思考塑料的未来》
（2016 年）

11   由于服装利用率不足和缺乏循环利用，其价值每年都在下降。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
（2017 年）

12   可食用食物浪费造成的直接经济价值损失，以及非食用食品垃圾、其他有机废物、污水和因肥料与粪肥管理不当所致氮磷
径流等造成的氮磷损失。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城市与食物循环经济》（2019 年） 

 

13   按正常情况，到 2050 年全球每年碳预算的比例——基于国际能源署（IEA）到 2050 年将全球温升控制在 2 摄氏度以内
的目标以及以下分析：世界经济论坛、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和麦肯锡公司，《新塑料经济：反思塑料的未来》（2016 年）；艾
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2017 年）；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城市与食物循环经济》（2019 年）。
按照目前的趋势，仅这三个行业的预算就会超过 2050 年每年碳预算

14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世界经济论坛和麦肯锡公司，《新塑料经济：反思塑料的未来》（2016 年）

15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纺织经济：重塑时装的未来》（2017 年）

16   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城市与食物循环经济》（2019 年）

2200万

120亿
10

5,000亿
11

13,000亿
12

美元

美元

美元

$
$

$

到 2050 年

19 頴愛 ·䧍陸䅏緥▕㳟＝ • 笃誹潘懿杳章 



1.2 循环经济对实现气候目标和 
其他诸多 ESG目标至关重要

当前的“获取 - 制造 -废弃”经济模式造
成了极大的浪费，其缺点也日益明显。

彿髦鞲靕磢跤驔僉桹䅡艊㡊瑧棾壽㬬鲲閔䯖貶懲

羮㫥鲢鲲閔艊暚䄄㬦夠嬟蓪䯖嬟寚點＝啔謾怈戨、

餄酽賽礣暃䯖㫥蟢鄡屟鄽牨浧媀啔啂靪 2015妘

靧 2060妘䄄艊瑪絑㡊瑧敁僉㳝錼縛、25㫥蟢鄽

牨浧媀＝啂靪斶鴛鳗銊廬艊麽過⺖犗㠿鮪囑棞旿。

镾瑧。梥嬱勢擄鰓濕羮艊㡊鲲飨倀姠婮窹侐絔彾

梪醢䯥桖羗䯖㫥蟢鉢跀㫤＝鎢談炚鎬黌誼嶗焑榟訵

㛾侸瑪絑屟慙徔、蹕 1嗴蛵鑫嫕頌＃驔僉 -壽㬬 -

姠婮￥鄽牨浧媀鮪醑跣饅䀽ǹ趵艊嗴粷、

循环经济打破了当前“获取 - 制造 - 废

弃”的攫取型线性模式，旨在重新定义

增长，重点关注积极的全社会效益。循

环经济旨在逐渐将经济活动与有限资

源的消耗脱钩。以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

基础上，循环经济模式基于三项原则：

从设计之初避免废弃和污染；延长产品

和材料的使用周期；促进自然系统再生。

向循环经济转型不仅仅是消除线型经

济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

通过系统性变革，增强长期韧性，创造

商业和经济机会，实现环境和社会效益。

这一概念强调了在各个层面实现经济

有效运转，创建分布式、多元化和包容

性经济模式的重要性。

循环经济通过一系列策略和杠杆来刺

激创新、创造价值：包括通过重新设计

来延长产品使用寿命、提高其可修复性；

建立数字化转售和共享平台，并推行再

制造，材料创新；实现再生农业等。

附录对已经在利用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的大型企业和创新者进行了概述。表 1

举例说明了循环经济如何在塑料包装

价值链中创造价值。

促进 
自然系统再生

从设计之初 
避免废弃和污染

延长产品和材料的
使用周期彿髦澐鮪謭酽跣 

孉粶鄽牨㩸矇

恍 1

专栏 1: 循环经济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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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可在降低全球 45%（与产品生产和粮食种植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

循环经济可减少与产品生产和粮食种植相
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实现气候目标的关
键。

抲䗮镾敱嶗㩸謭詵畝羠镾瑧詵謙啨瑪絑 55%艊珕

咇炚鉢戹敡、26貶餄㒄狆䅵湯蠶 45%艊珕咇炚鉢

戹敡䯒瀯妘 221鳗埡鲈炶誼蘙嫕㳝䯓27,28彿髦㫤䈑

㒄敘黌彿髦㛄㚧。壽㬬嶗懲羮鲲閔嶗䏴窹艊昷媀

䯒㓄蹕 1䯓、鳢鮪鲕俋饅䀽䎘╪䯒烐燊。⿷旿。㾱㿐。

㿬嶗䏴窹䯓呺昻孉粶鄽牨囑賒䯖勢 2050妘點詵

謙啨邁㚧 93鳗埡鲈炶誼蘙嫕㳝艊戹敡㳝䯖荁嫕鲋

狆䅵鑫茩頌瑪絑忞桹鲮㬦㫜㪟嫮媀鲲羠艊戹敡岄

㳝、29錨鉢詵㳕僉艊孉粶牆誤藥愥䯤鮪㛄㚧暚鍊鹷

鍜蹼屟嶗詵畝壽㬬屟䯖唻鲲閔嶗㯵鬣㫧ǹ㳛侟懲

羮。唻棞旿㫧ǹ孉粶濕羮䯖呺昻畝羠嚙羻蹁扥訵、

︹鎽諦蹺炚鎬黌誼橅楯駡郿︺訅 25漛釂郿昷俋＝

䯒COP25䯓嶗販㚨謚艊蹺咲靕踽㠧篻䯒NDC䯓鰍

墱㛇暺䯖斾諦孉粶鄽牨詇耚唻啀烢桖瑪䉳艊㓦噴

昷橉棾謙啨戹敡嶗呺粷炚鎬茩槪俋桹⻝苩、30㾗唻

鴛俋ǹ趵艊婠㚴詇耚㓄䅔嫚、

通过重新设计生产和消费体系，循环经济
还有助于解决污染问题，增强生物多样性，
实现其他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呺㣻㛇暺䯖㳕羮孉粶鄽牨囑賒詵飨敘櫞裶炚㠮㳝䯖

謙啨烐焑榟䯖墮悜羠窹侸樭屟、31飨⿷旿ǹ趵踵籌䯖

孉粶鄽牨跤艊⿷旿嶗藥⺸忞懲羮艊艊棞旿。鲲閔

嶗跀酛㰊＝⺖㳛昦㛄㚧䯖飨鞲瑧俧醢狆䅵犦爁焑

榟、鍖鮪暚啹ǹ趵䯖㩸綈嶗＝蘚壽蟿㡇訵孉粶縟趵

浧媀詵抲䗮桽⺸懲羮籹䯖鞲鍖謙啨羠鲲忞䈑艊羮

烐嶗昦鄛鄬閔榟頥嶗侐絔忞夃棾艊墡趵烐焑榟、32

鮪嚙趵昷䉳䯖畝羠嚙趵呺㣻 33詵飨怸㩸鮃佈鍣懖䯖

鎢媰贇䏴辭姉墮䆭䯖抲䗮贇䏴鬫門麽過、34 

恍 2

55%

鞲㛄㚧躐設㮌鋁姠婮嶗焑榟䯖 
飨降低斾棷麽過䀍跤艊温室气体排放

能源

嫕頌瑪絑珕咇炚鉢戹敡岄㳝 孉粶鄽牨偧駁夎錫姉唻炚鎬黌誼䃾䎪

婜䂏鲲閔嶗棞旿艊懲羮囈梕䯖 
留住其蕴藏的能源

釣㫧靕磢跀酛畝羠䯖 
从而封存鮃佈嶗鲲閔跤艊蘙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材料经济学，《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的另一半蓝图（2019 年）》

45%
产品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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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循环经济可创造 
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机会

循环经济不仅可针对ESG问题提供积极、
可行的解决方案，而且还创造了新的、更
好的增长机会。

鮪跤蹺䯖勢 2040妘䯖婠詀粶乵。鲮㬦㫜㪟。䏴窹。

鄛鄬嶗翄厸ǹ趵艊孉粶鄽牨梽＝啔踵麟趵嶗咲姲

頺荎郿 70醐鳗廬䯒郿諦 10醐鳗銊廬䯓䯖郿擇跤蹺

䎖㚧 GDP艊 16%、35鮪漥爳䯖勢 2030妘䯖謭孉

粶鄽牨㩸矇詵㬦㫓謙啨囑羠㡊瑧彾梪。謾骼咲姲

嶗敤姛敆熱飨倀鲮㬦㫜㪟。贇䏴羠鲲嶗婠詀粶乵

ǹ趵艊㠥䉳侳㯵敱姉䯖瀯妘鲲羠䗮㫊 1.8醐鳗漥廬

䯒郿諦 2.1醐鳗銊廬䯓艊敱苩、36

循环经济可为企业提供触手可及的增加收
入和节约成本的新机遇。

籌偧䯖㬦㫓唻暃䈇㯵鬣㫧ǹ錼昦嶗唻僨誤梽㫧ǹ

畝壽㬬䯖䈈㜀駡誒䯒Renault䯓謭咃忊抲辭鄽㫓畝

壽㬬䯖麽樴瀷昦閔濱 30%-50%艊鄩鬣嶗侕鬣䯖

妛慘熱＃呝偡偧昦￥艊墮㛇、372018妘䯖儨襫䇖駡

誒䯒Veolia䯓㬦㫓孉粶濕羮。熐炚嶗姠烐孉粶濕羮

訵孉粶鄽牨牆誤攝㬬鑫48鳗漥廬䯒郿諦 56鳗銊

廬䯓䯓艊敒駱䯖荁嫕鲋謾姠婮窹敒駱艊 50%、38㫊

镾駡誒䯒Danone䯓㬦㫓悅㡊詵畝羠嚙趵 39䯖晼亱

媰鑫謾辭姉䀍䋸屟䯖剴桹錫鲋駡誒瓕㢹唻䏴窹蟢

歓鰱砎嶗蟢歓昷媀㢐棾㢐巃蠻㢩艊妘㪇酽魍艊䈑

烢、40  

循环经济有助于在整个价值链和各产业创
造价值，管理风险。

⿷旿嶗藥⺸縟閔喥曧嬟偡艊籌厸䯖偧ィ 1忞蛵、鮪

暚啹ǹ趵䯖2019妘㩸綈壈鯫艊亱䂏㬫姪曧斾跣䈇

綈ǹ趵艊 25縛、41讜暚䯖䏳濕犑訵 42翄厸嶗蟨恖駡

誒墱鄽㬦㫓㳕僉孉粶鄽牨ǹ誤驔嬱鑫媰峽趵酺ィ

粷、澑侳䯖桹䎖牣慇熱䯖孉粶鄽牨昷熴詵飨書発喥

趵、籌偧䯖幫㚧鮪餚蹺䯖勢 2030妘䯖㩸綈。畝壽㬬

嶗孉粶濕羮訵孉粶鄽牨牆誤詵攝㬬㢋㫓 50醐跣

墡慘噷瀕、43,44 

作为一种产业转型，循环经济可带来新的、
更好的增长并创造更多价值。

孉粶鄽牨嗴蛵鑫酽跣㳛⿷斾跣ǹ趵飨攝㬬䂏梕麽

過艊巻杛、籌偧䯖墴㒂桹梽羕鱶羠鲲墤俧 Balbo

䇗筧墱呺㣻㛇暺䯤㩸謭畝羠嚙趵呺㣻䯒藥愥峈侟鮃

佈跤艊門鰓䯖謙啨誼叧閔悅駱䯖亱鎢羠窹侸樭屟䯖

抲䗮俠誤鍎恖镾䯓詵飨釣懲呺粷 ESG艊讜暚啔羕

鱶鲲㳝瀷™酛羠鲲昷熴抲䗮 20%、45㬦㫓扢誤澑

貙鲲趵㩸矇䯖孉粶鄽牨詵書発攝昦䯖攝㬬縟梽䯖亱

媰䋸屟䯖羾澑嗴粷熱㢋㢐 ESG艊媰俋鄽牨䖇誤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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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税收（例如，2021 年起，欧盟将对未被循环再生

的塑料包装废弃物征税）46、强制性设计要求、再生成

分要求（例如，到 2025 年，欧盟 PET 瓶的比例将达到

25%）。47 

更严格的监管

包括禁塑令、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例如，2018

年，共有 63 个国家实施了 EPR 措施，51 如产品回收计

划、押金退还及垃圾回收；欧盟针对特定一次性塑料产

品的新 EPR 计划涵盖了废弃物回收、意识提升、清理

和报告的费用）、强制性设计要求、再生成分要求。52 

更严格的监管

该种风险是由于消费者对塑料污染的意识增强。清理

整顿工作和品牌审计曝光了一些全球最大的品牌。

品牌和社会经营许可的风险

垃圾填埋禁令/税、焚烧税、垃圾进口限制（例如，中国“国

门利剑 2017”联合专项行动有效地禁止了多种废弃物

的进口，包括 PET、PE、PVC 和 PS 等塑料）。55 

更严格的监管

例如，股东倡导组织“As You Sow”在 2019 年杜邦、雪

佛龙、埃克森美孚等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提交了塑料相

关决议。49 

投资者压力

星巴克和麦当劳近三分之一的股东支持“As You 

Sow”组织的决议——逐步淘汰塑料吸管和聚苯乙烯

杯，并且要制定计划以实现包装重复使用与循环再生

等目标。54 

股东压力

因不能适应快速消费品（FMCG）公司和零售商不断变化

的需求所致。例如，联合利华承诺到 2025 年将其原生塑

料使用量减半。

收入减少风险

供应链的趋势不断变化所致（见专栏 3）。

资产搁置风险

那些能够为快消品公司和零售商提供所需解决方案的供

应商将获得创新和增长机遇。这些快消品公司和零售商

包括占全球塑料包装生产总量 20% 的公司。它们已通过

“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支持了塑料循环经济愿景，制定

了 2025目标。其中包括阿霍德 - 德尔海兹、可口可乐、

高露洁、玛氏、亿滋、百事、沃尔玛等。48 

创新和增长机遇

通过响应客户需求，例如新的交付模式、可重复使用包装、

替代材料等来实现。

创新和增长机遇

为满足快速消费品公司和零售商的需求（特别针对供应

高质量再生材料）。例如，雀巢公司承诺，到 2025 年将

投入 20 亿瑞士法郎（约合 21亿美元），以采购再生食

品级塑料。

创新和增长机遇

例如，预期合规成本提高或进口禁令等更严格的监管。

增强供应链的韧性

通过投资长期增长领域达成。例如，全球塑料生产商北欧

化工（Borealis）收购了几家塑料循环利用公司。

使供应链能适应未来 

被看作消除塑料污染的领导者。

品牌差异化

例如，强制性再生成分目标。

预期更严格的监管

和净零策略。例如，联合利华、达能和其他关键企业已联

合起来，分享减排策略——可重复使用的包装和再生塑

料可以通过保留其蕴含能源对减排做出巨大贡献。53 

实现气候变化目标

例如，强制性再生成分目标。

预期更严格的监管

例如，通过循环利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若一切照旧，到

2050 年，塑料行业将占全球每年碳预算的 15%）。50 

实现气候变化目标 

概述 - 与当前线性体系相关的风险，以及循环经济在塑料包装价值链中的价值创造机会

溅跳舁G呱段跳菸ê旯μ
帝粲菸ê旯涪比抹弓

帝粲弓改乘法μ闥羹弓μ
瓊墨涪殫改卧当乘法

唤滔μ绰勺涪 
潘懿丛菅舁G

舻 1

与当前线性体系相关的风险 循环经济的价值创造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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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转型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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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朝循环经济方向进行创新， 
以降低成本，增加收入，管理风险。

大型企业正在按照循环经济原则作出重要
承诺并采取行动。

鎽諦濕雲墱恔㜀勢 2025妘啔謾囑羠⿷旿懲羮㳝

謙約䯖踆啯醎駡誒䯒Solvay䯓雩壽呯鑫茩槪啔▕鲋

詵畝羠徏畝羠㡊瑧艊鲲閔䀏綈䎰抲䗮酽縛飨醢䯖

懲謾㫊勢鬫趵䎰艊 15%、56䗮孭鄐駡誒䯒Gartner䯓

艊酽䎋蔠裮朄蛵䯖70%艊辭姉䀍䎘啂鍎㚧陝鮪

2020-2021 妘悅㡊孉粶鄽牨、57酽鲢麟趵雩鮪

㳕僉錨鉢ǹ誤䯖呺昻孉粶縟趵浧媀、籌偧䯖屒蟨艊

＃螻敒醮㳛侟懲羮㚧陝￥㬦㫓䨺轄孉粶懲羮䯖鮪

醭讜壈鯫踵駡誒攝㬬鑫㚨㠳鬫敒、58則竑嬐寫駡誒

䯒Caterpillar䯓㬦㫓謾 Cat Reman㚧陝䯖飨酽啢

㯵鰓昦䈇㯵鬣彾梪抲辭呝偡偧昦艊〓㠮䈇鬣䯖鞲

鍖䅝濱㫜鬫彾梪、59䅔嫚㫤燒熱鑫諤ǹ趵呺㣻孉

粶鄽牨囑賒艊謾骼攝昦橉籌、 

随着这些转变逐渐规模化，循环经济正促
进整个行业的转型。

飨暚啹ǹ趵踵籌䯖䎖㚧勢 2029妘䯖桽⺸㩸綈艊㓇

浧啔㢋㫓寚暚啹、60暆梕蔠裮㫤ィ暺䯖㩸綈浧媀

鮪昦獰鑑矈肣嵔梕䄄桖錨䋸屟䯤2019妘靧2021妘䯖

䎖㚧鈫醢鲈忲壈鯫啔亱䂏 69%䯖鍖桖妭熼艊䈇綈

ǹ趵啔鬊釯 15%、61鮪⿷旿ǹ趵䯖＃昦⿷旿鄽牨瑪

絑恔㜀￥啔擇瑪絑⿷旿藥⺸羠鲲岄㳝 20%艊駡誒

醮敤姛。ǹ趵鄖＝。悅㡊鍎倀謾骼鄩鄬鎽諦㡽棾䯖

㬦㫓邁讜艊巻杛嶗酽靪艊 2025ǹ誤茩槪鞲瑧俧

醢㓦噴⿷旿焑榟䃾䎪䯒㓄醣䎇艊＃孉粶鄽牨墱鄽婩

僔敘黌諤跣ǹ趵￥惡峗蹕ィ䯓、62

各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循环经济能够提高
其竞争力，建立更具韧性的供应链，并实
现社会和环境目标。

㾗唻孉粶鄽牨艊熴㓇嶗敤詇蹁扥澐鮪㫑㬫亱䂏、

杶濕。跤蹺。颣賣。熴蹺嶗駻賣徏壽呯鑫蹺咲㣵鄡蹕䯖

徏熱詬鑫孉粶鄽牨熴㓇、漥茒僡蘚＝鲋 2019妘扢

熱鑫︹漥爳醠頥昦敤︺䯖抲熱孉粶鄽牨曧酽跣㳛㒄

敆槉䯥䆠謚鲋 2020妘設僨壉鑫︹孉粶鄽牨ǹ誤

㚧陝︺䯖謾跤藥愥酽倧啔鮪梥棾鲕妘呺昻艊㛬鄫

蹁扥、632018 妘䯖跤蹺醮漥茒僡蘚＝誐鉣鑫酽麋

饅鲋孉粶鄽牨諦慘艊㜋㓦侕宻嫚、2019妘䯖訅蠐

嗘鎽諦蹺粶乵俋＝㬦㫓鑫酽䎋饅鲋詵慁醁狆㠿嶗

羠鲲艊噴㚴䯖暺薶啔孉粶鄽牨㓉慘呺粷㛫茩槪艊

酽跣饅䀽梽壽、6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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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 
已经开始改变 
各个行业

在短短 3年 * 时间里， 
全球范围内作出 2025年转向塑料循环承诺的企业数量已从 1 家增加到 200多家

* 指每年的 1 月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新塑料经济倡议，全球承诺：2019 年进展报告（2019 年）

2017年

家签署企业
1

2019年

家签署企业

100+

2018年

家签署企业
11

2020年

家签署企业
200+

全球塑料包装 
生产总量

占

20%

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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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到 2029年， 
转售市场的规模将超过快时尚市场 
（单位：十亿美元）

预计到 2025年，翻新
医疗设备市场的规模将
翻一番 

（单位：美元）

预计到 2025年， 
共享经济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20倍 
（单位：美元） 

快时尚
二手市场

资料来源：研究市场，翻新医疗器械市场研究报告（按产品） - 全球预测（至 2025 年）- 新冠肺炎疫情的累计影响（2020 年）

资料来源：thredUP（GlobalData 市场规模），《ThredUP 2020 年转售报告》（2020 年） 资料来源：普华永道，共享经济（2015 年）

2019年

2009年 2019年 2029年

2025年

140亿

230亿

3350亿

150亿

复合年均 
增长率 9%

2
2

3
6

4
3

10

2
8

8
0

2015年

20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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漥茒張啔㾗唻詵慁醁㳟@熱詬《欧盟

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䯖暅鮪攝婠䒫跣

⺖妭熼扟糴艊詵慁醁鄽牨牆誤悅㡊鍎

＃醠頥玜雜￥䯖妛啔孉粶鄽牨燒駱謾嗎

俋粶乵茩槪躐酽、酽跣豕咲啢鄩抲熱鑫

酽跣孉粶鄽牨鰓貙跀酛棾釣㫧㫥䎋墡

慘、652020妘 6桸䯖漥爳㚴＝㬦㫓鑫 

《分类法规》䯖媰㜉鑫鰓貙艊㳛㒄屟、66,67

頴愛·䧍陸䅏緥▕㳟＝艊 Circulytics 

曧㫐鞔踵澏桭瑪䉳艊麟趵鄀孉粶酺敱

ゎ㳝墡錨䯖镾侽牣㛊麟趵斾跣㫜鬫㓇

浧艊孉粶酺敱、68 

︹昦⿷旿鄽牨瑪絑恔㜀妘姪㫧嗴嵔騙

悞鶯︺飨頌忞梥桹艊㬛暺姪䯖嗴蛵鑫諤

ǹ趵 200侸咲誐鉣麟趵梒菑⿷旿孉

粶鄽牨艊昷謭僨嗴艊㫧嗴、69

孉粶鄽牨曧世界基准联盟啔羮鲋薶呯

2000咲饅䀽麟趵詵慁醁僨嗴茩槪艊

酴跣跀酛屟㩸矇▕豈躐酽、70 

概述 —— 旨在界定、衡量或披露循环经济活动的措施

舻 2

1

2

3

4

5

6

7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鲋 2020妘 5桸啔

孉粶鄽牨囑賒鄐駱桖昦艊︹姠婮窹悞

鶯槪豈 306︺、71 

材料循环指标曧酽潎羾頴愛·䧍陸䅏緥

▕㳟＝嶗 Granta Design 鎽諦婩僨

艊㛊幫墡錨䯖麟趵詵濕羮㫥潎墡錨㬦

㫓敘㫧謾鲲閔㛄㚧嶗棞旿㳕㠳昷橉棾

懃驔䎰侳孉粶麽過、72 

循环转型指标曧酽跣羾跫翨詵慁醁僨

嗴墡縟絔鲇＝婩僨艊靕彿㛊幫橅楯䯖

詵夎錫麟趵鑫㓦謾窹㠮牐嶗镾瑧狆鍣

艊孉粶ィ粷、73 

醢㫼呯躏嶗慇槪詵飨慇啂妛媰誼謾骼饅䀽蹁

扥䯖偧 SASB74。TCFD75 嶗 CDP76䯖雩桹錫

鲋酛酽䉯㳟@慇槪嶗悞鶯䯖夎錫悅㡊鍎㛊幫

鞲嫕頌鄡屟鉢跀㩸謭孉粶鄽牨忞䉳踮艊梽㭔

嶗䏣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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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大趋势正在加速这不可避免的转变：
从当前的线性经济转向循环经济。

炚鎬黌誼。羠窹侸樭屟跬俢。㡊瑧蠮鈇。姠婮窹嶗

焑榟艊嬁閼㰊鮪挀蛵䯖跀酛屟黌䉺贖醭咷醿、澑侳䯖

鳏訥酁椨嶗咃忊䈑烢艊黌誼踵孉粶鄽牨㩸矇攝㬬

鑫媰俋艊䖇誤撾、籌偧䯖╙壈誼啂靪鳏訥哣姪亱鎢䯖

懲縟閔嶗棞旿艊牐㬦桖鎢桹敱、

蔠裮㫤ィ暺䯖唻鲋焹㩱。䌄貊嶗倹寵閔訵䯖轅螦酽

魍㢐棾㢐韓謭鲋驔嬱鍖䉯愗桹䯥骼髦唻粶乵嶗蛼

＝䃾䎪艊嶯㛌醭昢亱媰䯖㫥澐鮪敘黌骼髦艊狆㠿

浧媀嶗閔窅寋㛠姪 77斶叄誼。靕誤誼。鳏墡杶镾嶗

謾骼攝昦夃棾鑫昦艊孉粶鄽牨梽㭔䯖偧斶叄誼邁

鲶嶗㩸綈妕詬。懲羮3D怇棧恖梮艊鰓壉媀羠鲲訵、

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向循环经济转型迫在
眉睫。

鮪㫥鯫戰梽艊暆梕䅆瀇䯖㚾侸瑪絑辭姉䀍艊閒媥

屟柟䉃晹㭤䯖謾跤飨語聴㛄侕蓪鈇䃾䎪桭踵朄魳、

孉粶囑賒踵澑抲熱詵䉱艊㓦噴昷橉䯤鞲㛄㚧嶗鲲

閔敤詇罌踃駱忲䯖籌偧鍊鹷詵販侟屟。詵㳛侟懲羮

屟嶗梪鰱畝壽㬬疦撾䯖賒詵唻辭姉䀍䋸屟嶗縟趵

覅鲅撾俋桹⻝苩、

孉粶鄽牨镾侽飨㪏濱艊彾梪恇錫鄽牨侟飝䯖䅝濱

梥棾畝漛㭔勢澑貙賠韌艊詵镾屟䯖妛鮪ǹ趵嶗蛼

＝廟㯵攝㬬桖媰鹾慁蹼艊䋸屟、782020妘 6桸䯖

50侸謖䒫夌怱ǹ呭嶗謾骼桹嬁閼撾艊跣鳏鮪︹㳟

@暚悞︺酽麋敆慁啔孉粶鄽牨慘踵釣㫧桖偡亱䂏

艊㓦噴昷橉艊鎽諦佪暺醢誐叄ィ尓、79 

“ 对于汽车、音乐和奢侈品等， 
千禧一代越来越倾向于享受 
而非拥有； 
同时，他们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
聚焦也正改变他们的消费模式和
品牌忠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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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融资市场 
正在快速发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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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最近，循环经济相关的金融活动急剧增加

过去三年，资本市场的循环经济活动显著
增加，尤其是在过去 18个月。

悅㡊孉粶鄽牨艊駡懸▕㳟斶㳝鞲 2018 妘艊 1誆

亱鎢勢 2020妘妘跤艊 10誆䯖謾跤藥愥㠣驌孭䇗

筧。緤佖惡㠽嶗䗮茊䇗筧訵酽鲢瑪絑桭俋㡊鲲諎

絔駡誒諎絔艊▕㳟䯒㓄蹕 4䯓、䆠菑嫕頌‖侸醢壈

駡誒墱㳕羮孉粶鄽牨囑賒䯖剴瑧瑧醭昢桹昦駡誒

醢壈䯖詵悅㡊䎘╪澐鮪醭昢怳俋、 

籌偧䯖鮪鄡倹寵閔㩸綈妕詬 The RealReal 鮪

2019妘㬦㫓䒫漛駡婩懸鐭䯒IPO䯓驔嬱 3鳗銊廬

@㡊、

在固定收益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模
式。

㫓詛 18跣桸䯖壈鯫醢熱粷鑫靧啨 10誆暅鮪踵孉粶

鄽牨牆誤抲辭㯵鰓@㡊艊駡誒鍋樞䯖岄㳟䎰㢋㫓

100鳗銊廬䯖棾靕墴陸驌䀅ǹ。熴蹺墴䧵䀅ǹ。孭

嶯宺䀅ǹ。䗮茊䇗筧。烰踔䀅ǹ。嶯俋濕鎽諦鮒墮

鈵䀅ǹ厸駡誒 Banca IMI。緤袹㳟@䇗筧。揦樰

佖踹濕。駻賣諦慘䀅ǹ嶗熴蹺蠻趵䀅ǹ訵踽㒄悅

㡊䀅ǹ䯒㓄蹕 5䯓、

“ 随着当前众多上市公司已采用
循环经济原则， 
又源源不断有新公司上市， 
可投资领域正在不断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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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私人债务在内的早
期和成长期投资，也见证了循环经济活动
的迅速增加。

靕 2016妘飨棾䯖饅燍孉粶鄽牨艊蟔懸▕㳟斶㳝

亱䂏靧 10縛䯥㫓詛醑妘䯖婩僨⿷旿桬魍閔艊設攝

麟趵墱鄽誈䇗勢㢋㫓8.5鳗銊廬艊㡊㳟䯒㓄蹕6䯓、80

㫓詛醑妘䯖銊蹺蟔懸鍋樞壈鯫醢艊孉粶鄽牨䎋茩

雩誈䇗勢鑫俋㳝㡊㳟䯖謾跤㢋㫓 5鳗銊廬悅駱啔

嚙謄鲲閔㩸誼踵縟趵鲲閔艊䎋茩、81,82 

银行贷款、项目融资和保险也显示，循环
经济活动在不断增加。

喼諎樰懪駡婩詵羮斶懪嬟䇏㛊幫孉粶鄽牨牆誤艊

㓇浧䯖貶備豸澐鮪僨羠㠮黌、酽鲢䀅ǹ墱鄽婩僔蠘

椥踵孉粶矇駡誒抲辭@㡊䯖偧嶯俋濕鎽諦鮒墮鈵

䀅ǹ抲辭 50鳗漥廬䯒郿諦 59鳗銊廬䯓惡㠽呏戹䯖

駻賣䀅ǹ㛄呯 2020妘 10鳗漥廬䯒郿諦 12鳗銊廬䯓

@㡊茩槪䯖飨倀駻賣蹺䅕䇗筧䯒ING䯓嶗駻賣諦慘

䀅ǹ壽呯豕䎋㠽潎㚧陝、䅵澑躐侳䯖踵孉粶鄽牨

▕蕬㛄昻抲辭@㡊艊蟔懸嶗玈諦墡錨雩桹忞亱鎢、

亱䂏艊㫤桹踵呏茊墮䅺䯒AXA䯓訵俋矇梽椨嶗攝

昦矇設攝麟趵邁鲶浧媀抲辭艊昦墮䅺㓦噴昷橉、

全球各国政府、多边开发银行（MDB）和
开发金融机构（DFI）都在提供资金支持，
开发循环经济潜力。

跤蹺蹺咲婩僨䀅ǹ墱鄽踵槒㫊梣孉粶鄽牨㛛䖢嶼

抲辭㡊㳟敆慁䯖謾跤藥愥 4,000鳗廬䯒郿諦 560

鳗銊廬䯓羮鲋婠㛄嗎跣墡趵▕鰱、83鮪漥爳䯖孉粶

鄽牨曧漥茒僡蘚＝ 1醐鳗漥廬䯒郿諦 1.2醐鳗銊廬䯓

＃漥爳醠頥鄖㚴悅㡊㚧陝￥艊饅䀽敆槉、84㫓詛鲕妘䯖

漥爳悅㡊䀅ǹ䯒EIB䯓踵孉粶鄽牨䎋茩抲辭鑫㫝

25鳗漥廬䯒郿諦 29鳗銊廬䯓艊㠽潎䯖恔㜀謭漥爳

孉粶羠窹鄽牨▕㳟抲辭 1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

廬䯓艊㡊㳟䯖㫤醮鲕俋彾蘚蹺釣㫧䀅ǹ嶗梽椨鎽

諦扢熱酽䎋豕燍鲋孉粶鄽牨艊 100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廬䯓㠽潎嶗悅㡊㚧陝、85癛俋濕鲡敤姛㬦

㫓酽咲駡邁梽椨ⅩⅩ玜燳镾瑧@㡊駡誒䯒CEFC䯓䯖

彾襫鑫酽誆 1鳗癛廬䯒郿諦 7,100醐銊廬䯓艊癛俋

濕鲡孉粶濕羮悅㡊▕㳟䯖羮鲋悅㡊觻諦孉粶鄽牨

囑賒艊䎋茩、86 

饅鲋悅㡊。䀅ǹ嶗墮䅺䎘╪粷桹孉粶鄽牨墡錨嶗

桽烏艊桖瑪䉳氥㫼䯖㛽贋䄕訅 4覈、

“ 过去 18个月， 
市场上出现了至少 10只 
旨在为循环经济活动提供部分 
融资的公司债券， 
总金额超过 1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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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 4 恍 5

恍 6

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数量 关注循环经济的流通企业债券数量

贝莱德集团
法国巴黎银行
Candriam 
基石基金集团
瑞士信贷（2只基金）

Decalia 
高盛集团
NN Investment Partners
RobecoSAM

㯵鰓饅燍孉粶鄽牨

㯵鰓饅燍孉粶鄽牨

豕燍孉粶鄽牨

豕燍孉粶鄽牨

* 今年年初至 2020 年 8月

1

6

10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上半年

保守估计

0

6

10

2018年 2019 年 2020 年 *

Alphabet公司
巴斯夫（BASF）

大建工业株式会社 
（Daiken Corporation）

汉高（Henkel）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
株式会社钟化（Kaneka Corporation）

美威（MOWI）

欧文斯科宁（Owens Corning）

百事
飞利浦

关注循环经济的私募基金数量
保守估计： 

包括专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私募债务基金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上半年

3
5

14

25

30

从 2016 年至 2020 年
上半年，私募基金的数
量已增加至 10 倍

x10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分析

33 頴愛 ·䧍陸䅏緥▕㳟＝ • 笃誹潘懿杳章 



3.2

3.2.1

早期例子表明， 
向循环经济转型已经为金融业创造了价值

吸引资金流入

早期证据表明，循环经济基金可以满足客户对投资的需求：既能获得有竞争
力的回报，又有利于社会和环境。

喼諎㡽砎㪏濱䯖貶靕 2020妘設飨棾䯖豕燍徏㯵鰓饅燍孉粶鄽牨艊駡懸▕㳟忞諎絔艊㡊鲲

墱亱鎢 6縛䯖鞲 3鳗銊廬亱鎢勢 20侸鳗銊廬䯒㓄蹕 7䯓、87 

G枸鏖式蠕次次闹剧垂艹佮赌罚嚏式安黉窝噲佮 
蚌涂污呱ê改涪卧当二掣绰舻脱佮 
潘懿杳章么杳壤\獅笃G呱1R拔膊銦荡豢媪ν

2020 年前 8个月， 
关注循环经济的公募基金所管理的资产已增加 6倍

恍 7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3亿美元

>20亿美元

x6
增加 6 倍

2020 年 8月 31日

2020 年 1 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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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催生融资和咨询业务

循环经济专业知识和产品正在吸引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会的极大关注，并将有
助于吸引企业和机构客户。

羾鲋孉粶鄽牨㬦夠唻麟趵艊㫜鬫。辭姉䀍嶗@㡊䈑烢鲲羠茻扟嬁閼䯖藥愥䅏㳚墴墴。詵訥

詵貊嶗䏳濕犑訵俋矇㣮蹺麟趵鮪廟艊斶艁咲駡誒澐鮪㳕羮孉粶鄽牨囑賒、鍖敘㬬羠鲲鄡。

縟趵浧媀嶗棞旿懲羮昷熴訵詵镾䈑㒄㫧ǹ俋㳝悅㡊、籌偧䯖䇑墛駡誒恔㜀䯖勢 2025妘啔

悅駱 20鳗緤佖熴㯛䯒郿諦 22鳗銊廬䯓羮鲋鞲囑羠⿷旿㩸謭䏴閔鄀畝羠⿷旿、88孉粶縟趵

浧媀䯒偧＃鲲閔張桽烏￥徏邁鲶浧媀䯓醭讜鲋▕鲋忞桹棈艊㫜鬫昷媀啔嬁閼粷㳟牐㱚鉝嶗

㡊鲲㠥鍋ィ、䈈㜀駡誒墱濕羮㫥蟢浧媀踵翄誤焹㩱抲辭翄焏蟿㡇昷橉䯖妛扢熱鑫 ZITY,瑪

翄誤焹㩱邁鲶桽烏、89㬦㫓㩸綈棾婜䂏鲲閔懲羮囈梕䯖鞲婠詀棞旿勢暚啹窹閔訵㡊鲲艍詵

㬎羮䯖貶頌抲曧唻湯蠶麽過嶗㫜ǹ跤壈鯫㫧ǹ㛊幫、籌偧䯖鮪墴㒂䯖嵷杚醮 Sintronics諦慘䯖

㬦㫓螻敒嵷杚鄮覜翄厸㛄侕攝㬬麽過䯖謾咃忊嬱飨頺荎䗮㫊 30%艊彾梪䯖97%艊螻敒棞

旿嶗鄩鬣雩嬱飨㳛昦㫠螻勢辭姉䀍跤、90攝昦矇㣮麽過䀍諦慘．飽饅跀雩＝夃棾㠩麇嶗

麽過鰓㱚昷䉳艊鍊㳝䯖䈑㒄竑濇艊豕趵蓜㛌、

侸咲瑪絑䎘魯䀅ǹ墱僨ィ鑫饅鲋孉粶鄽牨屒嶎艊鄏䎘旝覈䯖妛婩僔㬦㫓豕咲饉㛨桽烏。㡊

㳟懸䇗。茻扟@㡊嶗豕䎋悅㡊訵昷媀敆慁咃忊謭孉粶鄽牨㩸矇、籌偧䯖駻賣䀅ǹ。熴蹺墴

䧵䀅ǹ。漥爳悅㡊䀅ǹ饉㛨駡誒䯒EIB Advisory䯓。駻賣蹺䅕䇗筧䯒ING䯓。嶯俋濕鎽諦鮒

墮鈵䀅ǹ䯒㬦㫓謾孉粶鄽牨呺䖢咇䯓嶗駻賣諦慘䀅ǹ訵䀅ǹ梽椨㰊抲辭鑫呯壽鲲閔嶗恖梮

倀㳟@饉㛨敆慁、䗮茊䇗筧啔孉粶鄽牨慘踵謾 7,500鳗銊廬詵慁醁@㡊茩槪艊饅䀽敆槉

躐酽䯖鍖揦樰佖踹濕墱壽呯酽䎋⿷旿姠婮窹㓦噴昷橉䯖㬦㫓抲辭酁椨屟鲲閔。@㡊嶗⿷旿

攝昦饉㛨訵蹁扥飨㫊勢 2030妘啔䅂澏。謙啨嶗狆䅵 5,000醐埡㫧駱靕磢粶乵艊⿷旿姠

婮窹艊茩槪、

“ 数百家公司正在采用 
循环经济原则， 
这对其运营、供应链和 
融资需求产生着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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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提供有竞争力的风险调整后收益

通过采用循环原则，企业可以创造新的收入来源，降低成本，刺激创新，减
轻风险。

孉粶縟趵浧媀㬦㫓飨醣侸蟢饅䀽昷媀攝㬬麽過䯤

•  抲䗮㡊瑧羠鲲撾䯖頺郿彾梪䯤籌偧䯖俠昤驌昤駡誒㳕僉＃慍暚斶㚧㠿￥艊媆撌醎悜諎絔昷熴䯖

懲侸㫊 95%艊暃媆撌䈇㯵鬣呺粷螻敒徏孉粶濕羮、91  

•  櫐鄀濕羮謄鲲閔䯤籌偧䯖艁儨餚贜駡誒䯒AB Inbev䯓啔㲍㬬㫓蠿艊謄鲲閔㩸誼踵哱塒

鼶艀㠮艊䏴閔、92  

•  攝昦嶗婩㪫昦壈鯫䯤籌偧䯖嵷杚駡誒㬦㫓抲辭▕鲋窹鎽鈫艊＃怇棧張桽烏￥㚨䄕浧媀

㫧駱酽跣昦艊壈鯫䯖讜暚扢㫧仌苵艊孉粶濕羮、93 

㜉斾縟趵浧媀䯖懲躐觻諦孉粶囑賒䯖雩桹錫鲋䅝濱辭姉䀍跤昢徏㡊瑧麽樴燆誤訵鄡屟浧媀

躉桹䏣䅺、94

早期采用循环原则的企业在循环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可以获得竞争优势。

籌偧䯖⿷旿焑榟啂靪苳諎桖鎢跛樴䯖狆㠿鍎囁佪䗮猄䯖寚㬫狆㠿閔駡誒嶗䈇綈縟澐鮪唻澑

會熱螻姉、㫥鲢麟趵鮪㛾偧獕焨桹䃾䎪艊藥⺸。謙啨囑羠⿷旿艊䈑烢嶗亱鎢畝羠彾鰓艊懲

羮訵昷䉳慘熱駡婩恔㜀妛壽呯茩槪䯖鰍詵茻扟嬁閼勢醢珪艊棞旿嶗藥⺸辭姉縟飨倀醣珪艊

螻敒。鰓愔嶗孉粶濕羮ǹ趵、唻澑䯖麟趵餄镾侽抲辭詵㳛侟懲羮藥⺸徏䏴閔鄀畝羠⿷旿訵

孉粶㓦噴昷橉䯖賒镾桖偡鰱㬎姉㫥鲢醭昢黌誼艊辭姉䀍㢑獻䯥鍖㳕僉鄡屟㫜ǹ浧媀艊麟趵

賒詵镾＝䉳踮桖䗮艊䏣䅺䯖偧酽漛屟⿷旿蝫魑徏㡊鲲⺖挧鉝訵䯒㓄ィ 1徏豕槵 2䯓、

早期迹象表明，循环经济研究和分析有助于获得超额回报。

㶃鲋孉粶鄽牨茩頌啹侐鲋設梕䅆瀇䯖㫤醭镾▕鲋蓪梕螻悞慘熱暺薶酁㛀䯖貶 2020妘醢約

妘桹㬅㝧ィ暺孉粶鄽牨艊悅㡊螻悞桹詵镾㢋㫓▕豈過、鞲 2020妘 1桸設勢 6桸姌䯖豕燍

徏㯵鰓饅燍孉粶鄽牨艊駡懸▕㳟艊ィ粷妕鰍瀷杒曐鰓貙▕豈䗮熱 5.0跣艁鰓砎、95梥棾

蔠裮姉饅燍㫥蟢〓婬ィ粷曧壠＝慁醁䯖妛啀烢桖偡鰱絔㓦謾鑨謚艊疦鮪䖇誤罌踃、

5.0
2020 年上半年，专注或部分关注循环经济的
公募基金的表现平均比基准高出5.0个百分点。

个百分点 资料来源：艾伦·麦克阿瑟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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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3.2.5

实现气候变化和 ESG目标

为未来经济和金融的角色展现远大愿景

循环经济有助于金融机构兑现其 ESG 承诺，满足监管要求。

䅵鑫詵姉唻炚鎬黌誼艊囑罌嶗嬁閼䯖孉粶鄽牨㫤桹錫鲋㓦噴羠窹侸樭屟跬俢。蛼＝楢覚䯖靕磢㡊瑧蠮鈇。

焑榟窹。烐焑榟嶗姠婮窹訵謾骼㛾侸粶乵䃾䎪、㳕羮孉粶鄽牨囑賒㫤桹錫鲋呺粷蛼＝嶗敤詇荁饅茩槪䯖

藥愥鮪梪鰱攝㬬喥趵梽＝。抲䗮俠誤鍎恖镾。㓦噴鄽牨跤艊醭妕訵嶗麽過鰓㱚䃾䎪。抲䗮辭姉䀍㬛暺姪訵、

循环经济可为员工、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积极的经济发展新领域和方向。

孉粶鄽牨夃棾䂏梕攝㬬麽過嶗亱媰䋸屟艊詵镾䯖讜暚剴詵攝㬬喥趵。抲䗮恖镾。呴嗋╙壈嶗羠窹侸樭屟

訵賽呺艊蠘椥敱楇、籌偧䯖餚蹺姠婮窹醮㡊瑧ǹ誤㚧陝䯒WRAP䯓嶗醠頥鎽茒 2015妘艊酽䎋蔠裮ィ暺䯖

餚蹺䇕宆綫綫艊孉粶鄽牨㩸矇㚧陝啔镾侽鮪 2030妘攝㬬㢋㫓 50醐跣墡慘噷瀕䯖詵悿狆䎖㚧艊梥棾

恖梮屟喥趵懖俢艊鲕鰓躐酽墢諢䯖桹錫鲋㓦噴糴嬁閼跛㳛鰱嶼艊酁椨屟俢趵䃾䎪、100

循环经济愿景也可以激励和指导金融服务业为社会贡献积极力量。

孉粶鄽牨囑賒詵媆啂㳟@趵艊㳛⿷䯖妛梒菑䂏梕麽過攝㬬艊昷謭僨嗴䯖呺粷鰓壉媀。侸樭誼嶗藥咷艊鄽

牨浧媀、

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能源效率提升和

电气化使化石燃料的需求趋于平缓，因

此，石化产品正迅速成为全球石油消费

的最大推动力。根据目前的行业预测，

到 2050 年，石化产品将占到石油需求

增长的近一半。96 为应对这些预测变化，

美国的石化和塑料行业已对新产能进

行了大量投资，自 2010 年以来在该领

域的累计投资超过了 2000 亿美元。据

估计，在 2020 年至 2024 年间，该行

业还将再投资 4,000 亿美元，实现新

增产能 8,000万吨。97

同时，塑料污染已引起了世界各地民众

和政府的关注，导致企业行动迅速规模

化，监管更加严格，消费者行为也正发

生变化。

“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的签署企业占

全球塑料包装市场的 20% 以上，它们

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在 2025 年之

前对包装进行重新设计。其中一项目标

是增加再生成分的使用，预计该目标在

此期间可减少 550 万吨的原生塑料需

求。同时，根据麦肯锡预测，基于原始

原料的聚合物的年需求增长率可能会

接近 1%，而不是其他需求预测所用的

4%。98  

这两种相反的趋势，即原生塑料产能的

持续扩张和塑料包装行业向循环经济

的转型可能使塑料需求增长率变低，引

起产能过剩风险的增加，使原生塑料生

产资产陷入搁置。99

专栏 2: 不断变化的塑料行业与资产搁置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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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基于英格兰银行副行长山姆·伍兹（Sam Woods）在其 2020 年 7月针对气候变化问题写给金融企业
首席执行官的信函 101 

循环经济可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决策过程提供信

息，因为它能够针对全球 45% 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提供

切实行动引导 。它促使我们对当前经济模式进行更根本

的反思，比目前大多数的净零排放战略更胜一筹

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循环经济可提供帮助识别风险并增

加对其的了解（这些风险包括塑料生产过程中的资产搁

置、各行业监管收紧的影响等）的框架

衡量循环绩效（例如通过 Circulytics 工具），将有助于

发现循环经济的全部潜力 102 

循环经济可以为金融服务公司与客户之间的部分关于

风险的探讨提供信息

循环经济可以指导针对更加基本的解决方案进行情景

分析，包括重新设计产品和服务等。这即可补充当前对

供给侧变化的关注，提供需求侧措施（例如，汽车电气

化与汽车共享模式）

将循环经济概念纳入到企业看待和减轻风险的方法中，

可以强化 TCFD 等现有信息披露举措

循环经济有助于金融服务公司实现监管机构对气候变化的预期目标

战略应对

监督与气候相关的 

金融风险

指标和量化

风险管理流程

情景分析

信息披露

舻 3

英格兰银行对气候变化的预期 循环经济如何帮助企业实现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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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环经济原则 
可引导金融业的重塑， 
并朝着长期价值创造的方向发展， 
实现分布式、多样化和 
包容的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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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公司 
如何抓住 
循环经济机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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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投资

4.1.1 股权和债务资本市场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推出或投资公募基金

藥愥踽誤嶗⺖誤矇▕㳟䯖悅㡊鲋㳕羮。呺粷徏糴苩鲋孉粶鄽牨艊麟趵、

•  凍锪判廡涣。Candriam。笺圜誹吾廡涣。Decalia。NN Investment Partners嶗

RobecoSAM 扢熱踽誤矇孉粶鄽牨駡懸▕㳟 103,104,105,106,107,108

•  脏幌枚℅鄭舁扢熱▕鲋孉粶鄽牨艊鲮曀忞鲮曀▕㳟䯒ETF䯓䯖侟壽 ECPI駡誒壽呯艊

孉粶鄽牨䎘啂鍎鐭蝄慇斶 109,110

•  荏桔辩貳。鏞哽廡涣嶗荏桔嶗炯鄭舁扢熱踽誤矇艊駡懸▕㳟䯖悅㡊鲋孉粶鄽牨䯒徏孉

粶鄽牨艊椨彾㒄踃䯓嶗荁饅䎘╪䯒偧㠥㠩麇羠鲲醮狆㠿䯓111,112,113

•  送淆桔[丛誹吾幌唄乘法佨MSCI佪魯謚扢熱鑫孉粶鄽牨嶗詵畝羠镾瑧醢壈鐭蝄慇斶、114

发行或投资债券或贷款

茻扟謭孉粶鄽牨牆誤抲辭@㡊徏懲麟趵镾侽謭孉粶鄽牨㩸矇䯖偧㬦㫓醠頥鍋樞。蛼＝鍋樞。

詵慁醁僨嗴䯒荁饅䯓鍋樞嶗䯒詵慁醁䯓㩸矇鍋樞、

•  Alphabet乘法僨ǹ 57.5鳗銊廬詵慁醁僨嗴鍋樞䯖羮鲋踵孉粶鄽牨訵馬跣㳛砎䎘╪

艊㫧ǹ跤䎋茩嶗昦䎋茩抲辭@㡊 115

•  枚挺晋乘法佨BASF佪僨ǹ 10鳗漥廬䯒郿諦 12鳗銊廬䯓醠頥鍋樞䯖羮鲋踵孉粶鄽牨荁

饅鲲閔。羠鲲恖梮醮墡頯嶗詵畝羠镾瑧艊䎋茩抲辭@㡊 116

•  谨挠锚G哮霓稗饣佨Daiken Corporation佪@㡊 50鳗暀廬䯒郿諦 4,600醐銊廬䯓䯖

羮鲋踵㳛侟懲羮婠詀棞旿嶗墡趵謄鲲閔訵孉粶鄽牨扥昻抲辭@㡊 117

•  乙瞻诫骋闹惰鄭舁佨EBRD佪僨ǹ 5鳗漥廬䯒郿諦 5.91鳗銊廬䯓醠頥㩸矇鍋樞䯖羮鲋

踵鮪壽㬬趵䯒偧誼墡。烐燊嶗㾱㿐羠鲲䯓呺昻孉粶囑賒艊䎋茩抲辭@㡊 118

•  乙瞻骚誹鄭舁佨EIB佪僨ǹ詵慁醁僨嗴嶯㛌鍋樞䯖詵羮鲋踵暅鮪釣㫧孉粶鄽牨㩸矇。

姠婮窹䎖䅂嶗孉粶濕羮艊㠽潎牆誤抲辭@㡊 119

•  御鏞乘法佨Henkel佪僨ǹ 7000醐銊廬⿷旿姠婮窹謙姠鍋樞䯖踵勢 2025 妘呺粷

100%詵㳛侟懲羮徏孉粶濕羮茩槪艊䎋茩抲辭@㡊 120

•  蔷谨丛赈繁烩便樾鄭舁僨ǹ 7.5鳗漥廬䯒郿諦 8.84鳗銊廬䯓詵慁醁僨嗴鍋樞䯖踵謾

鮪孉粶鄽牨惡㠽梽壽醣艊㠽潎抲辭畝@㡊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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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哮霓稗饣誘碘佨Kaneka Corporation佪@㡊 50鳗暀廬䯒郿諦 4,600醐銊廬䯓䯖羮

鲋羠鲲。蔠裮嶗婩僨酽蟢詵釣㫧⿷旿孉粶鄽牨艊羠窹▕鏅諦窹 122

•  殓菌乘法佨MOWI佪僨ǹ 2鳗漥廬䯒郿諦 2.36鳗銊廬䯓鍋樞䯖踵孉粶鄽牨荁饅鲲閔。

羠鲲恖梮醮墡頯䯒藥愥孉粶藥⺸㛄㚧䯓抲辭@㡊 123 

•  乙田挺怿烂佨Owens Corning佪僨ǹ 4.5鳗銊廬鍋樞䯖踵孉粶鄽牨荁饅鲲閔。羠鲲

恖梮醮墡頯䯖飨倀詵畝羠镾瑧嶗镾瑧敱籹䎋茩抲辭@㡊 124

•  咔à二k乘法僨ǹ 10鳗銊廬醠頥鍋樞䯖羮鲋踵謙啨懲羮囑羠⿷旿訵饅䀽䎋茩抲辭@

㡊 125

•  殮丛障乘法僨ǹ 7.5鳗漥廬䯒郿諦 8.84鳗銊廬䯓醠頥攝昦鍋樞䯖竑時㾗唻孉粶鲲閔

嶗㓦噴昷橉艊呺昻、126  

要求披露

孉粶鄽牨徔耚嶗慇槪䯖偧㬦㫓Circulyticsゎ㳝墡錨。昦⿷旿鄽牨瑪絑恔㜀徏謾骼荁饅墡錨、

•  脏幌枚℅鄭舁誹ê潇芤乘法。乙瞻骚誹鄭舁。赈繁谕鋏案。铴澄幌唄廡涣。LGIM骚

誹潇芤乘法。Rathbone Greenbank Investments。铴勒。Sarasin & Partners

嶗 Sustainalytics訵梽椨敆慁鑫昦⿷旿鄽牨瑪絑恔㜀 127 

•  赈繁谕鋏案僨壉鑫饅鲋⿷旿。鄡屟䏣䅺嶗孉粶梽＝艊悅㡊鍎䎖梕慇攢䯖藥愥⿷旿㢹

㬅嶗荁饅㫧嗴嵔騙䯒㳕㠳。㛄㚧。孉粶濕羮訵䯓艊惡峗悩䉃 128 

促使公司和政府参与

敤姛慘踵醢壈鐭蝄徏鍋烏慁桹昷㬦㫓諎絔棈嶗踽誤忞桹棈。悅蝄嶗噴㚴訵昷媀謭孉粶鄽

牨囑賒荱䩷䯥雩詵載熱徏惸酘㠳龈醮䉯孉粶呺㣻荁饅艊昦鐭徏昦鍋、

•  ＃As You Sow￥韪 杌 艊 ⿷ 旿 㓦 噴 昷 橉 悅 㡊 鍎 鎽 茒 愗 桹 Actiam。Aviva 

Investors。Candriam。赈繁谕鋏案嶗铴勒訵 40跣彾蘚䯖諎絔㡊鲲㓇浧䗮㫊 2.5

醐鳗銊廬、謾茩頌澐鮪蠘椥䨺轄麟趵㳕羮孉粶鄽牨棾㓦噴⿷旿焑榟䃾䎪䯖偧抲鞏懲

羮謙啨⿷旿䯖飨倀懲羮詵螻敒。詵㳛侟懲羮徏詵〡鐴艊⿷旿藥⺸、129 曐墴陸嶗䧍嫕俠

㫝醑鰓躐酽艊鐭趼敆慁＃As You Sow￥鄩鄬饅鲋㬜澒獕焨⿷旿煢諎嶗鏅餗觥硲椊䯖

妛壽呯㚧陝飨呺粷藥⺸㳛侟懲羮醮孉粶濕羮艊噴㚴、130,131 

•  赈繁谕鋏案 EOS艊諎絔筧䄯墱鄽啔焑榟。姠婮窹嶗孉粶鄽牨㓉慘酽跣饅䀽艊趵烏

㚴䎪 132 

•  铴勒壽呯鑫⿷旿ǹ趵贋醮㚧陝䯖鎢駱鑫桹饅㛫踽䎪艊悅㡊鍎鞏㚴䯖妛敆慁昦⿷旿鄽牨

瑪絑恔㜀 133 

•  Sustainalytics 鲋 2019妘蕓誤酽䎋踵梕醑妘艊⿷旿嶗孉粶鄽牨諎絔嶗䏣䅺贋醮㚧

陝䯖飨夎錫悅㡊鍎桖偡鰱鑫㓦㫥酽踽䎪䯖姉唻荁饅䏣䅺䯖悁賓梽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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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私募股权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发行或投资私募股权

㳛砎饅燍孉粶鄽牨麟趵䯖徏茻扟悅㡊鲋飨孉粶鄽牨踵樮宆麽過艊蟔鬫麟趵、

•  Ambienta䯖諎絔㡊鲲㓇浧踵 15鳗漥廬䯒郿諦 18鳗銊廬䯓䯖悅㡊鲲閔嶗桽烏镾侽抲

䗮㡊瑧敱籹嶗桹敱扡壽焑榟艊蟔鬫彾䂏矇麟趵䯖錫謾怳俋㓇浧 137 

•  Archipelago Eco Investors 澐鮪彾襫酽誆茩槪㓇浧踵 1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廬䯓

艊 PE嬁閼撾▕㳟䯖暅鮪唻攝婠⿷旿孉粶鄽牨艊麟趵㫧ǹ悅㡊 138

•  堝懿繁宝拜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墱彾襫酽誆茩槪㓇浧踵 3鳗銊廬艊 PE䎘

啂撾▕㳟䯖豕燍鲋敒㠳孉粶濕羮。藥⺸。桹梽。暚啹嶗翄厸鲲閔䎘╪艊麟趵飨怳俋孉

粶辭姉䀍㓇浧 139

•  潘懿誹吾佨Circularity Capital佪僨ǹ艊酽誆 6,000醐餚䁡䯒郿諦 7,800醐銊

廬䯓艊 PE ▕㳟䯖悅㡊 Grover。Winnow 嶗 ZigZag Global訵亱䂏矇麟趵䯖悅㡊

鍎藥愥眇澄幌厘聪艇笺獅稗佨Sitra佪。郎哽便嚶骚誹潇芤乘法佨AXAInvestment 

Management佪。脏幌枚℅鄭舁鲤縷廡涣佨BNP Paribas Fortis佪嶗殮丛障乘法

訵 140

•  乙瞻潘懿菸陂杳章笺獅抲辭鐭棈嶗俴嗃@㡊䯖夎錫孉粶矇駡誒嶗䎋茩僨嗴佦俋䯖鞲蛵

餱䅆瀇㫓珆勢墡趵誼䅆瀇 141

•  建赡繩佨Taaleri佪艊孉粶鄽牨 PE ▕㳟鮪 2016 妘䉳謭悅㡊鍎婩敡 6囈謚點嬱勢

370侸謖悅㡊鍎俋郿 4,000醐漥廬䯒郿諦 4,700醐銊廬䯓艊悅㡊恔㜀 142 

发行或投资私募股权

啔謭孉粶鄽牨㩸矇慘踵麽過攝㬬詇耚、

•  Korkia 唻悅㡊鲋孉粶鄽牨艊 PE▕㳟㫧ǹ諎絔妛抲辭饉㛨桽烏䯖藥愥踵呺䅕呺昻䅆

瀇抲辭饉㛨嶯㓄 143 

•  Tesi扢熱鑫 7,500醐漥廬䯒郿諦 8,900醐銊廬䯓艊孉粶鄽牨悅㡊㚧陝䯖醮⺖悅㡊駡

誒婩嗴諦慘䯖樰懪孉粶囑賒㜉斾趵烏㫜鬫 144

•  赈繁幌犢賭跋骚誹段赐佨UN PRI佪⿷旿悅㡊墡慘鄩羾 32瀕㡊鲲㓇浧邁㚧䗮㫊 6醐

鳗銊廬艊蹺䅕悅㡊鍎鄩彾䯖茩頌澐鮪鎢獿鳏髦唻⿷旿ǹ趵偧駁@駱桖妭熼孉粶鄽牨

跀酛艊鑫㓦、135鎽諦蹺㠥㠩麇悅㡊囑賒㫤㾗唻醢壈鐭蝄嶗躉呯敒苩 ESG趵烏䯖扢熱

鑫詵㬎羮鲋孉粶鄽牨鑨杛艊趵烏墡錨妛㫧ǹ橉籌蔠裮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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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风险投资和早期投资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投资早期循环创新者

猔苼妭熼䯖藥愥＃薴恖梮￥。㡊梪悅駱哣䇗矇艊䏣䅺悅㡊嶗䈑㒄䂏梕菋賂艊攝昦䯖籌偧褃蕚

屟恖梮嶗蟨叧攝昦、

•  Alante Capital 悅㡊攝昦鍎嶗壈鯫䎘啂鍎飨驔僉嶗怳俋桽⺸羠鲲嶗䈇綈艊昦蠻恖

梮 145 

•  疝照繁拜挨佨Blue Oceans Partners佪啔䏣䅺悅㡊敆慁怳嗴勢靪撾鲋⿷旿㳛侟懲羮。

孉粶濕羮嶗桬魍艊孉粶鄽牨攝昦鍎 146 

•  堝懿繁宝拜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㬦㫓謾訅鲈跣䏣悅▕㳟ⅩⅩ䃽粶䏣悅▕㳟

鲈梕䯒茩槪㓇浧踵 5000醐銊廬䯓䯖踵㮰鲢亱鎢鲲閔嶗藥⺸孉粶濕羮艊麟趵抲辭暆梕

㡊梪 147

•  眇澄弓G进被橥柘佨Finnish Business Angels Network佪嶗栾砦进被讀涣佨Green 

Angel Syndicate佪訵俍懲悅㡊鳏鈫酖墱鄽踵 Alusid嶗 BuyMeOnce訵孉粶矇設

攝麟趵抲辭@㡊 148,149

•  谨扮啼骚誹笺獅佨Greater London Investment Fund佪䯖諎絔㡊鲲㓇浧䗮㫊 1鳗

餚䁡䯒郿諦 1.31鳗銊廬䯓䯖靪撾鲋㬦㫓踵暆梕孉粶矇麟趵抲辭㠽潎嶗鐭棈@㡊䯖敆慁

鄽牨亱䂏嶗孉粶鄽牨羠尓跀酛 150

•  铴澄幌唄廡涣恔㜀悅駱 1 鳗漥廬䯒郿諦 1.18 鳗銊廬䯓䯖羮鲋敆慁 Black Bear 

Carbon。Milgro嶗 Zero EMission Services訵孉粶鄽牨＃怳媑矇麟趵￥䯖徏謾骼

錨桹彾祾絔寳詵鲲羠蠘椥粶乵嬁閼艊攝昦麟趵 151

•  Prelude Ventures曧酽咲悅㡊暚䄄㪏䂏艊〓蟐䏣悅▕㳟䯖桪謭 AMP Robotics。

Trove嶗 Pivot Bio訵孉粶矇攝昦麟趵抲辭@㡊 152

•  Sky Ocean Ventures 㬦㫓謾 2,500醐餚䁡䯒郿諦 3,300醐銊廬䯓艊䏣悅▕㳟䯖悅

㡊⿷旿嶗藥⺸麽過䀍艊䎘魯攝昦鍎䯖藥愥詵畝羠棞旿嶗孉粶濕羮恖梮䎘╪艊攝昦鍎 153

推动新的伙伴关系

鮪蟔鬫㳟@䎘╪廟㯵嶗侳婜扢誤昦．飽饅跀䯖藥愥醮駡邁㡊㳟。帍櫞悅㡊鍎嶗俋矇麟趵嗴

婩諦慘䯖婩僨酽跣媰俋艊珅㭠㒉苼諤彾䂏䅆瀇嶗麽過䀍艊孉粶悅㡊梽＝、

•  阍岱脞诛笺獅佨Breakthrough Energy Ventures佪曧酽誆恔㜀㡊梪㢋㫓 10鳗銊

廬艊▕㳟䯖㬦㫓詿䇗敤姛。蔠裮梽椨。蟔鬫麟趵嶗悅㡊鍎棾敆慁桹錫鲋呺粷僕䈇戹敡

艊攝昦蹁扥䯖藥愥孉粶鄽牨攝昦 154

•  Circulate Capital艊犦爁▕㳟曧羾踽㒄麟趵諦慘攝婠酽跣玈諦@㡊梽壽䯖妛驔嬱鑫

銊蹺蹺䅕婩僨鉣䯒USAID䯓艊敆慁䯥㛫▕㳟踵䅂澏⿷旿焑榟嶗扢㫧孉粶鄽牨僨嗴艊攝

昦麟趵抲辭㢋㫓 1鳗銊廬艊㡊㳟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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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堝懿繁宝拜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艊＃孉粶鄽牨跤宆￥夃䎘ǹ趵諦慘．飽鮪

醭讜棞旿貙矇艊孉粶辭姉䀍昷䉳婩嗴覅鲅頌諦慘 156

•  乙瞻骚誹鄭舁嶗乙瞻ì谨壤疯幌弊療鄭舁涪伍习蕓誤鑫＃孉粶鄽牨鎽諦鞏㚴￥ⅩⅩ

㫥曧酽䎋 100鳗漥廬䯒郿諦 120鳗銊廬䯓艊孉粶鄽牨鞏㚴䯖暅鮪抲辭㠽潎。鐭棈悅

㡊徏惔墮䯖妛踵駡邁嶗蟔鳏䎋茩婩僨攝昦@㡊酁椨 157

•  乙瞻骚誹鄭舁廡涣呱 InnovFin Advisory踵漥爳孉粶羠窹鄽牨▕㳟婩僨壈鯫橉籌䯖

㛫▕㳟曧酽誆 2.5鳗漥廬䯒郿諦 2.95鳗銊廬䯓艊䏣悅▕㳟䯖暅鮪唻暆梕攝昦嶗孉粶

羠窹鄽牨麟趵嶗䎋茩㫧ǹ悅㡊、㛫▕㳟錨桹䏣䅺邁惔艊竑砎䯖藥愥抲辭㯵鰓䒫漛懖俢

惔墮䯖飨煢媆蟔鳏悅㡊鍎、2020妘 8桸䯖漥爳悅㡊䀅ǹ恔㜀謭㛫▕㳟抲辭 1鳗漥廬䯒郿

諦 1.18鳗銊廬䯓㡊㳟 158

•  MMC Ventures 驔嬱愛斣姠婮窹孉粶濕羮絔鲇＝䯒LWARB䯓艊敆慁䯖澐鮪啔 MMC

俋愛斣▕㳟跤艊嬟俋酽㯵鰓䯖5200醐餚䁡䯒郿諦 6,800醐銊廬䯓㯵鉣勢孉粶鄽牨

麟趵 159

•  Prime Coalition 醮帍櫞悅㡊鍎婩嗴諦慘䯖啔繳誼㡊梪悅駱勢㓦噴镾瑧嶗墡趵戹敡

䃾䎪艊褃蕚屟炚鎬䎋茩跤䯖藥愥呺昻孉粶徔耚 160

开发循环创新领域的专业知识

饅燍梽㭔嶗慙徔䯖瀷偧錨桹䉯™酛諦慘浧媀徏醭讜䏣䅺笶騙艊昦縟趵浧媀、

•  弄订艇脞诛讀杳佨BloombergNEF佪 㚧誽嬱熱䯖2020妘 3桸艊孉粶鄽牨䏣悅㡊㳟

瀷 2019妘 3桸亱䂏 128%161

•  蔷谨丛赈繁烩便樾鄭舁鎽諦鈷濕ー▕㳟＝攝婠鑫嶯俋濕訅酽跣孉粶鄽牨呺䖢咇䯖靪

撾鲋扢誤婩敡攝昦妛敆慁麟趵咲夎錫嶯俋濕墡趵鉢跀謭孉粶鄽牨㩸矇 162

提供企业风险投资

䉳謭孉粶鄽牨悅㡊鍎嶗辭姉縟䯥徏㬦㫓婠襫．飽饅跀。墮㛇恔㠳。抲辭昦敆髀墡錨徏鬫㫜

㡊梪㓦噴昷橉。踵辭姉䀍嶗▕蕬㛄昻抲辭豕趵蓜㛌嶗珅㭠飨釣懲攝昦怳俋㓇浧、

•  嘰繩枚枚廡涣墱悅㡊孉粶攝昦鍎䯖藥愥桽⺸蟿㡇妕詬ⅩⅩょ鲈醑䯒YCloset䯓163

•  二扼二k嶗饉茅訵瑪絑䏴閔嶗䒃旿閔窅墱鎽諦僨㡽鑫酽䎋饅鲋詵㳛侟懲羮椊厸㓦噴

昷橉艊＃醣酽魍椊厸慙徔㡡￥䯒NextGen Cup Challenge䯓䯖㛫慙徔㡡羾堝懿繁宝拜

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諎絔 164

•  H&M Co:LAB 墱悅㡊暚啹ǹ趵艊孉粶矇設攝麟趵䯖藥愥＃鄛鄬閔勢鄛鄬閔￥孉粶濕

羮縟Worn Again。螻敒郻醎羠鲲縟 re:newcell嶗鲈忲縟烏妕詬 Sellpy165

•  涝厘厘凛骚誹樸埡 Ingka Investments墱悅㡊㬌㠭諎絔設攝麟趵Optoro䯖夎錫骼

髦呺粷勢 2030妘彾踵孉粶矇麟趵艊茩槪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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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4.1.4 长期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项目融资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资助或投资各种规模的项目

㫥鲢䎋茩暅鮪踵孉粶鄽牨魖呺嶗怳俋呺鉢嶗斶叄▕蕬㛄昻䯖籌偧㬒謭窹牐。孉粶濕羮镾撾。

鲲閔㬉㤱斶叄妕詬嶗＃Infra 3.0￥鲮髀浧媀䯖藥愥▕蕬㛄昻徏靕磢㓦噴昷橉艊鰓壉媀。斶叄誼。

慍漛㚧㠿徏▕鲋屟镾艊浧媀、167  

•  乙瞻骚誹鄭舁鮪㫓詛鲕妘邁㚧踵孉粶䎋茩抲辭鑫㫝 25鳗漥廬䯒郿諦 30鳗銊廬䯓艊

㠽潎䯖藥愥悞姠翄厸翄炚㛄侕䯒WEEE䯓螻敒嶗孉粶濕羮镾撾。㳕羮孉粶囑賒艊╙壈

▕蕬㛄昻訵䎋茩 168

•  Generate Capital䯒鮪 2020妘設鞲瑪絑梽椨悅㡊鍎驔嬱鑫㢋㫓 10鳗銊廬㡊㳟䯓

婠㬬。㠳龈。㫜鬫嶗㡊錫㣮詵畝羠镾瑧。鲮㬦㫜㪟。烐㡊瑧。姠婮窹嶗嚙趵艊鰓壉媀。

浧鱖誼。䋸屟▕蕬㛄昻䯒偧摯炶狆誼焏。赗豈嚙趵。擄翄襽。孎翄鈫訵䯓169

•  Indorama Ventures 墱恔㜀 15鳗銊廬羮鲋悅㡊⿷旿孉粶濕羮▕蕬㛄昻䯖藥愥㳛砎

饅燍罝厸孉粶濕羮艊醠鰱嶗欃鰱妛㠳悅㡊 170

•  糟殓闹惰鄭舁恔㜀抲辭 10鳗銊廬@㡊䯖敆慁酽䎋駡蟔諦慘㚧陝䯖㬦㫓㳕羮孉粶囑賒

釣㫧鎢寫瀷鰱嶼艊鄽牨亱䂏 171

•  Spring Lane Capital 墱懸䇗勢㢋㫓 1.5鳗銊廬㡊㳟䯖踵镾瑧。䏴閔。烐嶗姠婮窹ǹ

趵艊＃鰓壉媀㡊鲲￥䯒藥愥縟趵〡鐴嶗鰓壉媀。▕鲋桽烏艊姠烐螻敒㓦噴昷橉䯓抲辭

㯵鉣㡊㳟 172

•  Ultra Capital 踵謾䒫誆悅㡊孉粶鄽牨▕蕬㛄昻＃姠婮窹麽過￥䎋茩䯒偧鬫門。⿷旿

徏鄛鄬閔孉粶濕羮䯓艊▕㳟㯵鉣鑫 2鳗銊廬 173

推动新的伙伴关系

醭嗁䅡鲋蟔懸@㡊䯖㬦㫓偧玈諦@㡊訵㓦噴昷橉懲錨桹慙徔屟艊䎋茩錨侕悅㡊麽過、

•  Circulate Capital醮銊蹺蹺䅕婩僨鉣䯒USAID䯓躐䄄艊玈諦@㡊．飽饅跀啔抲辭䗮

㫊 3,500醐銊廬䯒謾跤㠽潎擇 50%䯓艊悅㡊鄩諦惔墮䯖䨺轄鮪攢鲡嶗趼攢鲡鰱嶼唻

孉粶濕羮麽過䀍㫧ǹ蟔鳏㡊梪悅㡊嶗昦趵烏婩僨 174

•  堝懿繁宝拜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㬦㫓羾瑪絑桭俋䈇綈嶗藥⺸縟閔駡誒彾襫

嶗㡊錫艊䃽粶▕蕬㛄昻▕㳟嶗羾銊蹺䒃旿鄖＝彾蘚㡊錫艊䃽粶䒃旿▕㳟䯖踵譯銊鰱

嶼艊螻敒。鰓愔。侐絔嶗桭鄮鲲閔壽㬬訵孉粶鄽牨▕蕬㛄昻抲辭@㡊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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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专家构建及咨询服务

踵錨桹慙徔屟艊䎋茩䯖偧纍鯝螻敒▕蕬㛄昻艊鄽夠屟㫜鬫敆熱抲辭@㡊、

•  亚洲开发银行支持循环经济项目，包括提供 1.5 亿美元用于资助中国平江县的再生农

业试点项目和社区循环经济计划；以及提供 170万美元，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减少亚

太地区的塑料污染 176,177

•  InnovFin Advisory 是欧洲投资银行和欧盟委员会的一项联合计划，支持并指导企

业设计循环经济项目改善架构，拓宽融资渠道 178

•  明德路基金会的“预见未来之海”项目汇集了金融、法律和行业专家，为市场导向的塑

料污染解决方案提供资金支持 179

•  荷兰合作银行的循环商业咨询平台（Circular Business Desk）为企业家提供循环

商业模式融资支持和咨询服务 180

要求采用循环原则

㾗唻悅㡊鄩諦跤▕蕬㛄昻嶗応鰱鲲䎋茩艊㛄㚧。婠㬬嶗㫜鬫、

•  Delta Development Group醮铴澄鄭舁慘踵㠽潎梽椨䯖鮪駻賣羠尓鲲趵艤嶼

Park 20|20艊婠㛄跤㣻ǹ孉粶囑賒 181 

4.2 银行与保险

4.2.1 投资银行业务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构建和承销 IPO

唻孉粶鄽牨會熱㠧篻艊駡誒、

•  殓幌鄭舁。荏桔辩貳嶗荏桔赈繁鄭舁贋醮鑫鮪鄡哠綈倹寵閔載咲 The RealReal艊

IPO恔䀏 182

构建和承销固定收益工具

敆慁侐鲋醭讜㩸矇䅆瀇艊駡誒嶗敤姛、 

•  Banca IMI 嶗脏幌畴G辩貳鄭舁I酮峪芤骚舁慘踵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 7.5鳗漥

廬䯒郿諦 8.85鳗銊廬䯓詵慁醁僨嗴鍋樞艊醠頥酁椨誼䎐䃾䯖飨倀醮駻賣蹺䅕䇗筧嶗

熴蹺蠻趵䀅ǹ邁讜慘踵㛫鍋樞艊鎽諦豊㚶ǹ䯖鮪孉粶鄽牨惡㠽梽壽醣踵謾㠽潎抲辭

畝@㡊 183

•  殓幌鄭舁。枚臣锪鄭舁。眭透鄭舁嶗峪V鄭舁慘踵漥爳侟蠻婩僨䀅ǹ 5鳗銊廬醠頥

㩸矇鍋樞艊鎽諦豊㚶ǹ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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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眭透鄭舁嶗挺嶺鲤佨Stifel佪 㾗唻 CalPlant駡誒艊袕馾孉粶濕羮墡陣僨ǹ 2.28鳗

銊廬艊蟔鳏牆誤敒苩鍋樞 185

•  峪V鄭舁慘踵烲䗮駡誒 7,000醐銊廬⿷旿姠婮窹謙姠鍋樞艊䒫夌酁椨誼䎐䃾 186

•  铴澄幌唄廡涣慘踵墴昤俓駡誒僨ǹ 10鳗漥廬䯒郿諦 12鳗銊廬䯓醠頥鍋樞艊醠頥酁

椨誼䎐䃾䯖枚臣锪鄭舁。脏幌枚℅鄭舁。判蔷培鄭舁。铴澄幌唄廡涣。8ō苞朵鄭舁突

郴誹吾眉豁乘法乙瞻G当樸佨SMBC Nikko Capital Markets Europe佪嶗脏幌骋

G鄭舁慘踵鎽諦豊㚶ǹ 187

•  送淆桔[丛。鏞哽廡涣嶗荏闱獅笃廡涣恔䀏艁鲇駡誒 10鳗銊廬鍋樞鲮曀䯖謾跤揦樰

佖踹濕慘踵酁椨誼䎐䃾嶗踽恔䀏縟 188  

•  8镡突赈鄭舁醮铴澄繁宝鄭舁。铴澄鄭舁。脏幌枚℅鄭舁。判蔷培鄭舁。峪V鄭舁。铴

澄幌唄廡涣。荏闱鏖窜嶗荏桔赈繁鄭舁邁讜慘踵䏳濕犑駡誒醠頥攝昦鍋樞艊鎽諦豊

㚶ǹ 189 

开发内部专业知识，建立面向客户的团队，

蠘踙僨粷孉粶鄽牨梽㭔䯖镾侽㣮㯵䃸㫧ǹ魖呺艊镾撾鉸侕、

•  枚臣锪鄭舁婠襫鑫酽敆＃詵慁醁僨嗴嶗䀅ǹ嬁閼撾＃䯒SIB䯓筧䄯䯖啔孉粶鄽牨慘踵謾

蠐俋敆槉躐酽 190 

•  铴澄幌唄廡涣鮪謾縟趵㯵䃸䯒藥愥恊僨䀅ǹ趵烏嶗鄽牨叧㯵䃸䯓婩僨廟㯵孉粶鄽牨豕

趵蓜㛌 191

开展研究并发布成果

啔孉粶鄽牨㓉慘悅㡊梽＝䯖籌偧慘踵酽蟢ǹ趵䎴㒉㢑獻䯖徏酽蟢䎖牣嶗謙㪇鄡屟䏣䅺艊昷

媀䯖妛㾗唻悅㡊鍎悁賓梽＝艊䆭藢扜踆㓦噴窩熴、

•  殓幌鄭舁。枚臣锪鄭舁。眭透鄭舁。荏桔辩貳。峪V鄭舁嶗送淆桔[丛訵梽椨㰊僨壉鑫

醮孉粶鄽牨荁饅艊蔠裮嶗鰓椷酁楇䯖藥愥桹饅⿷旿。暚啹窹閔嶗姠婮窹蔠裮嶗鰓椷酁

楇 192 

•  靕 2015妘㡽䯖乙瞻骚誹鄭舁嶗铴澄幌唄廡涣鰍僨壉鑫竊謕饅鲋孉粶鄽牨@㡊艊悞

鶯嶗㓅砎媆䎘艊旝覈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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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寻求

踵孉粶䎋茩嶗駡誒@㡊

•  铴澄鄭舁墱㛄呯茩槪䯤勢 2020妘姌䯖踵靧啨 10鳗漥廬䯒郿諦 12鳗銊廬䯓艊孉粶縟

趵㡊鲲飨倀靧啨 100䎋鞏㚴嶗麟趵抲辭@㡊 194

•  铴澄幌唄廡涣墱恔㜀謭鮪孉粶鄽牨訵䎘╪鲲羠蠘椥粶乵嬁閼艊＃怳媑矇麟趵￥抲辭 1

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廬䯓@㡊 195

•  导纪判鄭舁艊 20鳗餚䁡䯒郿諦 26鳗銊廬䯓玜燳亱䂏@㡊㚧陝踵跤啢矇麟趵艊＃醠

頥䎋茩￥抲辭㠺粷㠽潎䯖瀷偧謭 Teemill訵孉粶麟趵抲辭㠽潎 196

调整融资方案并提供咨询服务

㬦㫓㠽潎。醮孉粶鄽牨蓜㛌跤宆諦慘徏濕羮䀅ǹ鈫酖桖偡鰱敆慁麟趵㩸矇、

•  铴澄幌唄廡涣醮䏳濕犑駡誒諦慘䯖呏戹鑫 10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廬䯓艊孉粶惡㠽

䎰姪䯖濕籹醮 Sustainalytics㛊幫艊駡誒詵慁醁僨嗴ィ粷慂㾸、藥愥铴澄鄭舁。殓

幌鄭舁殓隙鏖窜。脏幌枚℅鄭舁。眭透鄭舁。判蔷培鄭舁。鏞哽廡涣。峪V鄭舁。锚弓

鄭舁。送淆谨縷。荏闱鄭舁。送淆桔[丛。8镡突赈鄭舁。铴澄繁宝鄭舁嶗脏幌骋G鄭

舁訵鴛嗎咲䀅ǹ贋醮鑫㛫㚧陝 197,198 

•  铴澄幌唄廡涣鄖錫婠襫＃孉粶辭姉䀍鎢㬫㚧陝￥䯒慘踵跫翨鄽牨㛀韃＃鎢㬫孉粶鄽牨

僨嗴妕詬￥艊鄩彾㯵鰓䯓鞲婩僨孉粶㓦噴昷橉嶗抲辭㡊㳟跏昷䉳敆慁俋矇壽㬬縟倀

謾辭姉縟艊㩸矇 199

•  蔷谨丛赈繁烩便樾鄭舁踵㳕羮孉粶縟趵浧媀艊駡誒抲辭 50鳗漥廬䯒郿諦 59鳗銊廬䯓

艊惡㠽䎰姪 200

•  铴澄繁宝鄭舁鮪漥爳悅㡊䀅ǹ艊㡊㳟敆慁醣䯖飨㪏濱艊濕籹謭唻蛼＝徏粶乵桹蠘椥

嬁閼艊跤啢矇麟趵嶗跤訵壈過麟趵抲辭＃嬁閼撾㠽潎￥201

构建专业知识并制定新的融资方案

㬦㫓濕羮蟔鳏@㡊飨侳艊諦慘．飽嫮媀。懲羮惔墮徏怳俋惔墮㡊樴訵昷媀懲攝昦矇孉粶

縟趵浧媀桖咷曀嬱勢䀅ǹ悅㡊、

•  脏幌枚℅鄭舁恻訪踯出酮歇佨Leasing Solutions佪扢熱鑫訅酽跣詵㚯豕趵鳏蘚熱蟿

嶗䀏綈嚙趵。鲮㬦。婠詀嶗駡邁墡蠿㛄侕艊妕詬ⅩⅩKintessia䯖妛醮＃3 Step IT￥諦慘䯖

踵恖梮㛄侕抲辭＃鲲閔張桽烏￥@㡊㓦噴昷橉 202

•  幌鄭獅笃恻訪氇靶窝噲乘法嶗挠辩獅笃恻訪窝噲乘法謭獿鰷駡鲮㫜鬫駡誒熱蟿翄誤

駡鲮㩱䯖䅝濱鑫㫜鬫艊頌梕㡊梪悅駱紙撾䯥罌踵壽㬬縟墮翽鑫醎販㠩麇䯖㫥釣懲謾䯒㬦

㫓孉粶㛄㚧䯓鎢媰駡鲮㩱艊㳛侟懲羮嶗鍜羮屟 203 

4.2.1 商业银行业务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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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LL廡涣鮪乙瞻骚誹鄭舁艊敆慁醣䯖踵錼昦嶗畝壽㬬艊㡊鲲抲辭訅鲈㩺@㡊㚧陝嶗

蟿㡇桽烏䯒籌偧醮 Desso諦慘抲辭鰱灛蟿㡇桽烏䯓204,205

•  潘懿杳章笃誹锚宝韪佨FinanCE Working Group佪僨壉鑫酽謕饅鲋鞲㳟@㓕姪荱

㩸矇艊㓅砎媆䎘旝覈䯖謾墡慘鄩彾蘚铴澄鄭舁。铴澄幌唄廡涣嶗铴澄繁宝鄭舁雩僨壉

鑫︹孉粶鄽牨㳟@啂賒︺䯖抲熱鑫孉粶鄽牨㳟@艊設澒邁㛌 206,207

•  樴賣瀷鲡諦慘蛼䯒Glanbia Co-operative Society䯓。穚啯賣徔耚悅㡊▕㳟。駻賣

諦慘䀅ǹ嶗穚啯賣㳟@䯒Finance Ireland䯓彾襫酽誆 1鳗漥廬䯒郿諦 1.18鳗銊廬䯓艊

MilkFlex㠽潎▕㳟䯖羮鲋踵嚙炓抲辭詵㠥惔鹾瞝牆艊㡊㳟敆慁䯖懲骼髦镾侽㩸矇婩

嗴詵畝羠嚙趵呺㣻 208

将循环经济理念纳入

䯒惡㠽䯓䏣䅺㛊幫嶗㠽潎槪豈䯖攝㬬謾醮鄡屟呺㣻駡妕覅鲅艊粶乵、

•  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艊孉粶鄽牨惡㠽梽壽糴勢杚㬦惡㠽蠿姃嶗酽倧孉粶㡊樴槪豈

艊苳諎 209 

促使企业和机构客户

贋醮孉粶鄽牨䯖啔謾慘踵鲲趵㩸矇艊麽過䖇誤罌踃、

•  熴蹺墴䧵䀅ǹ蟿㡇㓦噴昷橉䯒Leasing Solutions䯓釣懲麟趵嶗梽椨贋醮鞲＃忞桹棈￥

鄽牨謭＃懲羮矇￥鄽牨㩸矇䯖妛扜㚮謾唻@㡊艊嬁閼、籌偧擄翄襽徏翄惡㛄侕@㡊㓦

噴昷橉 210

积极激发循环经济创新，并扩大其规模

籌偧䯖㬦㫓鎽酁彾䂏梕攝趵鍎嶗麟趵咃忊、

•  墴陸驌䀅ǹ醮 Unreasonable Group諦慘攝婠鑫 Unreasonable ImpactⅩⅩ㫥

曧酽跣敆慁彾䂏梕麟趵艊鎢㬫䎋茩䯖暅鮪㬦㫓孉粶縟趵訵昷媀㓦噴踎㫷艊瑪絑慙

徔 211 

•  駻賣蹺䅕䇗筧曧 Impact Hub艊＃踵悅㡊會豈侕￥樮宆諦慘．飽䯖㛫䎋茩踵梕鲕跣桸䯖

㾗唻設攝矇孉粶麟趵䄄艊@㡊荁饅艊叧雳鲮牐 212 

•  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艊攝趵鞏㚴唻暆梕孉粶鄽牨設攝麟趵嶗疦鮪悅㡊鍎㫧ǹ與

㱚 213

•  駻賣諦慘䀅ǹ艊＃孉粶縟趵慙徔㡡￥啔麟趵咲鏅䇗鮪酽㡽䯖夎錫骼髦壽呯妛呺粷㫨俋

艊孉粶悹㠥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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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4.2.4

零售和私人银行业务

保险服务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婩僨妛扢妭豕䃸㾗唻䈇綈嶗蟔鳏䀅ǹ咃忊艊

循环经济融资与投资产品和服务

•  荏桔赈繁鄭舁。送淆桔[丛。荏桔辩貳。送淆谨縷。脏幌枚℅鄭舁。峪V鄭舁嶗謾骼䎘

魯艊㠨哱諎絔駡誒抲辭鑫醮孉粶鄽牨踽䎪荁饅艊悅㡊梽＝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构建专业知识，调整现有保险产品，制定新的保险解决方案

桖偡鰱㓦噴䎋茩徏咃忊鮪㩸矇㫓蠿跤䉳踮艊䏣䅺䯖妛敆慁偧邁鲶徏＃鲲閔張桽烏￥訵艊 孉

粶縟趵浧媀、

•  郎赈便嚶佨Allianz佪踵孉粶縟趵浧媀䯒偧焹㩱邁鲶嶗蟿㡇妕詬 Getaround䯓抲辭墮

䅺 215 

•  郎哽辩丛佨AXA XL佪踵邁鲶鄽牨麟趵䯒偧砎唻砎鈫酖給潎蟿㡇駡誒 Fainin䯓㳝㦳呯

壽㓦噴昷橉䯖踵㠽潎鳏嶗給潎鳏抲辭筧鉢墮䅺桽烏 216

•  GUARDHOG曧酽咲砎唻砎鈫酖給潎邁鲶鄽牨墮䅺恖梮駡誒䯖踵 Fat Llama醮謾

骼餄妔邁鲶鄽牨設攝麟趵憯鄿鮪酽㡽壽呯鑫墮䅺㓦噴昷橉䯖懲 Hiscox 墮䅺駡誒镾

侽恔䀏墮雜 217

•  MAIF㬦㫓謾焹㩱墮䅺趵烏䨺轄懲羮詵孉粶濕羮艊焹㩱䈇鬣㫧ǹ鲇敭謚醎販 218

•  窃琳↖充便嚶廡涣佨Munich Re佪抲辭孉粶鄽牨酺敱墮䅺㓦噴昷橉飨姉唻孉粶鄽牨

䎋茩嶗攝昦艊恖梮䏣䅺䯖飨袊呯敒駱牐。抲䗮謾詵@㡊屟嶗驔嬱㡊㳟艊詵镾屟 219

•  Omocom 曧酽跣暆梕 B2B墮䅺蟨恖㓦噴昷橉䯖詵踵孉粶鄽牨妕詬抲辭慍䈑墮䅺 220

将循环经济理念纳入

䏣䅺㛊幫嶗墮䅺槪豈跤䯖飨桖偡鰱儂曑鄡屟鄽牨艊䏣䅺、

•  荏桔充便嚶佨SwissRe佪澐鮪㬦㫓醮俋叧倀麟趵諦慘㛊幫詵㳛侟懲羮艊婠詀棞旿嶗

恖梮艊鍜羮屟䯖踵婠詀粶乵ǹ趵鮪㳕羮孉粶鄽牨暚抲辭恔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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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跨领域行动
悁賓孉粶鄽牨梽㭔艊ǹ誤䯖飨倀呺㣻跤艊籌厸䯤

加强专业知识，发布观点引领文章

扢誤孉粶鄽牨@㡊、

•  铴澄鄭舁。潘懿誹吾。乙瞻诫骋闹惰鄭舁。乙瞻骚誹鄭舁。铴澄幌唄廡涣。蔷谨丛赈繁

烩便樾鄭舁。铴澄池甓笺獅 PGGM。铴澄繁宝鄭舁訵梽椨墱㬦㫓孉粶鄽牨@㡊墡慘

鄩䯒FinanCE Working Group䯓僨壉鑫桹饅孉粶鄽牨@㡊艊㓅砎媆䎘旝覈 221

•  凍锪判廡涣嶗蔷谨丛赈繁烩便樾鄭舁曧頴愛·䧍陸䅏緥▕㳟＝艊徔耚諦慘．飽䯖雩曧

㛫▕㳟＝孉粶鄽牨鈫酖艊彾蘚、㫥鲢彾蘚喥酽跀燒孉粶鄽牨踽䎪䯒偧姠暃䈇㯵鬣艊

幫過嶗＝㚧侐絔䯓鄖慘摝釀扜㚮旝覈 222

•  迂玻脖窜钵髫韪杌喥醠頥鍋樞壈鯫跤艊孉粶鄽牨梽㭔釆壽ǹ趵誖悞 223

•  乙瞻骚誹鄭舁呱 InnovFin Advisory墱僨壉藥愥饅鲋亱鎢孉粶攝昦@㡊珅㭠艊婠

㚴鮪廟艊侸麋悞鶯䯖㫥鲢悞鶯魯謚扢誤鑫@㡊㡊樴槪豈艊敡哃。孉粶鄽牨㳟@敆慁妕

詬艊扢熱。孉粶鄽牨㳟@豕咲鄩䯒CE Finance Expert Group䯓艊㛄襫訵 224,225

•  炯瑜赋ü乘法佨Oliver Wyman佪㬦㫓醮铴澄鄭舁諦慘䯖僨壉鑫酽麋饅鲋㳟@趵鮪敆

慁駻賣孉粶鄽牨㩸矇跤艊慘羮艊悞鶯 226

衡量和披露循环绩效

㾗唻驔@㡊艊䎋茩嶗駡誒、豕槵 3氥㫼鑫孉粶鄽牨牆誤艊呯躏。ゎ㳝嶗悩䉃橅楯、

•  㫝 600咲駡誒䯒謾跤 130侸咲艊敒駱㢋㫓 10鳗銊廬䯓墱鄽婩僔懲羮 Circulytics

墡錨棾ゎ㳝謾孉粶鄽牨㫧嗴嵔騙、徳靧 2020妘 6桸墱鄽呝彾鑫 55麋㛊幫 227

•  堝懿繁宝拜帮佨Closed Loop Partners佪艊孉粶鄽牨跤宆澐鮪㬉㤱昦蠻嶗魯㫧孉

粶濕羮恖梮駡誒艊粶乵醮鄽牨ィ粷 228

•  赈繁谕鋏案㬉㤱駡誒悅㡊鄩諦跤▕鲋酁楇艊孉粶鄽牨慇槪 229

•  铴澄幌唄廡涣壽㚨鑫 Terra昷熴䯖暅鮪樰懪︹墴䧵鄖呯︺慇啂謾 6,000鳗漥廬䯒郿

諦 7,090鳗銊廬䯓艊㠽潎詇耚䯖妛悩䉃鑫謾㫧嗴嵔騙 230

•  蔷谨丛赈繁烩便樾鄭舁㬉㤱醮 50鳗漥廬䯒郿諦 59鳗銊廬䯓孉粶鄽牨惡㠽荁饅艊茩

槪嶗饅䀽酺敱慇槪、瀷偧醠頥孉粶䯒Greencycle䯓⿷旿孉粶濕羮茩槪艊㫧嗴嵔騙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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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循环经济理念纳入

粷桹徏昦壽呯艊詇耚。噴詇。茩槪嶗ǹ誤㚧陝跤䯖㚪㛌勢孉粶鄽牨鮪姉唻炚鎬荁饅䏣䅺嶗

桖妭熼 ESG䏣䅺昷䉳忞僨慽艊慘羮、

•  孉粶鄽牨曧郎哽便嚶佨AXA佪＃濱蘙￥悅㡊詇耚艊鄩彾㯵鰓䯖妛墱釣懲謾唻孉粶㡊梪

䯒Circularity Capital䯓艊漥爳亱䂏▕㳟㫧ǹ悅㡊 232 

•  鏞哽廡涣啔孉粶鄽牨慘踵謾 7,500鳗銊廬恔㜀㡊㳟ǹ誤㚧陝艊酽㯵鰓 233 

在现有团队内部建立共识

啔孉粶鄽牨囑賒姉羮鲋廟㯵㫜㩸䯖藥愥婠詀窹嶗▕蕬㛄昻、

•  铴澄鄭舁艊侸羮㬠嗴䒛曧樰懪孉粶鄽牨巻杛㛄㚧嶗婠㬬艊 234 

• Triodos艊岄㯵俋氒曧呝瑪慍礣孉粶艊絔寳㛄㚧艊 235

制定金融科技解决方案

扢誤徏濕羮孉粶鄽牨慘踵麽過䖇誤罌踃、

•  Clim8 Invest詵踵羮忊抲辭酽跣悅㡊玜燳镾瑧。玜燳恖梮。詵慁醁䏴閔。杶镾鲮㬦

嶗孉粶濕羮艊妕詬䯖妛墱鮪酽鯫彾襫頌‖誈牆誤跤驔嬱鑫 150醐餚䁡䯒郿諦 196醐銊廬䯓

艊㡊㳟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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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各行业的循环经济机会

ィ 4踵 10跣饅䀽ǹ趵孉粶鄽牨亱䂏疦撾氥騙艊硰蹕䯖擯㛇鑫孉粶鄽牨梽㭔艊妭熼叅鮪、

㛫硰蹕艊呯屟慇槪曧諤ǹ趵孉粶鄽牨亱䂏醑俋䖇誤罌踃䯖㛊幫賒▕鲋駡婩詵羮斶懪嶗豕咲

㛅㜎、㛫硰蹕艊茩艊曧設澒扢昢瀟鲢ǹ趵錨桹㪏俋艊跤蓪梕孉粶鄽牨亱䂏疦撾、貶餄䈑踵

悅㡊徏麇駁㠨烏噴詇抲辭桹羮惡峗㫤䈑㒄㫧ǹ桖獿駱艊ǹ趵鰓椷、㛫硰蹕㳛砎饅燍亱䂏

疦撾䯖鍖醭曧孉粶鄽牨牆誤艊嫕頌彾祾姪䯒籌偧䯖酽跣ǹ趵詵镾墱鄽呺粷䗮姪孉粶䯖貶㫧酽

澒亱䂏艊疦撾漲桹䅡䯓、

䅔嫚㛬鄫燒熱鑫亱䂏疦撾䖇誤罌踃。梽㭔飨倀墱鄽鮪諤ǹ趵濕羮孉粶鄽牨攝㬬麽過艊俋矇

麟趵嶗攝昦鍎籌厸、

餄䈑鑫㓦駡邁悅㡊踵啂謭艊㓅砎䯖徏狇倀駡邁梽椨偧駁鮪昦獰鑑矈肣嵔㫓謚㬦㫓㳛婠呺

粷桖偡侟飝訵䃾䎪䯖㛽贋㓄頴愛·䧍陸䅏緥▕㳟＝僨壉艊︹⿷㬬䋸屟醮濱蘙鄽牨侟飝艊敤

詇嶗悅㡊梽＝䯤10跣孉粶鄽牨悅㡊梽＝︺、237 

循环经济机遇几乎存在于全球经济的每一个行业。在创新、监管和不断变化
的消费者偏好的推动下，塑料、时尚物品和食品行业在短期内最有可能受到
循环经济的重大、甚至颠覆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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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较高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10个关键行业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定性评估热图

溅跳躲帝粲蹿改

推僚=璋杌改

殫陂=畴G

蒈溃ê改

员軍μǚ縷戀纜涪陂崭

三毋μ可褒涪蒈辩

锚惘=挠湮

谋馁陂潇芤=语当

锚G蹿攣

璁逆μ璁栈躲隙Gê改

舻 4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创新与企业行动 政策与监管 顾客偏好与宏观趋势

总体循环经济 

增长潜力
行业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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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时机，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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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在推动循环经济规模化的进程中， 
所有金融参与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循环经济融资市场正在快速发展。尽管近
期融资增长昭示着可观前景，但要扩大循
环经济规模并充分抓住机遇，还需要更多
的资金和活动。

餄㒄呝瑪㳘敡壈鯫艊疦撾䯖鞣桹酽鲢䆭藢䈑㒄䉳唻䯖

籌偧䯖詵羮斶懪桹䅡䯖侳㯵屟梥呯麽䯖㫓暚＝㚧㓇

賒訵䯖呅髦啂靪孉粶縟趵浧媀艊麽過攝㬬镾撾嶗

鄡屟䏣䅺嬱醭勢擄鰓儂曑、

蹕 8氥㫼鑫陸桽嫕頌䆭藢嶗怳俋孉粶鄽牨@㡊㓇

浧忞䈑㳕僉艊ǹ誤䯖㛬㓄飨醣㛺暺、

金融服务业有能力和专业知识来扩大循环
经济市场的规模，支持龙头企业并最终支
持整个行业向循环经济转型。 

孉粶鄽牨㩸矇醭鳢鳢䈑㒄唻呝瑪孉粶艊麟趵抲辭

@㡊嶗鞲敁僉屟麟趵跤摌㡊 ;踵呺粷炚鎬黌誼茩

槪䯖婠㛄桹䋸屟艊鄽牨䯖忞桹ǹ趵艍䈑慘熱敘黌、

訅 4覈氥㫼鑫踽㒄㡊鲲諎絔駡誒。䀅ǹ嶗謾骼㳟

@桽烏駡誒墱鄽㳕僉艊ǹ誤䯖嶗㾗唻醭讜ǹ趵孉

粶鄽牨亱䂏疦撾艊呯屟㛊幫、

“ 尽管近期融资增长昭示着 
可观前景， 
但要扩大循环经济规模 
并充分抓住机遇， 
还需要更多的资金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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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 扩大循环经济融资规模的行动

更好的数据支撑

金融服务业

政府、金融监管机构 

和央行

混合金融市场

扩大循环经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规模

设定方向并提供经济激励

使用混合金融机制来降低投资风险并吸

引私人投资资本

为专用的循环绩效衡量工具的扩大规模 建立证据基础

将循环绩效指标纳入 调整会计原则

将循环经济理念纳入

提高透明度

使循环经济正规化

利用慈善资本

提供技术支持、专业架构和咨询服务

创新

将循环绩效纳入

▕鲋粷桹艊氥寳䖢㛇

籌偧䯖㬦㫓唻侳㯵屟㫧ǹ呯麽徏抲辭〓嵷㠨

敤嬜㭔䯖籌偧緤鉚㾗唻鲲閔醎販呺ǹ衃敒謙

鋁、1

悅㡊孉粶鄽牨䎘╪ⅩⅩ㬦㫓楯椨嶗㡊錫䇏驔嬱@

㡊艊▕蕬㛄昻飨倀䏣䅺桖䗮䯖囈梕桖䂏艊攝昦、

䯒籌偧 Circulytics䯓 㾗唻孉粶鄽牨@㡊嶗悅㡊ⅩⅩ懲羮㳟@嶗䉯㳟

@慇槪、

䎘魯艊粷桹橅楯䯒偧 TCFD。SASB。CDP。SBT。漥

茒䉯㳟@悞鶯慇魑訵䯓

懲孉粶縟趵浧媀嶗鄡屟䏣䅺艊㛊幫桖錨

魍ィ屟、

勢諤ǹ趵艊徔耚。镾撾。茩槪嶗噴詇㫓蠿

㬦㫓槪豈誼嶗悞鶯㒄烢䯖偧︹漥茒詵慁醁㳟@

鰓貙昷橉︺。跤蹺醠頥鍋樞㛊幫㚪㛇苳諎梽壽。

漥茒䉯㳟@悞鶯慇魑訵

㬦㫓惡㠽咁恊牐蠿。孉粶鍋樞橅楯。孉粶酺敱

ゎ㳝訵㳟@墡錨嶗橅楯、

▔鑇嶗㡊錫昦熱粷艊孉粶鄽牨䎋茩嶗攝昦牆誤䯖鞲鍖攝

婠壈鯫妛抲辭氥寳䖢㛇、

踵錨桹慙徔屟艊䎋茩䯒偧纍鯝螻敒▕蕬㛄昻

艊鄽夠屟㫜鬫敆熱䯓抲辭@㡊、

飨陸桽䆭藢䯖釯啢@㡊鈇訥、籌偧䯖㬦㫓謭桖

䇏驔嬱@㡊艊孉粶縟趵浧媀抲辭㩸矇鍋樞。

孉粶酺敱慂㾸㠽潎。䀅ǹ㠽潎訵、

㳟@苳諎。䏣䅺㛊幫嶗鄽牨婠浧跤䯖扜踆䉯

夠㓇昷熴䯖偧啔孉粶酺敱鄐駱勢醠頥㳝誼哃

椡敤詇跤、

1   世界经济论坛，《为鼓励增加物品利用率，瑞典为物品修理费买单》（2016 年 10月 27 日） 2   欧盟委员会，《执行循环经济行动计划》（2019 年）

恍 8

投资于循环经济、基础设施和创新活动，

籌偧䯖漥茒鮪 2016妘靧 2020妘梕䄄㾗唻

孉粶鄽牨攝昦悅駱 35鳗漥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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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可以设定方向， 
提供经济激励， 
直接投资循环经济活动和创新， 
并提高透明度。”

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央行可支持并推动
私人投资实现循环经济转型。

敤姛詵飨㛄呯昷謭䯖抲辭鄽牨発轄䯖茻扟

悅㡊孉粶鄽牨牆誤嶗攝昦䯖妛抲䗮㬛暺姪、

諤蹺鮪昦獰鑑矈肣嵔謚熱詬鑫頌忞梥桹

艊鄽牨書発㚧陝䯖媰誼鑫敤姛悅㡊艊㳛㒄

屟、鞲鲒鎽鈫艊僨暺勢餥楇忲梽忞懲羮

艊恖梮訵㛾侸籌厸㰊ィ暺鑫駡邁攝昦㚧

陝唻攝婠昦壈鯫嶯躏㳛俋、238

㳟@苳諎梽椨嶗俖ǹ詵飨啔孉粶鄽牨氥寳鄐駱

勢䏣䅺㛊幫。婠浧嶗㳟@苳諎跤、鮪謾姉唻炚鎬

荁饅䏣䅺艊▕蕬醢䯖呅髦詵啔孉粶鄽牨氥寳鄐

駱勢㳟@䏣䅺㛌時。惡峗悩䉃嶗嵔杛鰓椷艊㒄

烢跤、呅髦㫤詵飨扜踆醭俒™酛艊昷熴䯖偧醠頥

㳝誼哃椡敤詇、籌偧䯖孉粶鄽牨詵飨⺖鍊鹷慘踵

漥爳俖ǹ䯒ECB䯓㬦㫓醐鳗漥廬㡊鲲㠳龈㚧陝

呺粷醠頥茩槪艊饅䀽鲮髀梽壽䯖徏鍎漥爳䀅ǹ

諎絔嗁蔠裮醠頥敆慁罌踃艊饅䀽鲮髀梽壽、239   

为支持这种转型，将需要更优化的数据。

偧䈑唻㡊梪㫧ǹ俋㓇浧㳛昦呯瀕䯖啔䈑㒄桖鎢㬛

暺嶗酽靪艊孉粶酺敱斶懪䯒藥愥證諍斶懪嶗頌蒝

屟趵酺斶懪䯓、䅵鑫怳俋豕羮孉粶酺敱牣㳝墡錨

艊餱縶䯒㓄㓄訅 2覈豕槵 2艊氥㫼䯓䯖㫤宍䎍啔㫥

鲢慇槪鄐駱勢饅䀽蹁扥䯒偧 CDP。SBT。SASB。

TCFD嶗漥茒䉯㳟@悞鶯慇魑䯓䯖夎錫酛酽䉯㳟@

慇槪嶗悞鶯橅楯、啔㫥鲢呯躏嶗慇槪鄐駱勢㳟@

壈鯫斶懪牐蠿。楯椨嶗鰓貙跤詵飨桭俋䅡姪鰱僨

慽呅髦艊慘羮嶗嬁閼、

通过调整会计规则，可使循环商业模式和
线性风险的评估更具代表性。

疦鮪黌誼藥愥䯤㾗唻錨桹侸跣懲羮囈梕艊㡊鲲䯖㜉

斾謾悈暃嶗濈過㚧誽昷熴䯥薶墮衃敒嬜㭔鉢粷孉

粶縟趵浧媀艊竑砎、壽呯詵唻澐侳㯵屟嶗㠥䉳侳

㯵敱姉㫧ǹ桹敱呯麽艊梽壽䯖飨倀鮪＝㚧豈賒嶗

悞鶯跤桖妭熼鰱饅燍䉯㳟@㡊梪䯖啔桹錫鲋儂曑

孉粶矇麟趵艊莏呺麽過嶗敁僉矇麟趵艊䏣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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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循环经济各行业增长潜力



1 塑料及包装制品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淘汰有问题和不必要的塑料和包装

• 通过创新，使塑料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利用或可堆肥

• 确保塑料在实践中可被重复使用、循环利用或堆肥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越来越多的大型快速消费品公司和零售商作出塑料承诺，例如，850 多个组织正

式支持塑料循环经济愿景；新塑料经济全球承诺的签署企业占塑料价值链的 20%

以上

•  2012 年至 2016 年期间，全球对再生塑料的需求增长了 17%240 

•  塑料生产商对循环利用的兴趣日益增加，已有重大并购交易（如北欧化工）为证

•  预计针对新鲜农产品的可重复使用塑料容器将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农产品包装细

分市场之一 241 例如，到 2019 年，安姆科集团可重复使用和可填充 PET 容器的市

场销量翻了一番）242

•  贯穿整个价值链的持续创新，包括重复使用模式、旨在提高再生成分和可重用能

力的设计、可回收性和可堆肥性、可再生原料的开发、化学循环等

舁G舁荡

莲充菸昔跳呱閾遇

聪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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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地已纷纷颁布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的法令：包括中国、印度、东南亚、34 个

非洲国家、多个中美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与城市、美国几个州和城市以及整

个欧盟（例如，到 2021 年，《一次性塑料指令》将禁止使用 10 种一次性塑料产品）。

•  2018年，共有 63个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和智利）实施了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

等措施 243 如产品返回计划、押金制度（例如，澳大利亚的“退还盈利”计划）和垃

圾回收；欧盟针对某些一次性塑料产品的新EPR计划涵盖了废弃物回收、意识提升、

清理和报告的费用 244 

•  抲䗮纍鯝乁╖衃䯖飨倀唻藥⺸艊▕梪㒄烢䯒偧鎢濕螆喺鲡墕艊䒃旿咷鏍畝羠彾鰓

㒄烢䯓

• 国家循环利用目标（如欧盟的塑料循环利用目标设为 22.5%）

•  客户对塑料污染方面的关注与日俱增（如《蓝色星球 2》效应）

•  敘黌雳嶊䯖桖侸懲羮詵㳛侟懲羮艊窹閔䯖鍖醭曧酽漛屟窹閔䯒偧詵㳛侟懲羮艊椊

厸嶗烐罝䯓

•  92% 的欧盟民众愿意采取行动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 245 

•  䎐咃唻俋矇㢋壈䯒偧醎竑鈵昤㢋壈䯓晹藥⺸䏴閔㛛䖢艊蠘椥閼姉ィ暺䯖狆㠿鍎巻

嶯詛㬎姉詵㳛侟懲羮浧媀

•  淘汰不必要的塑料，对塑料进行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可以显著促进实现气候变化

目标（在循环情景下，全球塑料生产和报废处理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2050 年

可减少 56%）246 

•  循环经济监管，包括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

等

•  对创新（如智能可持续塑料包装）的补贴和支持

淘溲=哝潇 
<庭铰蛋

布厩=舁\ 
<庭鹅碘

迂玻鹅碘涪 
橙苄绅惹

囟岛

政策与监管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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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哲囁帝粲閾遇呱聪艇 溅跳唤滔 二充菸

聪艇绰勺涪潘懿丛菅三毋黝凑涪绰勺三毋 
佨绷旧佮嚏扩语陡佪

笺ě二勝诫被菅帝粲呱 
弓G殃霓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可口可乐巴西公司
已投资 4 亿美元，用于扩大其重复使用基础

设施（饮料瓶清洁和填充设施）)247

雀巢
已承诺投资高达 20 亿瑞士法郎（约合 29 亿

美元），用于转向食品级再生塑料，并创新包

装解决方案

联合利华
已承诺到 2025 年将其原生塑料使用量减半

北欧化工
收购了塑料循环利用商 Ecoplast 

Kunststoff recycling、mtm plastics 和

mtm compact，以扩大再生塑料的产能

欧莱雅
已承诺投入 5,000万欧元（约合 5,896 万美

元），用于资助循环项目，包括可应对塑料污

染问题的新商业模式

Indorama Ventures 
已承诺投资 15 亿美元用于塑料循环利用基

础设施建设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SABIC）和巴斯夫
公司（BASF）
已开发出化学循环技术，利用使用后的混合

塑料生产再生塑料

TC 跨大陆公司 

（TC Transcontinental）
收购了 Enviroplast 公司，将塑料循环利用

业务垂直整合到其柔性塑料包装生产中

Algramo 
运营洗涤剂填充系统，并与联合利华和雀巢

等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Bockatech  

已开发出低成本、可重复使用、重量轻的可

再生塑料容器的生产技术

Loop  
运营一个网购平台，专营使用可返还和

可重复使用包装的品牌食品和化妆品

packaging

MIWA  

为智能化可重复使用包装提供一个完整的

商业生态系统（最近已与雀巢合作）248

Já Fui Mandioca  
（前身为 CBPAK 公司）将木薯中不可食用

的淀粉成分转化为可降解的包装材料，并与

巴斯夫公司合作生产一种保护膜来提高其

耐久性

RePack  
为电子商务提供可重复使用和可返还的包装

服务

（可分解 / 可食用包装、固体洗发
水、从农场到餐桌等）

（例如，透过数字科技将非正规废弃
物回收行业与正规废弃物回收行业
联系起来）

（例如，使用农副产品制成的塑料）

（例如，化学、溶剂型、机器人分拣等）
（例如，数字水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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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时尚与纺织品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采用新的商业模式来提高使用率（如转售、出租等）

• 通过重复使用和修复来延长使用寿命

• 确保衣物由安全、可再生的材料制成

• 确保纺织品能够被回收、分拣、重复使用或循环利用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越来越多的时尚品牌承诺并践行重复使用或租赁模式，并按照耐久性、材料健康、

可循环绩效和可追溯性等原则进行设计（如牛仔裤再造项目）249 

舁G舁荡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㠵褀斾跣麽過䀍艊慁醁攝昦䯖藥愥㳛侟懲羮浧媀。暅鮪抲䗮畝羠彾鰓嶗詵㳛羮屟。

詵孉粶酺敱嶗詵〡鐴屟艊藥⺸㛄㚧䯖詵畝羠囑旿艊婩僨。誼叧孉粶訵 250 

聪艇

•  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如欧盟颁布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法国出台《循环经济法》，

禁止销毁未售出或退回的消费品——这将对奢侈品品牌造成影响

•  联合国（通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经合组织等全球

平台的相关兴趣日益浓厚

•  政策中心在欧盟《绿色复苏计划》中提出采取绿色复苏原则，促进纺织、服装和鞋

类行业的循环发展很有必要 251 

淘溲=哝潇 
<庭铰蛋

淘杂败澈à縹

政策与监管

•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当前时尚体系的弊端，这正在推动该行业转型，例如使用更安

全的化学品和可再生资源等方面 252 

•  唻㠳龈鲈忲縟閔艊彾㓄澐鮪謙㪇䯥羾鲋斶叄妕詬艊熱粷䯖㩸綈嶗蟿㡇艊點濕姪桹

忞抲䗮

布厩=舁\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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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H&M 集团
承诺到 2030年实现“100%循环和可再生”，
包括在其所有产品中使用再生材料，以及到
2025 年使包装实现可重复使用、可循环利
用或可堆肥

Lojas Renner 
推出再生衣物回收系统，引入技术循环利用
供应商的废弃纺织品 

盖璞公司（GAP Inc）
承诺进行循环设计，探索循环商业模式（如
与领先的时尚转售平台 thredUP 合作）

The RealReal 
 销售二手奢侈品真品，在 IPO 时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Rent the Runway  
提供一次性或会员制服装租赁服务，估值超
过 10 亿美元

The Renewal Workshop 
将滞销服装，用后或再生材料翻新变成新品

Stuffstr 
与零售商合作，回购和循环使用二手服装，
提高服装利用率

衣二三（YCloset）
是一个时装租赁平台，在中国拥有超过 1,500

万客户（已与H&M集团合作测试订购模式）

AHLMA 
80% 的材料来自边角布料，采用开源设计，
设有修复实验室

Lizee 
利用其物流和管理服务帮助各品牌建立租
赁模式

Depop  
是一个 P2P 古董和二手时装市场以及在线
社区

HireStreet  
提供高街服装租赁服务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卧粲殻羹弓G殃霓 琥桢簇琥桢潘懿丛菅三毋

昔跳聪艇卧粲恻訪弓G殃霓卧粲涪璋杌改唤滔绰勺笺峥麈同

（如寄销或 P2P）

嚏扩三毋糞脞

（如追踪）

（如使用再生来源的纤维 / 副产品）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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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食物与农业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在可能情况下，采购当地种植、可再生的食物

• 在受控或精密农业解决方案中采用循环实践（例如，垂直或室内农业的养分和水循环）

• 防止生产中剩余可食用食品

• 通过对食物和供应链进行设计，避免浪费，使生产更接近消费，实现自然和土壤再生

• 将食物副产品转化为新产品、生物材料以及农业和水产养殖肥料，使养分回归到土壤

• 收集消费后的有机废物，并从中获取资源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更多减缓气候变化的行业行动，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例如 OP2B，关注生物多样

性的国际商业联盟，包含百乐嘉利宝、达能、麦凯恩、雀巢和沃尔玛

•  各行业对循环经济效益的认识日益加深，不再局限于包装及废弃物管理

舁G舁荡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重新分配盈余食物和减少食物浪费的新兴商业模式

•  更多农业科技创新（如再生农业、微生物工程、机器人技术、先进数据分析和农业

管理软件）

聪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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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如减少食物浪费），对再生实践的激励零散但关注度日益增

加，如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农场到餐桌”战略、欧盟生物多样性

战略、加州的碳农业举措（如 Marin 碳项目）等

•  公共采购政策（如巴西全国学校食品供给政策优先考虑采购当地、有机、可再生的

食品；美国各城市实施优质食品采购计划）

•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各国通过转向区域性、有韧性的食物体系来保障供应，这正在

创造一种快速变化的局面（如供应链的重新本地化）

淘溲=哝潇 
<庭铰蛋

乘诚嬸奪

淘杂败澈à縹

政策与监管

•  日益关注食物相关的健康问题，包括糖尿病和肥胖症

•  日益偏好多元食材（如多种蛋白质、本地品种等），正在改变的饮食偏好（如转向植物基、

本地和季节性食物）

•  开始认识到农业与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贫化和水资源问题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  越来越认识到农业是气候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循环情景下，全球食物体系产

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到 2050 年可减少 49%）253  

裁幕

迂玻鹅碘涪 
橙苄绅惹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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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恋帝奢挨逯市载陂汇尺呱窝伍谋陂殻碘
\痴窝弓G二舁骗呱氕跳

充菸畴G乐嘩佮帝奢俺繁壤氕跳殻饭窝
伍氕跳佮嬸菅墾宝殃霓佮懊躲暑鏞宝陂
今消骗

笺ě潘懿杳章段赐呱殫改涪镓鼎麈魈饣雕烫申畴G殃霓二恋怊酗旯涪
哲罰旯赈妾鴿锡佮啭í烫申佮诚衫
彖殫菸ê櫚嚶佮诚ń滔哚

闹惰瀨饭磊蓉呱嚏扩碘锚痴佮嵫
便殫改涪比抹摯呱滷脱拇

达能
已承诺投资 20 亿欧元（约合 24 亿美元），

用于扩大再生农业规模，减少包装中的原生

塑料，转向可再生能源；同时承诺到 2025 年，

其在法国采购的原料 100% 来源于再生农业

百威英博
将酿造副产品转化为富含蛋白质的食品

Balbo 集团
采用再生农业实践，实现甘蔗生产效率比传

统方法提高 20%

通用磨坊（General Mills）
已承诺到 2030 年在 100万英亩农田上

推广再生农业，并已投资超过 500万美元

用于改善美国农业用地的土壤健康，包括

RegenAg 试点项目

Apeel Sciences 
已开发出一种用植物材料制成的隐形涂层，

可以延长未包装水果和蔬菜的保质期

Winnow 
使用人工智能机器视觉技术，减少商业厨房

的食物浪费

Sanergy 
环卫公司，用黑水虻处理人类排泄物，创造

农业产品 

  

Row 7 
种子公司，为餐饮服务参与者、个人和厨师带

来不同的植物品种

Feitosa Foodtech 
将多余的香蕉做成香蕉酱，以避免被废弃在

农场里

Agricycle 
向非洲等地的农民提供干燥技术，把多余的

水果变成耐储存的零食

Kaffe Bueno 
将用过的咖啡渣制成化妆品和食品

Greenplat’s Plataforma Verde 
区块链软件，可追踪有机物质流动的地理空

间绘图

Ecovative 
培养菌丝体基生物材料，以制造肉制品替代

品和可生物降解的包装材料

Agriprotein 
利用昆虫将有机废物转化为有价值的蛋白质

（如农业生态学、循环放牧、农林复合经营、
保护性农业和朴门永续等）

（例如，创新植物基蛋白质产品替代肉
类和奶制品；开发使用食物副产品作
为原料的产品和食谱；鼓励消费者购
买这些产品）

魂芤阊蓯杷恍二啉跎湾夥殫陂
涪窝伍谋陂崭饭佮俺昙療舁窝
讨食锲涪殻史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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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电子产品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使用再生材料，设计具有可修复性、可拆卸性和可循环利用性的产品

• 采用循环商业模式（如租赁或产品即服务），通过对零部件和产品进行维修、翻新、重复
使用、转售、改变用途、再制造等方法尽可能延长电子产品的使用周期

• 在产品使用寿命结束后，通过回收、分拣、分离和循环利用留住材料的价值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随着电子行业对稀土金属需求的增加，城市矿产 / 循环利用的活动也在增加，但目

前只有 1% 的稀土元素被循环利用
莲窝噲誹诛呱 
閾遇铰蛋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物联网、人工智能、5G 或区块链等技术正在催生新的商业模式（如流媒体服务、

订阅模式等）

•  暆梕㾗唻詵販侟屟艊㛄㚧飨倀㬒謭窹牐㓦噴昷橉

聪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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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令和监管制度更加严格，例如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国家政策与法规（例

如在马拉维和南非等国家）、修复权、有害物质限制、报废电子电器设备（WEEE）

的生产者责任延伸制（EPR）（如中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

韩国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计划覆盖 27 种以上的产品）。

•  昦獰鑑矈肣嵔嶗鰱釐敤熎踎媑嗁獻䯒偧跤銊㠾曀揦撽䯓釣懲諤蹺唻蠮鮃㳟嘄驔僉

珅㭠艊敤熎蠻㢩暀苩亱鎢䯒偧漥茒艊饅䀽囑棞旿墡慘䯓tension (e.g. US-China 

trade) 

淘溲=哝潇 
<庭铰蛋

淘杂败澈à縹

政策与监管

•  尤其在快速发展的电子产品领域，越来越多的客户选择购买更便宜、翻修如新的

电子产品，或者选择“使用而不拥有”的模式以体验最新产品
布厩=舁\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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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蒈溃ê改殻羹蔑贰涪瓿艇眉豁

麈借呱憋芤μ桢杀涪爹琮

闪毒涪潘懿丛菅三毋 蒈溃ê改盧饭陂崭 /唤滔
=绰勺笺峥麈同

＃被菅昙<韶窝￥弓G殃霓

苹果
已承诺在未来的所有产品中使用 100% 再生
或可再生资源，并通过产品召回计划和机器
人拆卸技术来提高旧手机的材料回收率

惠普 
提供物联网订阅模式（“打印即服务”）、闭
环墨盒循环利用，并通过与 Sinctronics 合
作，从惠普终端电子设备中回收和创造价值

戴尔 
设计可重复使用、可维修和可循环利用的产
品，并承诺到 2030 年使用 100% 再生或可
再生包装材料

三星 
提供每月付费订阅模式，允许用户升级到最
新版本

思科 
已承诺通过召回计划实现 100% 电信设备产
品召回，以便改变其用途再利用，或对其进
行修理、翻新和再制造等

伊莱克斯 
正在中国和瑞典对硬件产品进行按使用付费
订阅模式的试运行

Reclite  
在南非及周边国家回收、运输和循环利用废
弃的电子产品

Grover  
提供“即付即用”最新技术订阅服务，包括电
动滑板车

Fairphone  
提供模块化移动电话，让客户可以轻松更换
和升级零部件

Teleplan  
提供技术产品生命周期维修服务，专注于筛
选和测试、修理和翻新，以及从大量二手电
子产品中获取价值。

Refind Technologies 
科技公司开发电子废弃物（如电池和手机）
自动分类与分拣系统

Back Market  
是一个翻新消费电子产品市场，最近已从
高盛集团、Aglae Ventures 和 Eurazeo 

Growth 筹集到 1.2 亿美元资金 254

 
ReUrbi  

从企业回收废弃的 IT 设备，然后拆卸 / 翻
新并挂上 Remakker品牌出售，同时提供保
修服务和技术援助，价格比新产品低至 50%

Close the Gap  
面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的教育、医疗和
社会项目，翻新和重新分配二手 IT 设备

（例如，租赁、P2P 出租或按使用
付费订阅模式）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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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汽车、交通运输和物流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设计具有共享性、适应性、可拆卸性和可循环利用性的车辆和交通基础设施，并向电气化
转型

• 通过对零部件、车辆和基础设施进行再制造和升级而延长材料的使用周期

• 多元化交通运输模式和营运模式（如多元公共交通服务）

• 规划城市和地区，优化交通运输（包括货运），实现有效的逆向物流和资源流动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二手车市场已经很成熟，汽车制造商经常对汽车进行翻新和转售

•  汽车制造商已开始推出自己的汽车共享计划，但参与率各不相同

壤讠呱潘懿乐嘩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进一步向交通电气化转型并进行创新

•  持续对自动驾驶和互联汽车进行创新，但大规模实施的可行性仍不确定

•  开发并实施数字化解决方案，以优化物流，支持货运服务和逆向物流的整合，包括

本地“最后一英里”解决方案

聪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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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排放限制加强、再生成分设计、报废车辆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充电电池、“产

品及服务”交通解决方案的监管（例如，《机动车辆可重复使用性、可循环利用性

和可回收性指令 2005/64/EC》要求在设计面向欧盟市场销售的新车时，应确保

零部件和材料至少能够在车辆报废时可被重复使用、循环利用或回收；255 欧盟《循

环经济行动计划》）

•  加强对智能交通运输的监管（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  推出共享汽车激励措施（例如，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发布多项政策来鼓励共享

汽车，预计该行业将在中国实现迅速增长）256 

•  旨在缓解拥堵状况和空气污染的城市规划正在改变城市地区的交通模式，包括鼓

励步行和骑车的计划（如 2024 年伦敦步行行动计划和规划中的 450 公里新自行

车道；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导致封锁后，西雅图、布鲁塞尔和米兰等城市都在限制

汽车的使用，并规划出数十英里长的自行车道）

淘溲=哝潇 
<庭铰蛋

囟岛

政策与监管

•  电动汽车的需求不断增长（预计在 2019 年至 2030 年期间，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将

以每年 21% 的速度增长）257 

•  客户偏好转向“使用而不拥有”（例如，共享汽车市场的规模在 2019 年超过了 25

亿美元，预计在 2020 年至 2026 年期间将以每年 24% 的速度增长）258

•  昦獰鑑矈肣嵔艊稜僨鎢㬫鑫鈫醢㠳窹䯒藥愥䏴閔嶗羠牆羮閔䯓艊寚㬫亱䂏䯖謾忞

䈑窹牐嶗㬒謭窹牐镾撾雩嬱勢抲䗮、偧䯖2019妘 7桸䯖餚蹺鈫㠳狆㠿讜瀷亱䂏

13%259 截至 2020 年 4月中旬，美国零售商在线收入同比增长 68%260

•  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到 2050 年，全球将有 68% 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区域，共享

多元联运公共交通的可行性也不断上升 261 

布厩=舁\ 
<庭鹅碘

挨扼枨习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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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闥樸巴呱充蹿攣涪昔跳呱
潘懿丛菅

潘懿弓G殃霓佮帝奢诚ń员軍μ涉軍μ陂
崭涪緞戀赈秫μǚ縷戀纜 /笺峥麈同卧
当μ今扯赈戀乘诚ǚ縷渖佮懊躲饭蒈荡
殻挤

烫申潘懿弓G殃霓佨旧诚ń
殃霓佪呱嚏扩蔑贰

雷诺
在其汽车设计中增加再生材料的使用，增加
二手汽车的回收、拆卸、重复使用和再制造，
循环利用零部件、电池和车辆，推出 ZITY

全电动共享汽车服务 

 

 

 

 

敦豪速递
已在法兰克福和乌得勒支推出模块化交付
“Cubicycle”装置，可以装载到电动货运
自行车上，解决市中心最后一英里交付问题

戴姆勒和宝马
已成立一家合资企业 Share Now，可在城
市区域提供汽车共享“出行服务”

丰田 
已发布关于建设经认证的汽车拆卸设施的
计划，并在全球推出“汽车到汽车”循环利
用技术

LKQ 公司
对卡车和轿车零部件进行回收、循环利用、
翻新或再制造，以生产可用于维修和升级车
辆的零部件

Whim 
在赫尔辛基、西米德兰兹郡和安特卫普通过
“出行即服务”综合计划提供（几乎）所有类
型的交通选择

BlaBlaCar 
提供拼车服务，利用私家车在既定行程中的
闲置空间

 
 

Convoy 
是一个可让本地货运司机在既定行程中额外
接单和利用盈余载重能力的平台

Connected Energy  
和 Powervault
在储能系统中使用再生电池

摩拜单车
在全球数十个城市使用物联网技术提供共享
单车服务

Pony 
实行一项采用分散式车辆所有权的共享微
型汽车租赁计划

Black Bear Carbon 
将旧轮胎转化为一种叫做“炭黑”的原材料，
可用于一系列产品，包括钢笔墨水、智能手
机外壳和新轮胎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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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媒体和电信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增加对资产位置、状况和可用性的了解，利用技术解决方案优化循环经济的价值驱动因素
（如延长使用周期、提高利用率、实现资产循环、实施回收和重复使用/循环利用）

• 对技术和电信设备与基础设施的设计考虑到延长使用寿命、升级、重复使用和拆卸等方面

• 对技术和电信设备与基础设施（如服务器、网络设备等）进行重复使用、重新部署、升
级、翻新和循环利用

• 运营共享的数据中心和网络基础设施（基础设施即服务）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随着电子行业对稀土金属需求的增加，城市矿产 / 循环利用的活动也在增加，但目
前只有 1% 的稀土元素被循环利用

•  技术创新（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一直在快速扩大循环商业实践的范围

• 云计算和边缘计算正在不断为智能资产赋能

•  支持虚拟化和提供（流媒体）服务的公司已经对该行业产生了重大颠覆性影响（如
Spotify、Kindle 和 Netflix）——在 2011 年至 2016 年期间，从流媒体到个人护
理产品，订阅电子商务市场以每年超过 100% 的速度在增长 262  

莲窝噲誹诛呱 
閾遇铰蛋

聪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75 頴愛 ·䧍陸䅏緥▕㳟＝ • 笃誹潘懿杳章 



•  越来越认识到科技可协助解决紧急挑战（如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洲人工

智能和机器人策略）

淘杂败澈à縹

政策与监管

•  越来越多的客户转向流媒体订阅模式（全球视频流媒体市场规模在 2019 年超过

420 亿美元，预计在 2020 年至 2027 年期间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263 

•  全球数字化和互联互通不断加强（2019年，全球有 35亿人可获得移动互联网）264，

使民众能够使用数字平台和线上市场，催生了网上购物（含日常用品）快速增长等

趋势。

•  5G 技术的采用将进一步为可支持循环经济的物联网技术（如智能家电的预测性

维护）赋能

布厩=舁\ 
<庭鹅碘

嚏扩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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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乐艹潘懿杳章拔膊銦荡呱三毋 乐陂ê改呱颌烧碘 三毋麈借呱憋芤μ瓿艇涪殻羹

橥柘笺峥麈同呱＃逗卧当￥ 
ǚ盎殃霓 糞脞蒈辩三毋呱闹惰

谷歌 
在其数据中心和服务器管理中采用循环经

济原则，包括购买再制造的服务器（在 2017

年占 18%），翻新现有设备，转售二手硬件等

蒂森克虏伯 
使用电梯数据和物联网技术进行预测性维护

Crown Hosting  
在英国为公共部门提供数据中心服务

荷兰皇家电信集团 
制定目标，通过采用循环设计原则，到 2025

年实现近 100% 循环运营和服务；截至

2019 年底，已有 18 家供应商签署了 KPN

循环宣言，超过其材料总支出的 70%

思科 
针对网络设备提供基础设施、平台和“软件

即服务”交付模式，以及回收与重复使用项

目

Provenance  
使用区块链技术，提供跨使用周期的产品与
供应链的信息

ZenRobotics  
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相结合来回收废弃
物中的可循环利用的部分

ReGen Villages  
已开发出一种软件和模拟器，利用人工智能
和机器学习来整合高产有机粮食、清洁水资
源、可再生能源和循环废弃物，进而在社区
层面进行资源管理

Closing the Loop  
与德国电信T-Mobile公司和三星公司合作，
在荷兰市场每卖出一部新手机时，回收并循
环利用一部废旧手机，以一对一的方式抵消
材料消耗

（如 5G 技术）

（例如，预测维修、自动分拣、
逆向物流规划等）

（如流媒体）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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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工程与建筑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通过在线平台提供现有、未充分利用的建筑空间，供短期使用，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资产

• 翻新现有建筑物作其他用途，设计可通过调整来延长使用寿命的新建筑物

• 在未使用的场地上部署和运营可移动的（模块化，设计时即考虑到简易拆卸，且由耐用、
高质量材料制成的）建筑群，创造短期或临时的空间

• 创建可在集中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期货合约，使材料价值与未来建筑拆卸时的预期材料价值
挂钩，促进建筑材料的回收和重复使用。

• 除了重复使用拆卸材料，也可使用可再生、无毒、高再生成分和/或本地的材料，

• 建筑物固定装置及配套设施的“产品即服务”（如“供热、制冷或照明即服务”）订购模
式，按使用情况支付费用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预计到 2050 年，钢铁需求将翻一番，水泥需求也将几乎

翻一番

•  到 2025 年全世界将需要 10 亿套新住房才能满足住房要求 265 

莲窝噲誹诛呱閾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越来越多的客户和投资者正在了解循环商业模式的积极案例；该主题相关的研究、

洞见和论文也与日俱增

•  已有使用循环原则设计和建设的大型示范开发项目（如阿姆斯特丹的 Triodos 银

行总部和生态产业园区 Park 20|20）落成

舁G舁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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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模式（例如，Madaster平台为建筑颁发材料通行证，并跟踪材料随时间变化

的价值）266 和建筑材料与设计（例如，在 Practice Architecture 平房上覆以大

麻纤维）的持续创新 267 

聪艇

创新与企业行动

•  2019 年，太阳能、风能和水力发电项目以四年来最快的速度落成，预计可再生能

源发电能力将在 2019年至 2024年期间增长 50%。268 据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

分析，对于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公用事业规模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和陆上风力发电

是目前成本最低的新建电力 269 

壤吾讨哚

•  建材是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的重点领域：提及建筑及拆卸废弃物的物

料回收目标以及物料具体比例

•  欧盟《废弃物框架指令》（2008/98/EC）设定了一个目标：到 2020 年，70% 的无

害建筑和拆卸废弃物将实现重复使用、循环利用或回收

•  政策重点不断向城市层面倾斜，例如，新版《伦敦规划》要求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

新开发项目提交一份《循环经济声明》，以帮助建筑师采用循环经济原则；270 维

多利亚州政府的基础设施“再生优先”项目要求优先采用再生的和重复使用的材

料 271

•  能源部门的脱碳工作仍是政治议程（如《欧洲绿色协议》）上的重要议题，不同地

区的激励机制各不相同且不断变化（如太阳能电池板和家用电池）

淘溲=哝潇 
<庭铰蛋

聪艇

政策与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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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地区的人口结构变化导致住房需求的不同和变化

•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工作模式的转变加速且更加需要灵活的空间

•  人们日益认识到，建筑业占到全球资源需求的三分之一以上，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

要因素之一。循环经济模式可降低对钢铁、铝、水泥和塑料的需求，在此情景下，

2050 年可减少 38% 的全球建筑材料二氧化碳排放（或 20 亿吨二氧化碳）272 

•  2019 年，超过 40% 的消费者表示倾向于可再生能源发电（该比例在 2018 年为

25%），45% 的消费者表示愿意为 100% 可再生能源电力支付更高的价格 273 

•  受全球电动汽车市场增长的推动，人们对分布式、离网式能源生产和储蓄的兴趣

日益浓厚（预计 2019 年至 2030 年期间的复合年均增长率为 21%）274 

挨扼枨习 
<庭鹅碘

迂玻鹅碘涪 
橙苄绅惹

布厩=舁\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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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二被锚惘涪挠湮璣假嬸菅糞脞
潘懿杳章弓G殃霓呱嚏扩三毋佮
帝奢＃昔跳杀亳￥涪繯绽骗桢
杀

宝\陂跳魔呱挠湮

Steelcase  
采用支持家具回收和重新部署的“产品即服
务”系统和付费使用模式

BAM  
与建筑师 CIE 在阿姆斯特丹建造了荷兰银
行的循环展馆 Circl

皇冠地产（The Crown Estate） 
更新后的《开发可持续性原则》要求设计团

队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采用循环原则 275

 
 
 

奥雅纳（Arup） 
在其与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项目中采用循环
设计原则，例如，Frener & Reifer，住建
环境信托和 BAM合作的的伦敦循环大厦
（Circular Building）项目；阿姆斯特丹
的 HAUT；爱尔兰交通基础设施；英国地
产公司的 1 Triton Square 项目；和 AMP 

Capital 和 3XN/GXN 的 Quay Quarter 

Tower项目

Interface 和 Tarkett  
使用再生材料设计并制造可拆卸和循环利用
的模块化地毯

 
 

施耐德电气 
在西班牙提供不间断电力供应租赁服务，配
有远程资产管理和预测性维护措施，以延长
资产寿命

通用电气 
提供数字和服务解决方案，监测、预测和优
化风力涡轮机的性能和维护，并设立了零部
件维修和翻新中心 276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Enel's ） 
Futur-e 项目正在采用循环经济原则对 23

个火电站进行重新开发

GlobeChain  
是一个数字化的建筑材料重复使用市场，同
时对数据进行校核整理

Kaer  
提供空调服务，负责空调系统的设计、安装
和运行

Oxara  
促进建筑废弃物（挖掘材料）的重复使用，
并生产低成本二次建筑材料

Strukton  
已建设一个移动式混凝土循环利用工厂
Circuton，可将拆除下来的混凝土进行就地
循环利用，制成新的混凝土

Enlighted  
提供基于物联网的能源服务系统，据称可为
客户节省 60-70% 的照明能源和 20-30%

的加热 / 制冷能源

Winsun  
使用 3D 打印技术进行施工

躁 :  
需要进行商业规模的试点，作为新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循环商业模式的概念验证

笺峥麈同誹êμ晃酪粲橘μ傾巴涪厘
痴呱＃笺峥麈同 /ê改逗卧当￥弓G
殃霓

（例如，将太阳能电池板作为一种服务，
提供给个人和企业）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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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废弃物管理和水务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进行可重复使用性、可修复性、耐久性、可循环利用性和/或可堆肥性设计，包括淘汰有
害材料和物质

• 对二手产品和材料（如金属、塑料、化学品等非可再生材料和木材、纸张、棉花等可再生
材料）进行回收、分拣，以便进行重复使用、再制造和循环利用

• 对材料、组件和产品进行重复使用、再制造和循环利用，提高循环利用和回收系统的效率

• 对食品和其他有机物质进行回收、分拣、堆肥或厌氧消化，并利用残留生物固体（如肥
料）创造有价值的产品

• 对废水中的水和其他资源进行回收、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在废弃物管理过程中越来越多地采用自动化技术（如机器人分拣）

•  进行技术和数据驱动型创新，如路线优化、智能垃圾桶和运输车、无线射频识别技

术和装填传感器

•  开发新的循环利用技术，尤其针对塑料（如化学循环技术）

•  在废水资源回收方面进行技术创新（如“地平线 2020计划”资助的水务创新项目）277 

聪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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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桖跛樴艊姠婮窹苳諎壽姪䯤籌偧纍鯝乁╖衃䯒漥茒踵瀯埡 5-100漥廬 278、澳大

利亚为每吨42-105美元 279和加利福尼亚为每吨36-50美元）280、一次性塑料禁令、

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包装基本要求提高和中国“国门利剑 2017”联合专

项行动（自 2018 年起禁止进口塑料、纸张和金属等废弃物，这推高了全球废弃物

处理成本）

•  蹺咲孉粶濕羮茩槪䯒偧漥茒㾗唻⿷旿。鄘媑。梣棞。糋縚嶗㳟嘄㛄呯艊茩槪䯓

•  循环经济政策，包括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包装和包装废弃物指令》

等均有助于发展高质量的二级原材料市场

•  许多国家（如哥伦比亚、法国、斯洛文尼亚、德国和中国）和城市（如伦敦、夏洛特、北京、

圣保罗、墨西哥城和开普敦）已实施循环经济路线图，包括废弃物管理和水务管理

方法

淘溲=哝潇 
<庭铰蛋

囟岛

政策与监管

•  人们对废弃物和污染问题（尤其是一次性塑料和流入海洋的塑料）的认识日益增强，

其态度、消费和行为也开始摒弃线性商业模式（如快时尚和一次性塑料）

•  在 2004 年至 2017 年期间，欧洲城市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提高了 16%，而在

2005 年至 2016 年期间，包装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率提高了 13%281 

•  然而，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废弃物总量将增长至 34 亿吨，是同期人口增长率的

两倍以上，而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处理方式对环境不友好 282  

布厩=舁\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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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唤滔μ绰勺涪潘懿丛菅脞惮

鏞隊師潘懿丛菅三毋

谋语誹诛唤滔

扈荡碘绰勺三毋

菅范窝伍谋陂呱肚渝哲碘界芤

被菅窝伍谋陂宝\聪艇昔跳呱段跳

苏伊士（SUEZ）
2018 年在欧洲的收入中有 36% 来自循环利
用和回收业务，通过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实
现 100% 循环是其 2030 年价值主张的一
部分；在 2020 年设立了一个开拓型工业部
门，从生活和工业废弃物中回收超细金属
颗粒 

 

 

Renewi 
是一家变废为宝的企业，其业务是循环利用
废弃物，将其转化为二次原料和产品

威立雅环境（Veolia） 
2018 年，通过循环利用、沼气和废水循环
利用等循环经济活动，创造了48 亿欧元（约
合 56.6 亿美元）的收入（其中废弃物业务
收入占 50%），并与联合利华合作，共同为
塑料循环经济改善基础设施

GFL 
对物料流的循环工艺进行投资，包括在建设
和开发中对土壤进行循环利用和重复使用，
以及将有机废物转化为堆肥和肥料

Cambrian Innovation 
通过水能采购协议，提供分布式废水处理和
资源回收服务

TerraCycle 
针对多层包装和口香糖等“难以循环利用”
的产品，制定循环利用计划

Loop Industries 
利用化学回收方法生产再生且提供原始质
量的塑料原料

TOMRA 
提供反向自动售货机、废弃物分拣和循环利
用解决方案和技术

TriCiclos 
integrates the operation of collection, 

将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站的运转与社区教
育和企业战略咨询相结合，帮助他们在设计
之初避免废弃

Recycling Technologies 
已开发出可大规模生产的模块技术，能够安
装于现有的废弃物回收站，将塑料废弃物转
化为生产新塑料的原料

Kudoti 
使用数字平台来提高整个非洲地区的物料
回收、分拣、处理和循环利用效率，以减少污染，
提高材料回收率

AMP Robotics 
使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对复杂的废物
流进行自动识别、分拣和处理

躁 :  
通常，转废为能是一种线性活动，会导致有限资源的损失。因此，这<籼视为循环经济的一部分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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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工业制造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在生产中利用再生、来自再生生产途径或可再生材料

• 在设计之初避免生产过程中产生废弃物，重复使用或循环利用生产过程中的副产品

• 设计并制造耐用、可维修和容易拆卸的产品

• 通过拆卸和分解；对零部件、产品和机械设备进行再制造；生产用于维修和升级产品、机
械设备和基础设施的零部件来延长产品的使用周期

• 通过对报废零部件、产品和机械设备进行循环利用，将再生材料二次投入生产，延长材料
的使用周期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欧盟制造企业在材料方面的支出平均约占其总支出的 40%

•  制造商继续在价值链上的人工智能、云计算、先进分析技术、机器人技术、增材制
造和 3D 打印等先进制造和数字技术方面进行创新，以减少生产中的废弃物

•  转型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进行生产

莲窝噲誹诛呱閾遇

聪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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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如欧盟新版《循环经济行动计划》、欧盟工业战略、EPR 政

策、垃圾填埋税）

•  REACH 政策还覆盖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并针对于人类健康和环境有害的

副产品提出了额外的合规要求

淘溲=哝潇 
<庭铰蛋

政策与监管

•  暀苩㚪㛌勢姠婮窹嶗焑榟艊㠥䉳嬁閼

•  新冠肺炎疫情严重破坏了贸易、制造业和供应链。预计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制造业

回流；修理和再制造活动也将有所增加（如呼吸机设备）

布厩=舁\ 
<庭鹅碘

抹莲橙苄初春呱 
騭骗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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韪巴μê改涪闥樸巴呱铰昔
蹿攣

闥樸巴μ軍藍涪伍杏麈借呱 
充蹿攣

闪毒μ绰踯懊躲韪巴=昔跳呱
勝诫被菅

潘懿弓G殃霓暑比＃ê改逗卧
当￥

卡特彼勒 
Cat Reman 项目，以仅占新零部件一小部
分的成本提供完好如新的优质组件和替换
零部件

劳斯莱斯 
“按飞行时数计费”的引擎维护管理方法（如
TotalCare 计划）对整个使用周期内的引擎
维护进行预测分析，可使多达 95% 的旧引擎
零部件被回收或循环利用。

西门子交通集团（Siemens 
Mobility） 
3D 打印火车和铁路零部件可缩短 95% 制造
时间

IBM  
设立有拆卸分解和资产回收中心，从用后电
子产品中回收零部件进行重复使用或转售

 
 

Neptuno Pumps  
对工业泵进行再制造，对报废零部件进行重
复使用或循环利用来制造新的泵和零部件

捷豹路虎 
将报废车辆中的铝材进行循环利用，转变为
用于制造车身的高质量新铝材

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3YOURMIND  
已开发出用于零部件 3D 打印的增材制造软
件，使德国联邦铁路（Deutsche Bahn）能
够为车辆维护创建一个“数字零部件仓库”，
使博世（Bosch）能够为医院和医疗中心生
产小批量的工业塑料部件和 3D打印零部件，
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Novo Nordisk 
和其他八家私营与公营公司在卡隆堡建立了
产业共生伙伴关系并取得了商业成功，他们
交换 25 种不同的资源，节约了成本，并带来
了社会经济效益

 
 
 

Warner Babcock Institute 
已开发出一种添加剂，可将旧沥青转化为新
沥青

Urban Mining Company  
已开发出一种技术，可将报废产品（如电子产
品）中的稀土磁体再加工成新的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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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纸张、纸浆及林产品

关键的循环经济战略

• 从再生方式种植的资源中获取可再生材料

• 在纸张、纸浆和木材返回生物圈之前，对其进行梯级重复使用和循环利用，延长材料的使
用周期

循环经济增长潜力的推动因素

•  循环利用率已经相当高，如 2018 年欧洲纸和纸板包装的回收率约为 85%283

•  塑料包装的负面影响得到关注，为纸张和纸板等替代材料提供了发展机会（据估计，
在 2018 年至 2022 年期间，对塑料包装的摒弃促使欧洲和美国市场对瓦楞纸板
的需求额外增加 7亿美元，相当于每年 0.4% 的增量增长）284 

壤讠呱潘懿乐嘩

莲瓮傲昔跳呱閾遇

创新与企业行动

中短期增长潜力较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不断提高

中短期增长潜力新出现或有限

•  2018妘䯖跤蹺呺昻＃蹺䃸濕蘇￥鎽諦豕䎋ǹ誤䯖蝫澏㫧訥藥愥⿷旿。鄘媑嶗㳟嘄
鮪廟艊姠婮窹䯖㫥亱鎢鑫瑪絑姠婮窹侐絔彾梪䯖䅝濱鑫畝羠鄘彾梪䯒2017妘䯖跤
蹺㫧訥艊姠婮窹郿擇瑪絑姠婮窹熱訥艊 70%䯓

•  蹺咲孉粶濕羮茩槪䯒偧漥茒艊鄘媑嶗梣棞孉粶濕羮茩槪䯓

淘溲=哝潇 
纹蛋O晓

政策与监管

•  来自客户的压力不断加大，包装使用的行为发生变化（BBC 纪录片《蓝色星球 2》
效应）

布厩=舁\ 
<庭鹅碘

客户偏好和宏观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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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菅鏞隊師充菸壤绰锡瓮傲段
剧骚城

被菅璁逆扰璁袭帝粲锡傲瓮溅
跳帝粲

扈荡碘绰勺三毋

DS Smith  
是一家全球性的包装企业和一家“净正面效
益”的回收商，承诺到 2025 年制造 100%

可重复使用或可循环利用的包装 

 

斯道拉·恩索公司（Stora Enso） 
实施循环设计，且制定有一个价值链循环包
装计划，推动纸板包装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Smurfit Kappa  
制定了“更好的星球包装”创新计划，针对有
问题的包装形式设计替代方案

 
 
 
 
 

国际纸业（International Paper） 
致力于在其整个价值链中采用循环解决方
案，是全球最大的回收纤维用户之一

The Loop Factory  
已开发出一种制造技术，使用纸浆作为原料
来生产干燥成型的纤维素基包装，这种包装
名为“Yangi”，可再生且可循环利用

Noble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已开发出一种只使用水和热对再生废物纤
维加工制成的复合面板 ECOR

Spinnova  
将木材和纤维素废弃物转化为纺织纤维

Paptic  
已生产一种生物基、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
木纤维包装材料

 
 

Sulapac  
利用木材加工副产品等可再生材料来生产
包装

当前循环经济机遇领域

示例：大型企业

示例：创新者

循环设计与创新 循环商业模式

数字技术赋能

重复使用、更改用途和 
重新分配

回收、分拣和循环利用 再生和可再生实践与材料

修理、再制造和翻新

循环经济机遇领域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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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安娜·德·弗里斯（Joanna de Vries）

格兰特·查普曼（Grant Chapman）

踽釆

釆㪝

编辑

㛄㚧醮閔窅扢妭鄽絔

妕䉳㛄㚧壎

Design Assistant

制作人员

莎拉·丘吉尔·斯劳（Sarah Churchill-Slough）

埃莉莎·吉尔伯特（Elisa Gilbert）

马修·巴伯（Matthew Barber）

伊安·班克斯（Ian Banks）

莉娜·格拉维斯（Lena Gravis）

传播

™摙鄽絔

™摙怱ǹ

™摙怱ǹ

剓鉢饅跀鄽絔

尤利亚·斯特拉特（Iulia Strat）

凯蒂·舒斯特尔（Katie Schuster）

贝克斯·沃辛顿（Bex Worthington）

罗斯·芬顿（Ross Findon）

䒫夌怱ǹ呭

跀酛屟鞏㚴怱ǹ踽諎

㳟@䎋茩踽諎

㳟@䎋茩鄽絔

鰓椷壎

安德鲁·莫雷特（Andrew Morlet）

罗布·奥普索默（Rob Opsomer）

米歇尔·德·斯梅特（MICHIEL DE SMET）

艾米丽·希利（EMILY HEALY）

贾科莫·莫雷托（Giacomo Moretto）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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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ED

安德烈·克鲁马彻（Andre Krummacher） 

䎋茩。嬁閼撾醮㠩麇謄䒫夌怱ǹ呭

奥雷连·多内（Aurélien Daunay） 
ACTED㳟@。攝昦醮悅㡊謄䒫夌怱ǹ呭䯖嬁閼撾悅㡊
呺䖢咇䯒IILab䯓彾蘚

Alante Capital

莱斯利·哈维尔（Leslie Harwell）

諎絔諦．鳏

安姆科集团

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

詵慁醁僨嗴謄岄⺱

ANSA Services

亨利·圣·布里斯（Henry Saint Bris）

攝僔鳏悶岄⺱

波林加斯奎特（Pauline Gasquet） 
詵慁醁屟鰓椷壎

Archipelago Eco Investors

贾斯汀·盖斯特（Justin Guest）

諦．鳏

露西·莫蒂默（Lucy Mortimer） 
諦．鳏

奥雅纳（Arup）

理查德·博伊德（Richard Boyd）

䗮鄀墡蠿壎

As You Sow

康拉德·麦克伦（Conrad MacKerron）

䗮鄀謄岄⺱

英格兰银行

莎拉·布里登（Sarah Breeden）

 
餚蹺敒鉸梽椨苳萒怱ǹ鮂鲇䯖炚鎬怱ǹ僨㡽鳏

瑞安·巴雷特（Ryan Barrett） 
炚鎬跤宆䯒Climate Hub䯓䗮鄀鰓椷壎

巴克莱银行

梅·贾拉米洛（May Jaramillo）

詵慁醁僨嗴嶗嬁閼撾䀅ǹ趵烏㠥㠩鳏

蓝海合伙人（Blue Oceans Partners）

奥利维尔·雷波特（Olivier Raybaud）

鎽諦攝僔鳏悶諎絔諦．鳏

 

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塞巴斯蒂安·索莱尔（Sebastien Soleille）

镾瑧㩸矇嶗粶乵瑪絑㠥㠩鳏

罗伯特·亚历山大·普杰德 
（Robert-Alexandre Poujade） 
ESG鰓椷壎

法国巴黎银行租赁解决方案

安妮克·鲁西埃（Annick Roussier）

CSR㠥㠩鳏

皮埃尔·亨利·德拉马兰代 
（Pierre Henri de la Marandais）

駡誒趵烏㠥㠩鳏

 

Bockatech

克里斯·博金（Chris Bocking）

攝僔鳏

马丁·布雷彻（Martin Blacher） 
鮂鲇

Carbon Tracker

金斯米尔·邦德（Kingsmill Bond）

镾瑧鰓椷壎

 

CDC Group

亚历克斯·古德努夫（Alex Goodenough） 
▕㳟嶗㡊梪諦．悅㡊鄽絔

艾伦·布鲁克斯（Ellen Brookes） 
炚鎬黌誼怱ǹ呭

尤瓦利亚·奥梅雷利（Juvaria Aumeerally） 
鐭棈悅㡊鄽絔

维罗妮卡·迪贝拉博士（Dr Veronica Di Bella） 
粶乵。蛼＝嶗熎絔嬁閼撾鄽絔

马克·艾克斯坦（Mark Eckstein） 
粶乵。蛼＝嶗熎絔岄苳

专家贡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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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资本（Circularity Capital）

杰米·巴特沃斯（Jamie Butterworth） 
攝僔鳏悶䒫夌怱ǹ呭

花旗银行

扎拉·阿萨努丁（Zara Ahsanuddin） 
謄岄⺱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

维什瓦·维迪亚兰亚（Vishwas Vidyaranya） 
䎐䃾

闭环合作伙伴（Closed Loop Partners）

艾莉森·夏皮罗（Allison Shapiro） 
怱ǹ鮂鲇 

凯特·戴利（Kate Daly） 
孉粶鄽牨跤宆夠烏鮂鲇

罗恩·高恩（Ron Gonen） 
攝僔鳏悶䒫夌怱ǹ呭

Circulate Capital

罗伯·卡普兰（Rob Kaplan） 
攝僔鳏悶䒫夌怱ǹ呭

瑞士信贷

玛丽莎·德鲁（Marisa Drew） 
䒫夌詵慁醁僨嗴呭悶瑪絑詵慁醁僨嗴徔耚。饉㛨嶗㳟@
㠥㠩鳏

达能

埃里克·苏贝兰（Eric Soubeiran） 
靕磢醮烐孉粶謄岄⺱

达索系统（Dassault Systèmes）

爱丽丝·斯泰兰（Alice Steenland） 
䒫夌徔耚呭䯒CSO䯓

DS Smith

雨果·费舍尔（Hugo Fisher） 
䇗筧悅㡊鍎饅跀㠥㠩鳏

萨姆·琼斯（Sam Jones） 
DS Smith詵慁醁僨嗴徔耚嶗㬦㚵鄽絔

新兴市场投资者联盟 
（Emerging Markets Investors Alliance）

亚历克斯·沙伊（Alex Schay） 
鮂鲇

安德鲁·豪威尔（Andrew Howell） 
鮂鲇悶駡誒蔠裮㠥㠩鳏

阿肖克·帕拉斯瓦兰（Ashok Parameswaran） 
岄⺱悶攝僔鳏

纳丁·卡武索格鲁（Nadine Cavusoglu） 
夠烏鮂鲇

威廉·伍（William Woo） 
鮂鲇

Encourage Capital 

埃莉·莫斯（Ellie Moss） 
䗮鄀䎐䃾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

阿斯特丽德·莫塔（Astrid Motta） 
镾瑧敱籹嶗炚鎬黌誼㠥㠩鳏

彼得·赫希（Peter Hirsch） 
镾瑧敱籹嶗炚鎬黌誼鄽絔

欧洲投资银行（EIB）

阿诺德·韦贝克 Arnold Verbeek 
蔠僨醮攝昦㳟@䗮鄀䎐䃾

列斯贝特·古瓦耶茨（Liesbet Goovaerts）  
䗮鄀棞旿㯵粶乵墡蠿壎

波琳娜·布热齐卡（Paulina Brzezicka） 
攝昦㳟@饉㛨䎐䃾

希瓦·达斯达（Shiva Dustdar） 
攝昦㳟@饉㛨㯵䃸㠥㠩鳏

Fashion for Good

罗吉尔·范·马吉克（Rogier Van Mazijk） 
悅㡊鄽絔

联合爱马仕 - 国际业务公司

丽莎·兰格（Lisa Lange） 
ESG贋醮嶗諎絔

亚伦·海伊（Aaron Hay） 
SDG惡㠽醮躉呯敒苩踽㒄贋醮鳏

FSCS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兼注册金融分析师马歇尔·贝利
（Marshall Bailey） 
䉯怱ǹ踽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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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Z

克里斯蒂安·哈德逊（Christian Hudson） 
漥茒酴蹺䇗筧嶗鲈鴛蹺䇗筧粶乵侳鲮敆慁㠥㠩鳏

Good Tech Lab

本杰明·丁克（Benjamin Tincq） 
鎽諦攝僔鳏悶䒫夌怱ǹ呭

汉诺威投资者（Hanover Investors）

杰米·布鲁克（Jamie Brooke） 
悅㡊鄩諦鄽絔

H&M

埃里克·卡尔森（Erik Karlsson） 
悅㡊鄽絔

塞西莉·伯恩斯坦（Cecilia Brannsten） 
粶乵詵慁醁屟鄽絔

丽莎·斯佩兹（Lisa Spetz） 
㠨烏㯵

泛美开发银行投资公司（IDB Invest）

保拉·佩莱兹·赞布拉诺（Paula Pelaez Zambrano） 
MSME嶗詵慁醁僨嗴㠥㠩鳏

Impact Investing Institute

奥利维亚·迪克森（Olivia Dickson） 
鮂鲇＝彾蘚悶䒫夌豕咲

荷兰国际集团

尼桑·帕雷克（Nishant Parekh） 
粶乵醮孉粶鄽牨䎋茩鄽絔

创新英国（Innovate UK）

大卫·理查森（David Richardson） 
镾瑧跀酛攝昦㠥㠩鳏

 

气候经济研究所（I4CE）

米歇尔·卡多纳（Michel Cardona） 
㳟@㯵䃸嶗炚鎬䏣䅺䗮鄀䎐䃾

 

气候变化机构投资者集团（IIGCC）

刘易斯·阿什沃思（Lewis Ashworth） 
䎋茩鄽絔

国际固体废物协会

阿迪蒂·拉莫拉（Aditi Ramola） 
恖梮岄苳

意大利联合圣保罗银行创新中心

安娜·蒙蒂切利（Anna Monticelli） 
孉粶鄽牨桽烏侐㠥㠩鳏

克里斯托弗·埃尔·库里（Christopher El Khoury） 
孉粶鄽牨鰓椷壎

马克斯·泰林（Max Tellini） 
孉粶鄽牨瑪絑㠥㠩鳏

西蒙·卡利（Simone Carli） 
孉粶鄽牨豕咲

斯特凡诺·马提凡诺（Stefano Martini） 
孉粶鄽牨呺䖢咇㠥㠩鳏

Investment Circle

亚历山大·德·瓦夫尔（Alexandre de Vaivre） 
諦．鳏

威廉·鲍德勒·雷纳（William Bowdler-Raynar） 
諦．鳏

摩根大通

路易丝·彭伯顿（Louise Pemberton） 
詵慁醁㳟@鄽絔

麦肯齐·哈夫曼（Mackenzie Huffman） 
詵慁醁僨嗴謄岄⺱

凯瑟琳·亨特（Katherine Hunter） 
嬁閼撾㳟@謄岄⺱

LGIM 投资管理公司

马修·考特内尔（Matthew Courtnell） 
镾瑧豕咲

沙努纳·马赞德（Shaunak Mazumder） 
瑪絑鐭蝄▕㳟鄽絔

伦敦废弃物循环利用理事会（LWARB）

詹姆斯·克洛斯（James Close） 
孉粶鄽牨㚧陝㠥㠩鳏

麦格理集团

布鲁克斯·普雷斯顿（Brooks Preston） 
䧍樴絔▕蕬㛄昻嶗呺窹㡊鲲鮂鲇岄鄽絔

克里斯·莱斯利（Chris Leslie） 
䧍樴絔▕蕬㛄昻嶗呺窹㡊鲲詵慁醁僨嗴瑪絑㠥㠩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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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德学院

弗兰克·范·甘斯贝克（Frank Van Gansbeke） 
呺㣻斊戦

MMC Ventures

亚森·斯塔迪诺夫（Asen Kostadinov） 
鄽絔

穆迪公司

安娜·祖贝茨·安德森（Anna Zubets-Anderson） 
謄岄⺱ - ESG鰓椷壎

杰里米·戴维斯（Jeremy Davis） 
麟趵蛼＝㠩麇謄岄⺱

玛蒂娜·麦克弗森（Martina Macpherson） 
徔耚．飽饅跀嶗 ESG贋醮䗮鄀謄岄⺱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

詹姆斯·利顿（James Leaton） 
謄岄⺱ - 䗮鄀惡㠽豕蘚

摩根士丹利

马修·斯洛维克（Matthew Slovik） 
夠烏鮂鲇悶瑪絑詵慁醁㳟@㠥㠩鳏

OLEX.

布雷特·欧施尔（Brett Olsher） 
攝僔鳏悶諎絔諦．鳏

百事可乐

安德鲁·奥利斯（Andrew Aulisi） 
瑪絑粶乵敤詇謄岄⺱

Planet Tracker

加布里埃尔·托米（Gabriel Thoumi） 
㳟@壈鯫岄苳

马特·麦克卢基（Matt McLuckie） 
悅㡊鍎饅跀岄苳

罗宾·米林顿（Robin Millington） 
怱ǹ鮂鲇

Positive Money

大卫·巴姆斯（David Barmes） 
鄽牨叧咲

荷兰合作银行集团

比约恩·亚特（Björn Aarts） 
詵慁醁醮孉粶縟趵婩僨鍎

Rathbone Greenbank Investments

苏菲·劳伦斯（Sophie Lawrence） 
䗮鄀㭠孭。詵慁醁嶗嬁閼蔠裮蘚

 

雷诺集团

菲利普·埃尔米纳（Jean-Philippe Hermine） 
徔耚粶乵㓇陝謄岄⺱

RePack

乔恩·赫尔格伦（Jonne Hellgren） 
䒫夌怱ǹ呭悶鎽諦攝僔鳏

荷宝（Robeco）

彼得·范·德·沃夫（Peter van der Werf） 
踽誤忞桹棈䗮鄀贋醮豕咲

RobecoSAM

霍尔格·弗雷（Holger Frey） 
䗮鄀悅㡊鄩諦鄽絔

SAM（隶属于标准普尔全球公司）

洛特·格里克（Lotte Griek） 
鮂鲇悶麟趵詵慁醁僨嗴㛊幫㠥㠩鳏

玛丽·弗罗伊里奇（Marie Froehlicher） 
ESG豕咲

罗莎娜·布雷迪（Rosanna Brady） 
ESG趵烏豕咲

可持续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盖尔·格拉泽曼（Gail Glazerman） 
鰓椷壎䯖㯵䃸踽諎

琳娜·夏（Lynn Xia） 
䏴窹醮䒃旿䒫夌鰓椷壎

泰勒·里德（Taylor Reed） 
狆㠿閔ǹ趵鰓椷壎

可持续市场倡议（Sustainable Markets Initiative）

托尼·奥弗里（Tony Ofori）博士 
詵慁醁壈鯫㠨烏岄苳

 

SDG Invest

安妮·路易丝·松（Anne-Louise Thon） 
諦．鳏䯖SDG㠥㠩鳏悶鎽諦攝僔鳏

马德斯·达尔·汉森（Mads Dahl-Hansen） 
詵慁醁僨嗴䗮鄀鰓椷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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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耐德电气

高拉夫·夏尔马（Gaurav Sharma） 
孉粶縟趵浧媀岄苳

泽维尔·胡特（Xavier Houot） 
䗮鄀謄岄⺱䯖䒫夌粶乵呭

索尔维

伊莎贝尔·古贝尔曼·邦诺 
（Isabelle Gubelmann Bonneau） 
䗮鄀謄岄⺱䯖孉粶鄽牨㠥㠩鳏

米歇尔·沃谢尔（Michel Washer） 
謄䒫夌詵慁醁僨嗴呭

Stuffstr

约翰·阿切森（John Atcheson） 
攝僔鳏悶踽夌

Sulapac

泰罗·莱蒂宁（Tero Lehtinen） 
䒫夌㠨烏呭

Sustainalytics

凯瑟琳·斯泰恩斯特鲁普（Cathrine Steenstrup） 
贋醮桽烏謄岄苳

恩里克·菲加洛（Enrique Figallo） 
贋醮桽烏䗮鄀嬣壎

乔纳森·凯勒（Jonathan Kellar） 
贋醮桽烏鄽絔

马丁·威德（Martin Vezér） 
踽䎪蔠裮鄽絔

Switchrs

简·莱森（Jan Leyssens） 
鎽諦攝僔鳏

SystemIQ

凯瑟琳·斯托杜尔卡（Katherine Stodulka） 
玈諦㳟@墡慘鄩䎋茩岄苳

卡特琳娜·迪维克（Catharina Dyvik） 
詵慁醁㳟@㠥㠩鳏 /玈諦㳟@墡慘鄩䎋茩鄽絔

Telos Impact

纪尧姆·布里（Guillaume Boury） 
悅㡊鄽絔

巴普蒂斯特·拉·克莱克（Baptiste Le Clerc） 
悅㡊鄽絔

The Renewal Workshop

杰夫·丹比（Jeff Denby） 
鎽諦攝僔鳏

妮可·巴塞特（Nicole Bassett） 
鎽諦攝僔鳏

 

TriCiclos

维罗妮卡·德·拉·塞尔达（Veronica de la Cerda） 
䒫夌怱ǹ呭

Triodos Investment Management

汉斯·斯蒂（Hans Stegeman） 
䒫夌悅㡊詇耚壎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

查尔斯·阿登·克拉克（Charles Arden-Clarke） 
One Planet Network (10YFP)蟴霎侐㠥㠩鳏

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UN PRI）

吉玛·詹姆斯（Gemma James） 
粶乵鲇烏㠥㠩鳏

 

伦敦大学学院（UCL）

奥尔加·米希娃（Olga Mikheeva） 
攝昦醮駡邁茩艊蔠裮忞蔠裮蘚

剑桥大学

妮基·迪（Nicky Dee） 
蘇橯詵慁醁僨嗴䎘啂撾蔠裮忞蔠裮蘚

埃克赛特大学商学院

肯·韦伯斯特（Ken Webster） 
孉粶鄽牨䗮鄀㚸壎

埃克塞特大学

杰克·奥利弗（Jack Oliver） 
嬁閼撾嶗．飽饅跀僨嗴鄽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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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䗮孭鄐䯖︹䗮孭鄐㜉榺朄蛵䯖70%艊辭姉䀍䎘啂鍎㚧陝悅㡊孉粶鄽牨︺䯒2020妘 2

桸 26暀䯓

58  屒蟨䯖︹屒蟨㬦㫓㳛昦扢熱鲲閔螻敒嶗㳛侟懲羮㚧陝妷蜵鰱絑暀︺䯒2020妘 4桸22暀䯓

59  則竑嬐寫䯖︹孉粶鄽牨︺

60   thredUP䯒GlobalData壈鯫㓇浧䯓䯖︹ThredUP 2020妘㩸綈悞鶯︺䯒2020妘䯓

61   讜醢

6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瑪絑恔㜀䯤⿷旿孉粶鄽牨䯖懲⿷旿烔㫨醭＝黌彾姠婮窹︺

䯒2020 妘䯓

63   漥茒僡蘚＝䯖︹COM/2019/640 鄮袚︺䯒2019 妘䯓䯥漥茒僡蘚＝䯖︹孉粶鄽牨ǹ

誤㚧陝䯤婠㛄桖玜燳。桖錨覅鲅撾艊漥爳︺䯒2020 妘䯓

64   漥茒僡蘚＝䯖︹饅鲋孉粶鄽牨諦慘艊㜋㓦侕宻嫚︺䯒2018妘䯓䯥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跫

翨壽呯＃桖詵慁醁梥棾￥鰤蹕䯖恔㜀墮悜糴焑榟鹾㬌誼艊鰱絑︺䯒2019妘䯓

65   漥茒僡蘚＝孉粶鄽牨@㡊豕咲鄩䯖︹孉粶鄽牨鰓貙鉢跀︺䯒2020妘䯓

66   漥茒僡蘚＝䯖︹漥茒詵慁醁牆誤鰓貙︺䯒2018 妘䯓 

67   漥茒僡蘚＝䯖︹詵慁醁㳟@䯤僡蘚＝漜㫚漥爳㚴＝㬦㫓鰓貙熴㓇︺䯒2020妘 6桸 18暀䯓

68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Circulytics - ゎ㳝孉粶酺敱︺

69   ︹昦⿷旿鄽牨瑪絑恔㜀䯤2019妘㫧嗴悞鶯︺䯒2019妘䯓

70   跫翨▕豈鎽茒䯖︹ゎ㳝鳘躅曧桭㳛㒄艊︺䯒2019妘䯓

71   瑪絑悞鶯鞏㚴鄩鄬 䯖︹GRI 306䯤姠婮窹 2020︺

7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Granta Design䯖︹棞旿孉粶慇槪︺䯒2015妘䯓

73  跫翨詵慁醁僨嗴墡縟絔鲇＝䯒WBCSD䯓

74  詵慁醁＝㚧豈賒僡蘚＝䯒SASB䯓▕㳟＝

75  炚鎬荁饅㳟@惡峗悩䉃墡慘鄩䯒TCFD䯓

76  蘙惡峗悩䉃䎋茩䯒CDP䯓

77   螆壉昤䯖︹敆慁詵慁醁僨嗴茩槪䯒SDG䯓艊轅螦酽魍艊馬跣竑砎︺䯒2019妘 6桸 19暀䯓

78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獰肣嵔䯤鄽牨侟飝䯥爗㓄䯤㬦㫓孉粶鄽牨呺粷桖偡艊㳛婠︺

䯒2020妘䯓䯥孉粶鄽牨@㡊墡慘鄩䯒FinanCE working group䯓䯖︹鄡屟䏣䅺︺䯒2018

妘䯓䯥VITO䯖︹醑鰓躐鲈艊孉粶駡誒嬟偡鰱姉唻昦獰肣嵔戰梽︺䯒2020妘䯓

7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呺粷桖偡鄽牨侟飝䯤孉粶鄽牨︺䯒2020妘䯓

80   Crunchbase news䯖︹設攝麟趵踵侐絔藥⺸姠婮窹誈䇗鑫攝鄅嫚艊㡊㳟︺䯒2020

妘 1桸 17暀䯓䯥嫼贜昦镾瑧㠨鄽䯖︹昦獰鑑矈肣嵔慇槪䯤魯㫧棞旿︺䯒2020妘䯓

81   Bond Buyer䯖︹蟔鳏鍋樞鲮曀牆誤啔袕馾黌踵䗮敒苩鋁衃鲲閔︺䯒2017妘 6桸 1暀䯓䯥

鎢濕螆喺鲡墕㠨敤㯵䂏䯖︹㠨䂏䖂跫鲑咅壉僨ǹ 7,370醐廬醠頥鍋樞羮鲋袕貏姠窹

孉粶濕羮陣︺䯒2019妘 8桸 15暀䯓

82   僨嗴㳟@梽椨絔鲇＝䯒CDFA䯓䯖︹僨嗴㳟@梽椨絔鲇＝咅壉 CDFA 僨嗴㳟@醖㢐

値嬱踽︺䯒2019妘䯓

83   跤蹺暀悞䯖︹槒㫊梣孉粶鄽牨㛛䖢嶼︺䯒2018 妘䯓

84  漥茒僡蘚＝䯖︹醠頥㩸矇@㡊䯤漥爳醠頥昦敤悅㡊㚧陝嶗駡妕㩸矇梽壽︺䯒2020妘 1

桸 14暀䯓

85   漥爳悅㡊䀅ǹ䯖︹漥爳悅㡊䀅ǹ孉粶鄽牨慇攢︺䯒2020妘䯓䯥漥爳悅㡊䀅ǹ䯖︹抲辭

100鳗漥廬敆慁漥茒孉粶鄽牨︺䯒2019妘䯓

86   癛俋濕鲡玜燳镾瑧@㡊駡誒䯒CEFC䯓䯖︹癛俋濕鲡孉粶濕羮悅㡊▕㳟︺䯒2018 妘䯓

87   鰓椷藥愥 2020妘 1桸 1暀靧 2020妘 8桸 31暀梕䄄豕燍徏㯵鰓饅燍孉粶鄽牨悅

㡊艊駡懸▕㳟艊ィ粷、

88   Phys.org䯖︹䇑墛啔㾗唻畝羠⿷旿趵烏悅㡊 20鳗緤佖熴㯛︺䯒2020妘䯓

89   䈈㜀䇗筧䯖︹崯䈑㒄蓜㭠艊䈈㜀 ZEO翄焏蟿㡇忞桹荁饅惡峗︺䯥䈈㜀䇗筧䯖︹邁鲶焹㩱䯤

Zity墱熱粷鮪墴䧵ぃ俧︺

90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橉籌 : 嵷杚墴㒂醮 Sinctronics䯖︹怇㬬酽跣㬒謭窹牐羠

尓跀酛︺

91   俠昤驌昤䯖︹慍䏳ǹ暚斶㚧㠿︺䯒2017妘䯓

92  艁儨餚贜䯖︹酽蟢懲羮鉸叅㜽窹踵囑旿艊鬫門䒃旿︺䯒2018 妘䯓

93  嵷杚䯖︹HP Instant Ink仌苵桖懙桽烏︺

94   孉粶鄽牨@㡊墡慘鄩䯒FinanCE working group䯓䯖︹鄡屟䏣䅺︺䯒2018妘䯓䯥VITO䯖︹醑

鰓躐鲈艊孉粶駡誒嬟偡鰱姉唻鑫昦獰肣嵔戰梽︺䯒2020妘䯓

95   鰓椷梕䄄踵 2020妘 1桸 1暀靧 6桸 30暀、飨㡊鲲僕過黌誼㫧ǹゎ㳝艊▕㳟ィ粷䯖

妛醮荁姉杒曐鰓貙▕豈䯒MSCI跫翨慇斶徏 MSCI瑪絑▕豈慇斶䯓艊▕㳟ィ粷㫧ǹ

瀷㪏、妕鰍ィ粷〓婬艊▕㳟藥愥鮪彾襫躐設忞扢熱艊▕㳟、2020妘醢約妘慘踵訅

酽跣鰓椷梕䯖謾跤醑誆飨醢豕燍徏㯵鰓饅燍孉粶鄽牨悅㡊艊▕㳟錨桹呝斾艊趵酺ィ

粷斶懪、餄啔㛫鰓椷梕婜䂏勢 2020妘 1桸 1暀靧 8桸 31暀䯖忞桹▕㳟艊妕鰍ィ粷

鰍㢋㫓 7.5%、

96   蹺䅕镾瑧鉣䯒IEA䯓䯖︹蓴熌誼墡艊梥棾䯤㩸謭桖鎢詵慁醁艊⿷旿嶗誼鐴︺䯒2018妘䯓

97   銊蹺誼叧絔鲇＝䯒ACC䯓䯖︹銊蹺醮䎇嚖炚荁饅艊銊蹺誼叧墡趵悅㡊㫊勢 2,000

鳗銊廬︺䯒2018 妘 9桸 11暀䯓

98   䧍鑃䀰駡誒䯖︹⿷旿姠婮窹孉粶濕羮偧駁敘黌誼叧墡趵︺䯒2018 妘䯓

99   揦樰昤踹濕㡊梪蹺䅕䯒MSCI䯓䯖︹桭謚酽樰袕馾䯤⿷旿＝彾踵昦艊挧牕㡊鲲讖䯩︺

䯒2019 妘䯓

100   餚蹺姠婮窹醮㡊瑧ǹ誤㚧陝䯒WRAP䯓嶗醠頥鎽茒䯖︹喥趵醮孉粶鄽牨䯤鮪㡊瑧敱

籹桖䗮艊餚蹺攝㬬喥趵梽＝︺䯒2015妘䯓

101   餚樴賣䀅ǹ䯖︹酽啌棾靕嘪働·鼢貿艊惡䯤諎絔醮炚鎬荁饅艊㳟@䏣䅺ⅩⅩPRA咁榺

駡誒 SS3/19㚧陝艊豕䎪儂䒝飨倀唻梕梐艊痺玜︺䯒2020妘 7桸䯓

10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Circulytics - ゎ㳝孉粶酺敱︺

103  㠣驌孭䇗筧䯖︹BGF孉粶鄽牨︺䯒2019妘䯓

104   Candriam䯖︹SRI孉粶鄽牨︺䯒2020妘䯓

105   DECALIA䯖︹Decalia扢熱䒫誆豕燍孉粶鄽牨艊鐭蝄▕㳟︺䯒2018 妘䯓

106   RobecoSAM䯖︹RobecoSAM蕓誤孉粶鄽牨徔耚︺䯒2020妘 1桸 30暀䯓

107  ▕蓴㡊梪䇗筧

108   NN Investment Partners

109   ETF Strategy䯖︹熴蹺墴䧵䀅ǹ扢熱瑪絑＃孉粶鄽牨￥ETF︺䯒2019妘 5桸 23暀䯓

110   ECPI䯖︹ECPI孉粶鄽牨䎘ㆴ鐭蝄慇斶︺䯒2019妘 3桸䯓

111   緤佖惡㠽䯖︹緤佖惡㠽扢熱酽誆㣥㤱鎽諦蹺訅 12跣詵慁醁僨嗴茩槪艊㠥㠩麇狆㠿鍎

▕㳟䯤＃㠥㠩麇狆㠿醮羠鲲￥︺䯒2019妘 11桸 12暀䯓

112   Citywire䯖︹䗮茊䇗筧彾襫粶乵嬁閼▕㳟︺䯒2020妘 2桸 18暀䯓

113   Citywire䯖︹緤佖惡㠽扢熱粶乵嬁閼▕㳟︺䯒2020妘 6桸 5暀䯓

114   揦樰昤踹濕㡊梪蹺䅕䯒MSCI䯓䯖︹MSCI跫翨慇斶㬕愞 ESG孉粶鄽牨嶗詵畝羠镾瑧

慇斶昷熴︺䯒2019妘 11桸䯓

99 頴愛 ·䧍陸䅏緥▕㳟＝ • 笃誹潘懿杳章 

https://www.unilever.com/sustainable-living/reducing-environmental- impact/waste-and-packaging/rethinking-plastic-packaging/
https://www.solvay.com/en/sustainability/10-key- goals
https://www.solvay.com/en/sustainability/10-key- goals
https://www.solvay.com/en/ sustainability/10-key-goals
https://www.gartner.com/ 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02-26-gartner-survey-shows-70--of- supply-chain-leaders-plan
https://blogs.cisco.com/csr/cisco-celebrates-earth-day-with-re-launch-of-product-takeback-and-reuse-program
https://www.caterpillar.com/en/company/ sustainability/remanufacturing.html
https://www.thredup.com/resale/
https://www. newplasticseconomy.org/projects/global-commitment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qid=1588580774040&uri=CELEX:52019DC0640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 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 economy/pdf/new_circular_economy_action_plan.pdf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circular-economy/pdf/circular_economy_MoU_EN.pdf
https://ec.europa. eu/info/publications/categorisation-system-circular-economy_en
https://ec.europa.eu/info/business-economy-euro/banking-and-finance/ sustainable-finance/eu-taxonomy-sustainable-activities_e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 ip_20_1112
https:// 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resources/apply/circulytics- measuring-circularity
https://www.newplasticseconomy.org/about/publications/global- commitment-2019-progress-report
https://www.worldbenchmarkingalliance.org/wp-content/ uploads/2019/10/WBA-sevensystemstransformations-report.pdf
https://www. 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gri-standards-download-center/gri-306- waste-2020/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resources/apply/ material-circularity-indicator
https://www.wbcsd.org/
https:// www.sasb.org/
https://www. fsb-tcfd.org/
https://www.cdp.net/en
https://www.cdp.net/en
https://www.forbes.com/ sites/margueritacheng/2019/06/19/8-characteristics-of-millennials-that- support-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sdgs/#6dae579529b7
https://www. 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news/covid-19-insights-build-back-better- with-the-circular-economy
https://vito.be/en/news/two-out-three-circular-companies-well- resistant-corona-crisi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emf-joint-statement.pdf
https://news.crunchbase.com/news/startups-raise-record-sums-to-take-on-packaging-waste/
https://www.bondbuyer.com/news/private-activity-bond-deal-spins-rice-straw-into-high-yield-tax-exempts
https://www. treasurer.ca.gov/news/releases/2019/20190815/75.asp
https://www. treasurer.ca.gov/news/releases/2019/20190815/75.asp
https:// columbiapulp.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Press-Release-Project- WEDFA.pdf
https:// columbiapulp.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Press-Release-Project- WEDFA.pdf
http://subsites.chinadaily.com.cn/InvestinChina/2018-10/24/c_285324.htm
https://ec.europa.eu/regional_policy/en/newsroom/news/2020/01/14-01-2020-financing-the-green-transition-the-european-green-deal-investment-plan-and-just-transition-mechanism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19-191-eur-10-billion-to-support-the-circular-economy-in-the-eu.htm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19-191-eur-10-billion-to-support-the-circular-economy-in-the-eu.htm
https://www.cefc.com.au/where-we-invest/about-our-finance/investment-programs/australian-recycling-investment-fund/
https://phys.org/news/2020-01-nestle-invest-2bn-swiss-francs.html
https://easyelectriclife.groupe.renault.com/en/day-to-day/all-you-need-to-know-about-battery-leasing-renault-zoe/
https://easyelectriclife.groupe.renault.com/en/day-to-day/carsharing-zity-arrives-in-paris/
https://easyelectriclife.groupe.renault.com/en/day-to-day/carsharing-zity-arrives-in-pari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case-studies/creating-a-reverse-logistics-ecosystem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 case-studies/creating-a-reverse-logistics-ecosystem
https://www.rolls-royce.com/media/our-stories/discover/2017/totalcare.aspx
https://ab- inbev.eu/news/a-nutritional-drink-based-on-saved-grains/
https://instantink.hpconnected.com/ie/en/l/
https://vito.be/ en/news/two-out-three-circular-companies-well-resistant-corona-crisis
https://vito.be/ en/news/two-out-three-circular-companies-well-resistant-corona-crisis
https:// www.americanchemistry.com/Media/PressReleasesTranscripts/ACC-news- releases/US-Chemical-Industry-Investment-Linked-to-Shale-Gas-Reaches- 200-Billion.html
https:// www.americanchemistry.com/Media/PressReleasesTranscripts/ACC-news- releases/US-Chemical-Industry-Investment-Linked-to-Shale-Gas-Reaches- 200-Billion.html
https://www.msci.com/www/blog-posts/the-last-straw-will- plastic/01568008155
https://www. 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letter/2020/managing-the- financial-risks-from-climate-change
https://www. bankofengland.co.uk/prudential-regulation/letter/2020/managing-the- financial-risks-from-climate-change
ttps:// 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resources/apply/circulytics- measuring-circularity
https://www.blackrock.com/uk/intermediaries/products/310167/
https://www.candriam. com/en/professional/funds-search/be---candriam-sri-equity-circular- economy/
https://www.decaliagroup.com/en/decalia-launches-the- first-equity-fund-dedicated-to-the-circular-economy/
https://www.robecosam.com/en/media/press- releases/2020/robecosam-launches-circular-economy-strategy.html
https://www.cornerstonecapitalfunds.com/
https://www.nnip.com/en-INT/non-professional/funds/detail/LU2033393567
https://www.etfstrategy.com/bnp-paribas-launches- global-circular-economy-etf-94578/
https:// www.ecpigroup.com/wp-content/uploads/rules/ECPI_Circular_Economy_ Leaders_Equity_INDEX_RULES.pdf
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news/en/articles/media-releases/credit-suisse-launches-a-responsible-consumer-fund-tracking-sust-201911.html
https://www.credit-suisse.com/about-us-news/en/articles/media-releases/credit-suisse-launches-a-responsible-consumer-fund-tracking-sust-201911.html
https://citywire.co.uk/wealth-manager/news/goldman-sachs-launches-environmental-impact-fund/a1325148
https://citywireselector.com/news/credit-suisse-launches-environmental-impact-fund/a1364862
http://msci.com/eqb/methodology/meth_docs/MSCI_WORLD_Select_ESG_Circular_Economy_And_Renewable_Energy_Index.pdf
http://msci.com/eqb/methodology/meth_docs/MSCI_WORLD_Select_ESG_Circular_Economy_And_Renewable_Energy_Index.pdf


115   Alphabet䯖︹Alphabet僨ǹ詵慁醁僨嗴鍋樞䯖敆慁粶乵嶗蛼＝鞏㚴︺䯒2020妘 8

桸 3暀䯓

116   墴昤俓䯒BASF䯓䯖︹墴昤俓僨ǹ 20鳗漥廬駡誒鍋樞︺䯒2020妘 5桸 29暀䯓

117   炚鎬鍋樞鞏㚴鄩鄬䯖︹俋婠墡趵樚媀＝蛼醠頥鍋樞▕梪惡峗︺䯒2019妘䯓

118  EBRD, ︹醠頥。蛼＝嶗詵慁醁僨嗴鍋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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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䯖︹嶯俋濕鎽諦鮒墮鈵䀅ǹ䯤踵 Schwarz䇗筧孭蹺厸駡誒

GreenCycle抲辭孉粶鄽牨@㡊︺䯒2020妘䯓

232   呏茊墮䅺䯒AXA䯓䯖︹孉粶鄽牨曧梥棾鄽牨讖䯩︺䯒2018 妘䯓

233   CNBC䯖︹䗮茊䇗筧恔㜀踵詵慁醁㳟@䎘╪艊＃俋㳝梽＝￥抲辭 7500鳗銊廬㡊㳟︺

䯒2019妘 12桸 19暀䯓

101 頴愛 ·䧍陸䅏緥▕㳟＝ • 笃誹潘懿杳章 

https://www.eib.org/en/products/advising/innovfin-advisory/index.htm
https://www.minderoo.org/minderoo-foundation/news/global-industry-initiative-launched-to-end-plastic-pollution/
https://www.rabobank.com/en/about-rabobank/in-society/sustainability/circular-economy/circulair-ondernemen-desk/index.html
https://www.rabobank.com/en/about-rabobank/in-society/sustainability/circular-economy/circulair-ondernemen-desk/index.html
https://www.deltadevelopment.eu/en/project-development/projectdevelopment/park-2020
https://www.forbes.com/sites/glendatoma/2019/06/28/the-realreal-ipo-luxury-reseller-latest-retailer-to-go-public/#1472aa626289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11/sustainability-bond-en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19/11/sustainability-bond-en
https://www.globalcapital.com/article/b1hjy6nf4558qg/ebrd-eur500m-0-oct-24-green-transition-bond
https://www.globalcapital.com/article/b1hjy6nf4558qg/ebrd-eur500m-0-oct-24-green-transition-bond
https://www.bondbuyer.com/news/private-activity-bond-deal-spins-rice-straw-into-high-yield-tax-exempts
https://www.treasurer.ca.gov/news/releases/2019/20190815/75.asp
https://www.treasurer.ca.gov/news/releases/2019/20190815/75.asp
https://www.henkel.com/press-and-media/press-releases-and-kits/2020-07-03-henkel-first-company-to-conclude-a-plastic-waste-reduction-bond-1099796
https://www.basf.com/global/en/who-we-are/sustainability/whats-new/sustainability-news/2020/basf-issues-corporate-bonds.html
https://www.pepsico.com/news/press-release/pepsico-prices-us1-billion-green-bond-to-fund-key-sustainability-initiatives10072019
https://www.philips.com/a-w/about/news/archive/standard/news/press/2019/20190515-philips-issues-inaugural-green-innovation-bond.html
https://home.barclays/society/our-approach-to-sustainability/Making-growth-green-sustainable-and-inclusive/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Circular-economy.htm
https://www.abnamro.com/en/about-abnamro/in-society/sustainability/circular-economy/circular-economy.html
https://www.ing.com/Newsroom/News/ING-commits-EUR-100-million-to-fund-Sustainable-Investments.htm
https://resources.lloydsbank.com/case-studies/teemill/
https://resources.lloydsbank.com/case-studies/teemill/
https://www.philips.com/a-w/about/news/archive/standard/news/press/2017/20170419-philips-couples-sustainability-performance-to-interest-rate-of-its-new-eur-1-billion-revolving-credit-facility.html
https://www.ing.com/Newsroom/News/ING-and-Philips-collaborate-on-sustainable-loan.htm
https://www.ingwb.com/media/2692501/ing_us-circular-economy-survey-05-02-2019.pdf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newsroom/indepth/all-indepth/2020/the-circular-economy-and-sustainability-in-intesa-sanpaolo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18-206-rabobank-and-eib-expand-support-for-environment-conscious-entrepreneurs
https://www.eib.org/en/press/all/2018-206-rabobank-and-eib-expand-support-for-environment-conscious-entrepreneurs
https://group.bnpparibas/en/news/leasing-rental-financing-method-line-circular-economy
https://leasingsolutions.bnpparibas.com/en/bnp-paribas-3-step-it-launches-circular-economy-based-european-sales-offer-for-technology-equipment/
https://leasingsolutions.bnpparibas.com/en/bnp-paribas-3-step-it-launches-circular-economy-based-european-sales-offer-for-technology-equipment/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Shenzhen_-Case-Study_Mar19.pdf
https://www.dllgroup.com/gb/en-gb/solutions/lcam/second-life-financing
https://www.dllgroup.com/gb/en-gb/solutions/lcam/second-life-financing
https://www.freightweek.org/index.php/en/latest-news/88-manufacturer/244-carpet-leasing-lays-groundwork-for-reverse-logistics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ce100/FinanCE.pdf
https://www.rabobank.com/en/images/circular-economy-finance-guidelines-secure-july-2018.pdf
https://www.glanbiaconnect.com/news/milkflex-fund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sustainability/environment/green-products/support-to-circular-economy
https://leasingsolutions.bnpparibas.co.uk/a-change-in-ownership-how-resellers-can-benefit-from-the-circular-economy/
https://unreasonablegroup.com/initiatives/unreasonable-impact/
http://www.startupinitiative.com/en/news-events/Events/invest_in_the_future_disruptive_materials_for_circular_economy.html
https://www.rabobank.com/en/about-rabobank/in-society/sustainability/circular-economy/rabobank-circular-economy-challenge/index.html
https://uk.getaround.com/press/drivy-allianz-insurance-partnership
https://axaxl.com/fast-fast-forward/articles/insuring-the-sharing-economy
https://www.sharetribe.com/academy/insurance-for-online-marketplaces-ebook/
https://www.maif.fr/particuliers/auto-moto/recycler-auto/recycler-voiture.html
https://www.munichre.com/en/risks/renewable-energy-and-energy-efficiency.html
https://www.omocom.se/?lang=en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ce100/FinanCE.pdf
https://www.climatebonds.net/system/tdf/reports/markets_waste_resource_efficiency_briefing_2020.pdf?file=1&type=node&id=47168&force=0
https://www.eib.org/attachments/pj/access_to_finance_study_on_circular_economy_en.pdf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04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IP_17_104
https://www.oliverwyman.com/content/dam/oliver-wyman/v2/publications/2017/sep/CircularEconomy_print.pdf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resources/apply/circulytics-measuring-circularity
https://www.closedlooppartners.com/category/press-release/
https://www.closedlooppartners.com/category/press-release/
https://www.hermes-investment.com/uki/wp-content/uploads/2019/12/bd004059-hermes-impact-opportunities-annual-impact-report.pdf
https://www.ing.com/Sustainability/Sustainable-business/Terra-approach.htm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1/intesa-sanpaolo--circular-economy-financing-provided-to-schwarz-
https://group.intesasanpaolo.com/en/newsroom/press-releases/2020/1/intesa-sanpaolo--circular-economy-financing-provided-to-schwarz-
https://www.axa.com/en/magazine/is-the-circular-economy-the-economy-of-the-future
https://www.cnbc.com/2019/12/19/goldman-pledges-750-billion-for-opportunities-in-sustainable-finance.html


234   駻賣䀅ǹ䯖︹Circl䯤孉粶攝昦艊蹺䅕槪宺︺

235   寚駡誒䯒Fast Company䯓䯖︹㫥䄄窩駡咇曧羮 165,312䎩m趺㾘婠彾䯖罌澑詵飨

惖趙嶗㳛侟懲羮︺䯒2019妘 11桸 25暀䯓

236   Clim8䯖︹Clim8‖誈牆誤誈䇗鑫 150醐餚䁡䯤扟醣棾曧鳘躅︺䯒2020妘䯓

237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昦獰鑑矈肣嵔䯤鄽牨侟飝 - 敤詇醮悅㡊梽＝︺䯒2020妘䯓

238   㛊㛀烰釆䯒Project Syndicate䯓䯖︹啢敤姛艊俋俢㠫︺䯒2020妘 5桸 19暀䯓䯥䧢

荎絔墡蟨恖㛊㛀䯖︹踵鳘躅䏣䅺悅㡊醭镾攝㬬熱彿髦莏澐䈑㒄艊趼㒂︺䯒2020妘䯓

239   Responsible Investor䯖︹漥爳䀅ǹ諎絔嗁氥㫼鑫饅鲋炚鎬紙撾牣㛛。悩䉃㒄烢

嶗醠頥敆慁罌踃艊㚧陝︺䯒2019妘 12桸 6暀䯓䯥漥爳䀅ǹ諎絔嗁䯖︹詵慁醁@㡊ǹ

誤㚧陝︺䯒2019妘䯓

240   瀸䖂儨䯖︹⿷旿孉粶濕羮梽＝︺䯒2019妘䯓

241   藥⺸漥爳䯒Packaging Europe䯓䯖︹銊蹺唻詵㳛侟懲羮⿷旿咷鏍艊䈑烢亱鎢︺䯒2018

妘 7桸 12暀䯓

242   呏働蟨䇗筧䯖︹2019妘 GRI詵慁醁屟悞鶯︺䯒2019妘䯓

243   鎽諦蹺粶乵㓇陝鉣䯖︹酽漛屟⿷旿嶗孎⿷旿艊熴嬣䅡壽䯤蹺咲熴嬣嶗熴㓇艊瑪絑

咁榺︺䯒2018 妘䯓

244   漥茒䯖︹饅鲋謙啨竑呯⿷旿壽閔唻粶乵鲲羠嬁閼艊慇魑䯒漥茒䯓2019/904︺

䯒2019 妘䯓

245   儂屒⿷旿鎽茒䯒Rethink Plastic Alliance䯓䯖︹詵㳛侟懲羮艊㓦噴昷橉䯤敤姛偧駁

夎錫壽澏酽漛屟⿷旿焑榟︺䯒2019妘䯓

246   棞旿鄽牨叧駡誒䯖︹孉粶鄽牨䯤醣酽跣濱蘙頌熕︺䯒2019妘䯓

247   藥⺸漥爳䯒Packaging Europe䯓䯖︹㳛侟懲羮䯤獿駱扜㚮詵訥詵貊墴㒂艊箏竑詵螻

敒罝厸鞏㚴︺䯒2020妘 2桸 11暀䯓

248   寚駡誒䯒FastCompany䯓䯖︹䇑墛扢熱昦睟⺸㛄昻䯖夎錫㠳窹鍎敡婮懲羮酽漛屟藥

⺸︺䯒2020妘 6桸 10暀䯓

249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窡骶⻙畝㛄㚧︺

250  thredUP䯖︹2019妘暚⺸㩸綈壈鯫嶗㢑獻悞鶯︺䯒2019妘䯓

251   敤詇跤宆䯒Policy Hub䯓䯖︹漥茒鄛鄬。桽⺸嶗䊜貙ǹ趵醠頥侟飝㚧陝抲橉︺䯒2020

妘 6桸䯓

252   Vogue䯖︹畝羠嚙趵詵飨敘黌暚啹ǹ趵嶗跫翨䯖貶畝羠嚙趵曧鳘躅䯩︺䯒2020妘 5

桸 12暀䯓

253   棞旿鄽牨叧駡誒䯖︹孉粶鄽牨䯤醣酽跣濱蘙頌熕︺䯒2019妘䯓

254   TechCrunch䯖︹Back Market踵謾錼昦謚㛄侕壈鯫@㡊 1.2鳗銊廬︺䯒2020妘

5桸 5暀䯓

255  Europa䯖︹焹㩱䈇㯵鬣嶗棞旿艊㳛侟懲羮。孉粶濕羮嶗螻敒︺

256  鈵賣㠣樴䯖︹跤蹺邁鲶焹㩱︺䯒2017妘䯓

257   Markets and Markets䯖︹翄誤㩱壈鯫䯤2030妘瑪絑䎖牣︺䯒2019妘䯓

258   瑪絑壈鯫爗唒駡誒䯖︹焹㩱邁鲶壈鯫㓇浧醮ǹ趵鰓椷悞鶯䯒2020妘 –2026妘䯓︺

䯒2019 妘䯓

259  餚蹺蹺咲酛㚧鉣䯖︹餚蹺䈇綈䀏綈䎰︺䯒2019妘䯓

260   昦獰肣嵔縟趵㓄㓦䯒Covid-19 Commerce Insight䯓䯖︹銊蹺䈇綈縟䎖㚧䯖4桸麋

艊鮪鄡䀏綈讜瀷亱䂏醮桭㫝壺暀叝貙備︺䯒2020妘 4桸 17暀䯓

261   鎽諦蹺鄽牨嶗蛼＝鲇烏㯵䯖鎽諦蹺蠙勢 2050妘䯖䎖㚧 68%艊跫翨鳏訥啔嗋賓鮪

╙壈鰱嶼䯒2018 妘 5桸 16暀䯓

262   䧍鑃䀰駡誒䯖︹唻㚨䄕壈鯫艊屒鍊䯤唻翄厸縟烏狆㠿鍎艊昦蔠裮︺䯒2018妘 2桸 9暀䯓

263   Grand View Research䯖︹㓉䎣牐剓鉢壈鯫㓇浧。麋䎰倀㓇浧㢑獻鰓椷悞鶯︺

䯒2020 妘䯓

264  GSMA䯖︹2019妘蠩誤鲒鎽鈫㫪扟粷笶︺䯒2019妘䯓

265   鎽諦蹺鳏嗋鉣䯖︹訅醑覈䯤╙壈誼醮僨嗴㫓蠿跤艊賓応噯㫜䯤昦蠻梥棾跫翨╙壈悞鶯︺

䯒2016妘䯓

266  Madaster

267   Practice Architecture䯖︹妕応︺

268  蹺䅕镾瑧鉣䯖︹2019妘詵畝羠镾瑧䯤鰓椷醮 2024 妘䎖牣︺䯒2019妘䯓

269   edie䯖︹唻瑪絑醑鰓躐鲈艊鳏訥鍖㔃䯖䅖醢䏣镾嶗俒䅃镾曧＃桭點呴￥艊镾瑧︺䯒2020

妘 4桸 28暀䯓

270   愛斣壈䂏䯖︹孉粶鄽牨佪暺︺䯒2020妘 3桸䯓

271   Victoria’s Big Build䯖︹䎋茩㬦㫓孉粶濕羮釣㫧詵慁醁僨嗴︺䯒2020妘 3桸 3暀䯓

272   頴愛·䧍陸䅏緥▕㳟＝䯖棞旿鄽牨叧䯖︹孉粶鄽牨䯤姉唻炚鎬黌誼艊詆酽約鰤蹕︺䯒2019妘䯓

273   嫼贜䯖︹狆㠿鍎唻玜燳镾瑧艊䈑烢俋夿亱䂏︺䯒2019妘 4桸 22暀䯓

274   Markets and Markets䯖︹翄誤㩱壈鯫䯤2030妘瑪絑䎖牣︺䯒2019妘䯓

275   艎獰鰱鲲䯒The Crown Estate䯓䯖︹僨嗴詵慁醁屟囑賒︺䯒2019妘 4桸䯓

276   㬦羮詵畝羠镾瑧䯒GE Renewable Energy䯓䯖︹䅖醢䏣镾䯤镾瑧斶叄桽烏︺

277   漥茒僡蘚＝䯖︹H2020烐烏攝昦唻墡趵嶗駡羮鲇趵艊詵慁醁嬁閼悞鶯︺䯒2020

妘 9桸䯓

278   漥爳纍鯝碷硢僨翄陣鎽諦＝䯒CEWEP䯓䯖︹蹺咲纍鯝乁╖衃䯒漥廬 /埡䯓︺䯒2020妘䯓

279   癛俋濕鲡敤姛嚙趵。烐㡊瑧嶗粶乵㯵䯖︹癛俋濕鲡纍鯝乁╖侐絔艊岄㠿羮︺䯒2009

妘䯓

280   CalRecycle䯖︹鎢墕纍鯝乁╖鯫韓趕㠿︺䯒2015妘 2桸䯓

281   漥爳粶乵鉣䯖︹漥爳艊孉粶濕羮籹鮪醢緣讖䯩︺䯒2019妘 4桸 9暀䯓

282   跫翨䀅ǹ䯖纍鯝駁謾侸 2.0䯤2050妘瑪絑躉鉢姠窹諎絔酽㓋䯒2018 妘䯓

283   漥茒酛㚧嗁䯖︹藥⺸姠婮窹艊孉粶濕羮籹︺䯒2017妘䯓

284  揦樰俋㬦䯖︹⿷旿鄽牨䯤藥⺸ǹ趵偧駁㓦噴⿷旿焑榟䃾䎪︺䯒2019妘 4桸 17暀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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