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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绿色发展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涵之一。推进“一带一路”国家

能源结构的低碳转型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是改善“一

带一路”国家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相当数量的“一带一路”国家具备优异的光照辐射和风力资源条件，发展可

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当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股权投资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来在更大规模上参与的潜力巨大。 

本报告对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的一些
                                                   
1 课题组总顾问为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博士，课题组负责人为绿色金融

发展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佟江桥。课题组成员还包括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分析师刘嘉龙和邵丹青，创绿研究院执行主任

白韫雯。课题组感谢合作单位创绿研究院、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及支持单位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对本课

题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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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案例进行了分析，并从中总结了“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

模式。此外，报告也对比研究了一些国际企业、金融机构和多边组织参与的

投融资项目案例。 

根据课题组与投资企业以及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的访谈，目前中国企

业在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时，在融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和

困难，包括：国内资金的回笼滞后造成海外项目开发的资金能力不足；项目

竞争加剧；投资国主权担保减少；金融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不足；融资

成本高、融资期限短；纯项目融资难操作，公司融资债务负担重；国际商业

金融机构、多边机构和项目所在国金融机构参与较少；项目缺少长期投资机

构的参与等。 

基于以上案例研究和分析，针对进一步拓宽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融资渠道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需求，课题组分别从中

资投资主体、金融机构、政府和监管部门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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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principl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Promoting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of BRI countries’ energy structures is a 

core element of Greening BRI, and the key to improving the environment of BRI 

countries, dealing with climate change and supporting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any BRI countries have excellent sunlight and wind resources, presenting great 

potential for developing renewable energy. As of now, it is still at early stag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outbound renewable investment in BRI countries, suggesting abundant 

scaling up opportunities.  

This report analyzes some representative cases of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in BRI 

countries invested by Chinese enterprises and summarizes their financing models. The 

report also do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a few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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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ancing cases involving international compan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According to our interviews with companies that invested in BRI regions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hat provided funding, Chinese enterprises have encountered issues and 

challenges in raising capital for BRI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 projects. These issues 

and difficulties include: 1) inadequate equity capital for overseas project development 

due to delays in recouping domestic investment; 2) intensified competitions for which 

financing cost becomes more critical in winning tenders; 3) less sovereign guarantees 

provided by invested countries; 4) a lack of strong support from financial institutions; 

5) high financing costs and often short tenure of financing; 6) pure project financing can 

be difficult to carry out, while corporate financing adds debt burdens on investment 

enterprises; 7) little participation by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s,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s and local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f invested countries; 8) a lack 

of participation by long-term equity and debt capital. 

Based on various case studies and analysis, our research team puts forward multiple 

proposals for Chinese investor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nd 

regulators respectively, so as to further expand financing channels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invest in BRI renewable energy projects and reduce financing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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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发展前景 

2017 年 5 月，中国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

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系统阐述了建

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2019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

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上的致辞中，八次强调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

的意义、内容和方法。2018 年 11 月 30 日，中英绿色金融工作组第三

次会议在伦敦举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绿金

委）与“伦敦金融城绿色金融倡议”在会议期间共同发布了《“一带一路”

绿色投资原则》（GIP），到目前为止，已有来自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个全球机构签署了这项原则。中国生态环境部组织全球数十家机构发

起了“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国际社会正在形成共同推进“一

带一路”绿色化的共识。 

推进“一带一路”国家能源结构的绿色化和低碳化转型是绿色“一

带一路”建设的一项核心内容，也是改善“一带一路”国家生态环境、

应对气候变化和支持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基于优异的自然禀

赋条件、严重的能源电力短缺、成本的快速下降和政策规划的支持，可

再生能源在“一带一路”国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并于近年来快速发

展。面对一个具有广阔空间的市场，中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直接投资和开发具有多方面的优势。 

1.1 优异的自然禀赋条件 

顺应全世界能源低碳化的趋势，很多“一带一路”国家的能源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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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纷纷转向发展低碳可再生能源。相当数量的“一带一路”国家具备优

异的光照辐射和风力资源条件，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巨大。东南亚和

中东地区的光照强度，中亚、东欧和南美地区的风力密度，相较已形成

投资规模的中国和全球平均水平更具优势。一些已运营的风电和光伏

项目的年利用小时也大大高于中国项目的平均水平。同时，“一带一路”

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的优势还包括：有充足的项目建设土地资源，

资源分布和负荷中心的地域匹配，由于煤炭油气资源不足导致传统化

石能源价格较高等。根据咨询机构伍德麦肯兹(Wood Mackenzie)的分析，

2018年印度太阳能光伏平准化发电成本(LCOE)已降至38美元/兆瓦时，

较燃煤发电低 14%。 

 

 

图 1-1：光伏和风电项目年利用小时对比 

来源：《Renewables 2019 Global Status Report》,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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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严重的能源电力短缺 

目前“一带一路”国家人均电力装机水平低，很多国家还存在大量

的无电人口，而今后经济的发展潜力大，预计今后对能源电力的需求增

速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能源电力的短缺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了

充足的市场发展空间。以越南为例，近年来越南的用电量维持在 10%

左右的年增长率，2018 年总发装机容量 48GW。越南工贸部预测，2020

年和 2025 年，其装机容量需分别达到 60GW 和 97GW 才能满足快速的

电力增长需求，因而 2021 年越南就可能面对严重的电力短缺。 

1.3 成本的快速下降 

近年来，随着光伏组件价格下跌和转换效率不断提高，光伏发电成

本大为降低。风电随着风力机组价格下调和单机功率提高，度电成本也

逐年下降。2018 年 2 月，沙特阿拉伯 Sakaka 光伏项目中标价创出当时

全球最低（0.025 美元/度），其后全球最低价数次被打破。2019 年 7 月

初，巴西拍卖 211MW 光伏项目创造出破记录的 0.0175 美元/度价格；

8 月葡萄牙的拍卖创造出新的世界最低价记录（0.016 美元/度）。可再

生能源成本的迅速降低带来对补贴依赖的减少、现金流可预测性的改

善以及可开发资源的大幅提高，也会吸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和金融机

构参与“一带一路”国家项目开发和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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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光伏组件和陆上风机价格趋势（2008-2018） 

来源：BNEF, Bloomberg Finance L.P. 

1.4 发展的政策规划支持 

很多“一带一路”国家都根据在“巴黎协议”中对碳排放量控制的

承诺，制定了本国的中长期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许多“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处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严重依赖传统化石能源，改变能

源结构、增加可再生能源比重刻不容缓。根据彭博新能源统计，近年来

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不断增加，尤其是光伏领域的投资，然而，

和已规划的十年后目标相比，现有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处在早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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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发展中国家可再生能源年度投资（不包括中国） 

来源：BNEF, Bloomberg Finance L.P. 

以越南和巴基斯坦为例，越南政府计划将该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容

量的份额从 2020 年的 9.9%增加到 2030 年的 21%，；巴基斯坦计划在

2025 年前新增 7GW 的可再生能源装机，以减少该国对进口天然气和

燃料的依赖。另外，根据沙特阿拉伯新发布的可再生能源战略，2023 年

太阳能装机容量目标从原定的 5.9GW 提高到 20GW，可再生能源总装

机目标从原定的 9.5GW 上调至 27.3GW。 

2019 年 8 月，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清华 CFD）联合 Vivid 

Economics 与气候工作基金会（Climateworks Foundation）发布了全球第

一份关于“一带一路”国家绿色投资和碳排放路径的量化研究报告（见

《 支 持 “ 一 带 一 路 ” 低 碳 发 展 的 绿 色 金 融 路 线 图 》

http://www.pbcsf.tsinghua.edu.cn/upload/default/20190902/58a1fd8b52d495f48a762e

f52878e43d.pdf）。报告预计 2016-2030 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在基

础设施投资方面需要约 12 万亿美元的绿色投资，才能确保达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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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的气候目标。 

1.5 中国企业参与投资的优势 

虽然“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前景广阔，但多数国家同时

面临资金短缺的问题。而中国企业传统的出口和工程项目竞争也日趋

激烈，通过参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股权投资，可以获得工程承包和产品

出口的市场机会，也能减少东道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资金压力。近年来，

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发展促进了产品质量及技术先进性的大幅提

高，有赖于国内积累的丰富工程建设及运维经验，中国企业能够大大增

强投资项目的风险控制，获得良好的回报率。同时，通过项目投资，不

仅能促进产品出口和赢得工程合同，也可获得长期的投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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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现状 

对比国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投资规模和“一带一路”国家的长

远发展潜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股权投资还

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未来在更大规模上参与的潜力巨大。从已有投资

并开始运营的项目来看，中资金融机构是“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

的主要融资来源。“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 1）

国有电力企业，2）工程承包建设企业，3）光伏风机设备制造商。中国

企业投资的绿地已运营风电项目主要位于南非、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

越南和巴尔干地区国家等，更多“一带一路”风电项目仍处于前期开发

阶段。光伏项目的海外投资相对比较分散，在拉美、东南亚、北非和中

东都有分布。除了绿地项目，中国企业还积极在欧洲、美洲和澳大利亚

等发达国家收购和建设风电和光伏项目。 

2.1 投资历史和规模 

中国企业开始参与“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可以追溯到十

数年前。以风电为例，早在 2008 年和 2011 年，中国最大的风电开发商

龙源电力就开始了在南非和加拿大风电项目投资的前期工作。龙源电

力在加拿大投资的德芙林风电项目是中国发电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的

第一家风电场，于 2014 年正式投入商业运营。2011 年，光伏组件制造

企业陆续开始海外投资，不过很多项目采用投资建成后再出售的模式，

而非长期持有。绿色和平与四川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一带一路”

后中国企业风电、光伏海外股权投资趋势分析》报告指出，2014—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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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5 年中，中国企业以股权投资形式，在“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

总计投资了约 1709MW 的风电和光伏装机，其中光伏项目约 1277MW。

目前中国企业拥有更多的在建和储备项目。以金风科技为例，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持有海外运营风电项目权益容量为 283MW，同时在海

外在建及待开发项目的权益容量合计则达到 1,528MW。 

然而，相比国内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已投资规模（2018 年底光

伏和风电装机容量分别达到 174GW 和 184GW）和“一带一路”国家的

长远发展潜力，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股权投

资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而且，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

的煤电项目规模2相比，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也明显不足。 

除了“一带一路”国家，中国企业如中广核和三峡集团还积极在欧

洲、美洲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收购和建设风电和光伏项目。 

2.2 投资主体和形式  

从投资主体来看，“一带一路”风电项目的投资主体主要包括 1）

国有电力企业，如三峡国际、中广核国际、国投电力、龙源电力、中国

电力、京能国际等；2）工程承包建设企业，如中国电建和中国能建；

3）风机设备制造商如金风科技。后两类投资主体通常采用长期持有和

建成转让两种模式。另外，中国的几家国有大型发电集团如国电、华能、

国电投等，在国内投资了大量的风电项目，但他们目前在海外的投资规

模与上述投资主体相比，并不具备明显的领先优势。 

                                                   
2
 绿色和平统计数据显示，到 2023 年，中国股权投资煤电项目的投产装机量预计将达到 39.8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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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项目的投资主体目前主要是光伏组件制造企业，如晶科能源、

阿特斯、天合光伏和正泰新能源等，相比而言国有电力企业参与不多。

投资形式包括长期持有和运营，即 BOO、BOT、BOOT 以及 IPP 模式。

也有很多组件制造企业和承包企业投资时已找好项目建成运营后的买

家,或者在项目运营时根据资金情况和市场需求择机出售，投资的主要

目的是带动产品出口销售而不是长期持有。 

2.3 地域分布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并运营的风电绿地项目主要位于

南非、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越南和巴尔干地区的国家，更多的“一

带一路”风电项目仍处于前期开发阶段。中国最大的风电运营公司龙源

电力在 2019 年中期报告中披露，将加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项目开

发力度，强化前期工作，力争使海外风电投资业务在波兰、乌克兰、越

南、孟加拉、阿根廷、埃及等重点国别市场取得新突破（目前龙源海外

只有南非和加拿大运营项目）。除了绿地项目，中国企业也收购了大量

的海外风电项目，主要包括三峡、中广核和国电投等集团对英国、德国、

澳大利亚和南非海上/陆上风电项目/公司的收购（近期也开始进行绿地

开发）。 

光伏项目的海外投资相对比较分散，在拉美、东南亚、北非和中东

都有分布。中国的光伏产品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比风电设备更高，被更

多的国家所认可。近年来，随着光伏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在很多新的“一

带一路”国家，光伏项目的开发得以加速。埃及、摩洛哥，阿联酋、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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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斯坦、阿根廷、墨西哥和巴西等国家都陆续有中国企业投资的光伏

电站进入运营。 

在本报告具体投资项目案例分析的章节（第四部分）中，课题组详

细列出了不同类型和不同国别项目的投资分布。 

2.4 金融机构 

从已有投资并开始运营的项目来看，中资金融机构是“一带一路”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主要融资来源。其中，政策性金融机构如国开行、进

出口银行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担了重要角色。同时，四大行为主

的国有商业银行也为很多项目提供了贷款。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兴多边

开发金融机构如亚投行和丝路基金也开始逐渐参与。部分外资银行也

参与了“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比如法国外贸银行、法国巴黎银

行、日本三井住友银行、渣打银行、汇丰银行和新加坡华侨银行等，其

中一些是通过加入中资金融机构组织的银团贷款模式参与。 

除了参与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外，中资金融机构也积极参与

有中国公司作为 EPC 承包商或关键设备提供商的“一带一路”国家的

可再生能源项目，比如：1）中国银行参与股本金搭桥贷款(EBL)及高级

债银团的迪拜 950MW 光热光伏电站项目，由迪拜水电局 DEWA、沙特

水电公司以及丝路基金共同投资，上海电气为 EPC 承包商；2）中国银

行牵头提供出口信贷融资支持的安能巴西 553MW 太阳能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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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涉及的金融机构 

来源： 作者编制 

 

2.5 投资风险 

2.5.1 国别风险 

包括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

相对落后，金融市场稳定程度相对较低。部分国家债务负担重，财政收

入不足，造成主权信用评级低。个别国家政治局面不稳定，存在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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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和政权更替的风险。 

2.5.2 政策风险 

在平价上网完全到来之前，很多可再生能源项目还依赖政府的补

贴，由此带来补贴机制变化造成的政策风险。一些国家在制定新的项目

电价过程时，对已批项目的电价也做出修改，带来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 

2.5.3 市场风险  

市场风险主要包括项目的电价和电量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相对

传统的固定电价或固定补贴模式，一些国家逐渐开始让可再生能源项

目进入电力市场参与市场竞价，造成电价的不确定性。即使有购电协议

的保证，购电公司在电价支付上也有可能拖期延付，甚至因为自身财务

问题，造成购电协议不能履约。 

2.5.4 输配电能力不足风险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需要当地电网设施和传输能力的对应配套。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中一个可以吸取的教训是要避免装机规模与输电

能力增长脱节而导致严重的电网限电，产生大量的弃风弃光电量损失。

这一情况现在已开始在其他国家出现，如越南光伏电站项目为享受

2019 年 6 月 30 日前投产的 9.35 美分/度的并网优惠价格，上半年密集

投入运行规模达 4GW，致使部分输电线路严重过载。 

2.5.5 资源风险 

风电的发电量依赖项目所在区域的天然风资源和实际来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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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发电的发电量则取决于电站所在地区的光照强度。虽然项目前期

的资源勘测决定了项目的可行性，但风光资源的波动和其他气候因素

的变化会造成实际发电量与预测发电量的不一致。 

2.5.6 外汇风险 

“一带一路”国家的货币汇率通常波动频繁，一些货币近年来发生

过大幅贬值情况。同时，外汇储备不足可能导致政府无法实现汇兑承诺，

导致外国投资者的利润难以回流。 

2.5.7 土地/环境风险 

可再生能源项目虽然较传统能源项目更低碳环保，但也会面临来

自各方面的生态环境挑战。譬如项目建设对土地环境、生物多样性以及

原居民的负面影响，如安置处理不当会带来项目延期甚至中止的风险。

如果没有充分沟通好环境影响的问题，，容易导致当地社区的不认同。

相比化石能源项目，光伏和风电项目占地面积较大，会带来前期土地征

收和运营期使用中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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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主要融资模式 

由于国别、项目类型、风险分担机制、项目业主的不同，“一带一

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所选择和适用的融资模式也有所区别，一般

可以分为三大类：公司融资、项目融资和混合式融资 

3.1 公司融资 

在这种模式下，由借款方的股东或第三方提供担保和资产抵押，金

融机构主要根据借款方和担保方的信用来为项目发放贷款，而非考虑

项目本身的收益和资产。贷款在发生违约时，金融机构对项目发起人有

追索权。在这种模式下，具体的贷款方式分为出口买方信贷、出口卖方

信贷、两优贷款、银团贷款和发债融资等。其中出口买方信贷的借款人

是项目公司，但项目的投资人需承担担保责任。 

金融机构可以是国内银行（包括政策性银行）、当地银行和国际银

行。通常境外银行按照“内保外贷”模式操作，即境内银行或法人为境

内企业在境外注册的企业开立融资保函，境外银行凭借收到的保函给

境外企业发放相应贷款，解决境外项目公司由于成立时间短或规模小

而无法直接得到海外授信的困难。公司融资模式下，项目贷款反映在投

资人的资产负债表上，是一种“表内融资”。 

中国公司通常为自身的海外项目股权投资，购买中信保的“海外投

资（股权）保险”，承保股权部分的风险。如果金融机构是中国的银行，

通常也购买“海外投资（债权）保险”，承保贷款的本金和利息部分的

还款风险，但海外投资险只保“政治风险”，即战争骚乱、政府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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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兑限制和政府违约等风险。政府违约风险是指项目所在国主权机构

（如财政部、央行）和次主权机构（如电网公司等）不履约签署的购电

协议和特许权协议的风险。 

如果某融资项目由中国的工程承包商建设且由中资银行机构提供

出口买方信贷，金融机构通常会要求项目业主购买中信保的“中长期出

口信贷保险”，被保险人是融资银行。“中长期出口信贷保险”承保范

围同时包括“商业风险”和“政治风险”，承保债权部分的风险，标的

是贷款本息。中信保承保基本政治风险（赔比 95%）、政府违约风险

（赔比 95%）和商业风险（赔比 50~65%），其中商业风险主要指借款

人因破产、结算或拖欠等原因未能按时还本付息的风险。在后面的案例

介绍中，中国电建在巴基斯坦投资的大沃风电项目就是工商银行贷款+

中信保投保这种模式。此外，除了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外，中国公司还

可以通过发行债券融资。龙源电力在加拿大投资的德芙林风电项目就

是在建设期利用母公司担保的短期贷款融资，投产后以 18 年期 4.3%固

定利率债券方式完成短期融资的置换。此外，三峡、京能，金风也分别

在香港为海外风电项目发行过债券。 

公司融资模式下，金融机构在贷款偿还上对项目发起人具有追索

权，从而对项目股权转让带来一定约束。发起人的大股东通常会向融资

方提供一定的担保义务，如果在担保期打算转让股权，融资银行往往要

求股权的受让方具有同等资信并提供同等的财务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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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融资 

项目融资主要以为经营项目而成立的专门公司的名义借款，以项

目所属公司的资产作为还款担保，用项目运营产生的现金流作为还款

来源并运用各种协议把不同节点的风险在业主、承包商、运维商等相关

方之间实现了分担。例如，利用 EPC 合同中承包商的赔偿金机制来规

避项目完工建设方面的风险；凭借运维商提供发电量保证及功率曲线

保证来降低项目运营期的相关风险。 

相对公司融资，项目融资的债权人承担了较高的风险，因此资金成

本往往高于公司融资。但是，作为一种“表外融资”，项目融资可以在

不增加投资人负债水平的情况下获得项目的资金来源。项目融资又可

分为无追索权和有限追索权两种类型。无追索权是指贷款只依靠项目

的未来收益和资产抵押作为还款保障，在贷款发生不能按时偿还时，贷

款人对项目投资人无任何追索权。有限追索权是指项目投资人或第三

方担保人仅在有限时间或范围内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如项目在建设期

未形成资产时，或在双方达成的部分贷款金额和追索条件之内。 

项目融资一般适用于能够产生长期稳定的现金流的项目，包括风

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项目。相对公司融资，项目融资更多运用于经济

发展水平较高、可再生能源机制较成熟的国家。而在主权评级较低且可

再生能源定价、购买和消纳缺乏稳定保障机制的“一带一路”国家，金

融机构对项目的风险接受程度低，项目融资的应用并不普遍。而且，项

目融资涉及多方利益和风险分配，要求金融机构有详细的国别行业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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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判断和深入的项目风险理解，融资关闭时间也比公司融资长。然而，

随着可再生能源成本竞争力的不断提高和“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

发展规则的完善，项目融资模式应用的空间会越来越大。根据法兰克福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中心的统计，全球范围内可再生能源开发采用项目

融资模式的比例从 2004 年的 16%上升到 2015 年的 52%。 

即使采用项目融资，中国的金融机构也通常会要求业主投保中信

保的“海外投资（股权+债权）保险”，将保单的收益权转让给融资银

行，同时将项目的相关资产和权益抵押给银行。银行融资是否以中信保

投保为前提，更取决于对国别和项目风险的判断。 

 

图 3-1：可再生能源项目“中资银行出口信贷+中信保”有限追索项目融资结构 

来源： 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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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混合式融资 

“一带一路”国家的许多项目面临较高的政治和商业风险，信用评

级等级较低，难以实现完全的项目融资，故较多采用混合式融资方式。

混合式融资的定义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国际上通用的“混合式

融资”（blended financing）,即针对项目特点采用不同融资模式的组合，

通常表现为“开发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结合，如项目的贷款既

包括多边机构提供的低息优惠贷款，又包括商业银行提供的公司或项

目融资，也可能包括一定的捐赠。后面的具体案例介绍中，很多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融资属于多边机构和商业机构的联合融资，如阿特斯的巴

西霹雳波光伏项目和阿根廷卡法亚特光伏项目。 

还有一个层次是指不同阶段下公司融资和项目融资模式的混合和

转换。比如目前在中国企业海外可再生能源项目中采用的—“建设期承

包商融资结合运营期项目融资或公司融资”的模式。 

相对大型火电和水电项目，由于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金额小、建设

期短，一些中国工程承包企业通常采用“延付款+应收款买断+特险保+

当地银行保函”的模式，先通过国内金融机构提供建设期公司融资，在

运营期再转换为项目融资或新担保方的公司融资模式。承包企业通过

投保中信保的特定合同保险，再利用银行提供的保单融资服务，实现工

程应收账款贴现，从而在满足业主延付诉求的同时，也帮助承包企业实

现了即期收款。项目建成后，风险相对可控，担保可以解除，这些工程

承包企业或新的股权买家再以资产抵押到银行寻求项目融资。后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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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介绍的中国电建作为 EPC、泰国 B.GRIMM 电力投资的越南油汀光

伏项目就是采用这种模式。 

这种融资方式适用于期限两年以内的融资需求。中信保的特定合

同保险承担出口商务合同项下因政治风险和商业风险导致的应收账款

损失。相较于采用传统的买方信贷融资的项目，特险产品绝大多数项目

不需要其所在国家提供主权担保或者财政担保等复杂条件，仅凭业主

自身状况和当地金融机构提供的保函即可进行承保。相对较为复杂的

项目融资方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耗时短，更适合时间性要求高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在传统项目融资模式下，从融资意向洽谈到融资关闭，通

常耗时较长，容易错过项目补贴所设定的投产时间点。 

 

图 3-2：光伏电站“延付款+应收款买断+特险保+当地银行保函”融资结构 

来源： 作者编制 

无论以上哪种融资方式，一般美元币种贷款利率的制定通常是参

考伦敦银行同业拆放利率 (Libor)，融资利率通常在六个月 Libor 的基

础上加上一定基点作为年利率，幅度通常反映国别评级和项目具体风

险判断。如果采用本币贷款，则利率根据国别不同差异较大。一些“一



  

 27 / 92 

带一路”国家债务的融资成本高达 15%，比如中亚地区。印度可再生能

源项目卢比借款的利率平均在 12%左右。一些国家因为汇率波动大，

即使采用低成本的美元融资，也还要考虑用于锁定汇率风险的货币互

换的额外成本。  

3.4 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的偿还保证机制 

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风电/光伏）的售电收入是偿还贷款本息的

根本保证，项目公司与购电方签署的购电协议（PPA）的结构直接影响

到融资的模式和成本，尤其是购电协议里的定价机制和购电量的保证

条款，以及发生争议时的解决机制。购电协议里的电价往往早期采用根

据预计投资成本和允许回报率设定的固定电价(“Feed-In-Tariff”)形式。

不过，随着成本的快速下降和投资商数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

招标方式确定项目的开发权和对应的电价水平。另外，一些国家除了固

定电价的购电协议，还有浮动的市场化售电收入和单独的可再生能源

补贴机制，如绿证的出售。这部分电量的价格、波动幅度、时限和支付

方式等都是评估贷款偿还风险的考虑因素。 

除了价格，通常在合同中还有关于基准发电量担保，当月如果因为

不可控原因（如电网限电）造成发电量低于购电协议规定的保证时，电

网将按照预先设定的基准发电量支付，保证企业发电收入不受影响，即

所谓的“照付不议”条款（“Take or Pay”）。 

与中国的可再生能源电价机制相比，很少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电价采用类似的火电标杆电价+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模式。补贴电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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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的支付拖欠更是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在电量消纳上，一些国

家也出现了因为电网结构薄弱、项目规模短时间内上得过快而带来的

限电问题。 

除了购电协议外，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及并网也需要一系列的

文件支持。在项目融资模式下，银行通常会要求项目公司把这些合同下

的权益转让给贷款银行，作为其提供融资的一种担保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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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绿地项目投融资案例和问题 

本章节从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选

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案例做了介绍，覆盖了不同地区的国家、不同类型

的投资主体和差异化的融资模式。这些项目包括中国电建巴基斯坦大

沃风电、中国电力哈萨克斯坦扎纳塔斯风电、中国电力越南平顺风电、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黑山莫祖拉风电、龙源电力南非德阿风电、中兴能源

巴基斯坦真纳光伏、金风科技阿根廷 Helios 风电、阿特斯巴西霹雳波

光伏、阿特斯阿根廷卡法亚特光伏、晶科能源阿根廷圣胡安光伏和晶科

能源阿布扎比 Sweihan 光伏。 

同时，我们也罗列了一些国际企业参与的投资项目案例以与中国

企业投资的项目做一对比。这些项目包括 Scatec Solar 公司马来西亚

Redsol 光伏、B.GRIMM Power 公司越南油汀光伏、 Prime Road 

Alternative 公司柬埔寨磅清扬光伏、世界银行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项目、

Scatec Solar 公司乌克兰 Boguslav 光伏、NBT/Total Eren 公司联合体乌

克兰 Syvash 风电、United Green Energy 公司哈萨克斯坦光伏、Enel 公

司墨西哥 Villanueva 光伏、胡胡伊能源与矿业公司阿根廷高查瑞太阳能

光伏、LTWP 联合体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风电和 Neoen 公司萨尔瓦多光

伏。 

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分析，课题组针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可再生

能源项目的投融资模式总结如下： 

1．相比传统电力项目，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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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投资主体更加多元化。除了大型发电公司如中国电力、上海电力、三

峡国际和龙源电力等，更多的项目开发由光伏风电设备商（如晶科能源、

阿特斯、金风科技）和工程承包商（如中国电建）承担。这些设备商和

承包商所投资的项目，一部分长期持有，一部分会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出

售给新的买家。 

2．中国企业投资项目的融资模式一般包括几种：1）中国政策性银

行或商业银行有追索贷款+中信保承保(如巴基斯坦风电、巴基斯坦光伏、

越南光伏、阿根廷光伏)；2)多边机构牵头当地或国际银行组建的无追

索银团贷款（如哈萨克斯坦风电、哈萨克斯坦光伏、阿根廷光伏、乌克

兰光伏、墨西哥光伏）；3）纯当地或国际商业银行组建的无追索银团

贷款（如黑山风电、南非风电、巴西光伏、阿布达比光伏、马来西亚光

伏）；4）建设期融资由承包商垫资，并由银行提供短期融资应收款保

理，电站全部投入商业运行再寻求中长期融资（如越南光伏）。 

3.与国际企业投资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案例对比，

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较少采用与多边机构“混合融资”的方式。国际案

例中介绍的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项目、乌克兰光伏和风电项目、哈萨克斯

坦光伏项目、墨西哥光伏项目、肯尼亚风电项目和萨尔瓦多光伏项目都

有不同的多边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和泛美开发银行的参与。中国投资案例介

绍中唯一的“混合融资”模式是晶科能源阿根廷的光伏项目，中国银行

和多边机构美洲开发银行集团的 AB 贷款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贷款由

多边机构统一与借款人签署借款合同，参贷商业银行与多边机构 C 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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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协议，提供联合贷款，并享有多边机构贷款的优先偿债权和成员国对

国际多边机构的税率优惠。  

4.国际投资的项目较多采用无追索项目融资方式。国际案例中介绍

的马来西亚光伏项目、乌克兰光伏项目和墨西哥光伏项目都采用无追

索的项目融资模式,主要源于投资国别重点的差异。无追索项目融资模

式一般适用于国家主权评级高、当地购电方实力较强的国家。这些国家

的项目购电协议条款完善、有东道国的主权担保，外资机构或多边机构

较多参与融资。中国企业较少参与这些主权评级相对较高、可再生能源

市场机制比较完善的“一带一路”国家项目融资。一些国家因为主权级别

不高或者购电协议难以满足项目融资的要求，采用了有限追索的项目

融资模式。而且，中国的投资更多来自于中国的央企，资金借贷普遍倾

向于中国金融机构常用的有担保的公司融资模式。 

5．可再生能源有别于传统电力基建项目的融资特征。后者因为体

量大对国内资金诉求非常明显，相对而言，可再生能源项目建设周期短，

但对时间节点要求度高，很多项目电价与投产时间紧密挂钩，因此项目

可以采用建设期和运营期不同的融资模式。建设期往往是股东贷款或

者工程承包商提供短期融资，运营期再安排中长期公司融资或项目融

资。项目建成后风险下降，也具备更充足的条件和时间完成融资安排准

备。可再生能源项目近年不断变化融资渠道和游戏规则，不同国家适用

不同模式，个别项目采用融资租赁模式，如案例介绍中的黑山风电项目。 

6．一些项目引入了长期投资基金。项目在建成或运营一段时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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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出售给机构投资者包括保险机构和养老基金。例如案例中列举的

Enel 墨西哥 Villanueva 光伏项目，项目投资方意大利能源公司 Enel 集

团将 80%股权出售给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基金(CDPQ)和墨西哥的养

老基金(CKD IM)。 

根据我们与投资企业和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的访谈，目前中国企

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时，在融资方面主要存在以下

一些问题和困难挑战，这些问题和困难制约了中资机构对“一带一路”

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潜力。 

1. 国内资金的回笼滞后造成海外项目开发的资金能力不足。对民营企

业来说，这个问题尤其严重。 

2. 项目竞争加剧。项目融资成本的高低是决定投资商竞争报价能力和

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因素。 

3. 投资国主权担保减少。没有东道国的主权担保意味着更高的投资风

险和融资成本。 

4. 信用保险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不够。很多国别贷款和出口信用

保险额度分给了海外的火电项目。 

5. 融资成本高、融资期限短。 中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缺乏优势，投保

出口信用保险增加额外的融资成本。融资以短期贷款为主，中长期

贷款相对较少。  

6. 纯项目融资难操作。企业需要为海外项目提供担保，对其后续融资

能力制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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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缺少国际商业金融机构、多边机构和项目所在国金融机构的参

与。中资机构尚未充分利用国际机构的优惠贷款等条件。 

8. 项目缺少长期投资机构的参与：国际养老退休基金，主权基金、保

险公司及其他长期投资机构的长线资金和中国投资的项目缺少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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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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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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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中资参与的项目案例 

4.1.1 中国电建巴基斯坦大沃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以东约 60 公里的巴哈伯

尔地区，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计划”中 14 个优先发展项目之一。

中国电建持有项目 93.3%股权，装机容量 49.5MW，总投资额约 1.15

亿美元。项目于 2015 年 3 月开工建设，2017 年 4 月投入商业运行，

中国工商银行为项目提供出口买方信贷贷款支持，贷款本金为 7882

万美元，中信保为项目贷款本金和利息提供保险。项目采用 BOO 模

式,与巴基斯坦国家电网公司 NTDC 签署了 20 年购电协议，年利用

小时 2800，电价的确定原则是“成本+回报”的方式，预计资本金内

部收益率为 15%-17%。 

4.1.2 三峡集团巴基斯坦信德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距离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 80 公里的信德省。项

目一期装机容量为 49.5MW，总投资约 1.3 亿美元。项目一期于 2015

年 3 月竣工，年发电量约 1.4 亿度。2018 年 6 月，二期项目 99MW

全面投产，总投资约 2.3 亿美元，年发电量约 3 亿度，采用 BOO 模

式, 运营期 20 年。项目融资采用有限追索项目融资结构，由国家开

发银行牵头组织银团贷款。 

4.1.3 中国电力哈萨克斯坦扎纳塔斯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扎纳塔斯，中国电力持有项

目 80%股权，装机容量 100MW，总投资约 1.6 亿美元，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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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正式开工建设。项目建设期股东贷款垫资，计划投产后置换成

多边机构牵头的有限追索银团贷款，融资币种为美元和当地货币。

项目签署的购电协议保证 15 年固定电价、当地货币计价和支付、有

通胀和汇率年度调整机制。项目预计年利用小时 3500，当地电网保

证全额收购，能源部出具支持函保证。 

4.1.4 中国电建哈萨克斯坦谢列克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的伊犁河河谷地带，装机容

量 60MW，于 2019 年 6 月正式启动项目建设。该项目已被列入中

哈产能合作重点项目清单，当地投资方为哈萨克斯坦最大国有能源

开发公司——萨姆努克能源公司。中国电建以股东贷款方式融资。

项目建成后，年生产 2.3 亿度电，等效发电小时数达 3800 小时以上。 

4.1.5 中国电力越南平顺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越南东南部沿海平顺省绥丰县，中国电力持有项目

80%股权，装机容量 90MW，预计在 2021 年投产。项目建设期计划

由工程承包商提供短期融资，运营期考虑有担保的银行贷款或发债

融资。项目购电协议 PPA 时间 20 年，采用美元计价的固定电价，

电价将随汇率变动作相应调整。越南盾为电费支付货币，越南政府

对电费收入兑换美元并能汇出越南境外提供承诺。项目预计年利用

小时 2500-3000，越南国家电力集团(EVN)负责收购，但按实际上网

电量结算，没有电网限电收入损失的补偿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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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黑山莫祖拉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欧洲巴尔干半岛的黑山共和国南部港口城市巴尔，

2019 年 4 月投入试运营，装机容量 46MW，总投资额 9 千万欧元，

由中国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所属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与马耳他政府

联合投资于。德意志银行牵头的银团向中电投融和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在黑山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提供了 6950 万欧元的银团贷款，用于购

买风电设备等租赁资产，并作为出租人向上海电力在黑山成立的子

公司出租。 

4.1.7 北方国际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克罗地亚中部亚得里亚海沿海塞尼市，项目装机容

量 156 兆瓦，总投资额约 1.79 亿欧元。克罗地亚为欧盟成员国之一，

也是“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十六国之一。塞尼风电项目是该国可

再生能源市场改革后第一个不使用政府固定电价补贴的大型项目。

2017 年 11 月，北方国际通过收购获得项目建设权和 25 年运营权。

项目于 2018 年 11 月开工，建成后预计年均发电 3400 小时，年发电

量 5.3 亿度。预测项目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10.65%，税后投资回收期

为 9.43 年。 

4.1.8 龙源电力南非德阿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南非北开普省德阿镇，是中国在非洲第一个集投资、

建设和营运为一体的风电项目。龙源电力持有项目 60%股权，另外

由两家当地公司各持有 20%股权。项目分两期，装机容量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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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MW 和 144MW，总投资额约 25 亿元人民币。2017 年 10 月两

期项目同时进入商业化运行。项目采用无追索项目融资模式，全部

贷款由当地商业银行 Nedbank 和当地政策性银行 IDC 组成银团提

供。项目签订 20 年固定电价售电协议，电网限电损失有补偿机制，

当地政府/能源部提供担保。2018 年完成发电利用小时 3120 小时。 

4.1.9 中兴能源巴基斯坦真纳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巴哈瓦尔布尔市真纳光伏产业园，

总装机规模为 900MW，分三期实施，总投资额约 15 亿美元。中兴

能源持有项目 100%股权。项目于 2016 年 6 月完成 300MW 一期工

程及顺利并网，成为中巴经济走廊首个完成融资、首个建成并网发

电的能源项目。融资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牵头，联合

江苏银行、渤海银行提供银团贷款，并投保中信保的“海外投资险”。

项目电价机制为预先电价 (Upfront Tariff)，即国家电力监管局

(NEPRA)公告 PPA 年限内的收购电价(Levelized tariff)，提供巴基斯

坦电力公司及光伏电站投资商作为参考，待项目的相关成本确定后

提出电价申请并交由国家电力监管局(NEPRA)批准。从 2018 年起，

巴基斯坦的光伏项目改成以电价为基础的竞标机制 (Tariff-based 

Auction)。项目年利用小时 1300-1400，中兴能源与巴基斯坦国家电

网公司 NTDC 签署了 20 年购电协议。 

4.1.10 金风科技阿根廷 Helios 风电项目 

该项目群包括 Loma Blanca1、2、3、6 期及 Miramar 在内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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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5 个风电项目，总装机规模为 355MW。项目于 2018 年 7 月开工，

计划 2019 年 12 月底全部完工，总投资额约 8 亿美元，金风科技持

有项目 100%股权。项目获 4.75 亿美元国际银团贷款支持，由中国

银行和西班牙桑坦德银行联合牵头包销，金风科技提供母公司担保

并投保中信保。金风科技通过上网电价竞标获得项目特许经营权，

与电力收购方阿根廷全国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CAMMESA)签署

购电协议。项目全年风力发电利用小时数为 4900 小时。 

4.1.11 阿特斯巴西霹雳波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分为三期，总装机容量

399MW，阿特斯阳光电力集团和法国电力集团分别持 20%及 80%的

股权。三期项目已分别于 2017 年 11 月、12 月和 2018 年 6 月投入

商业运营。一期项目 91.5MW，融资来源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来

自约合人民币 4 亿元的 16 年期基建债券，由泛美开发银行（IDB）

和泛美投资公司（IDB Invest）共同担保。第二部分来自巴西发展银

行（BNDES）为期 18 年的约合人民币 9.6 亿元的项目融资。二期项

目 115MW，获得了来自拉美地区最大的区域开发银行巴西东北银行

（BNB）和东北宪法基金（Northeast Constitutional Fund）约合人民

币 6.64 亿元的项目融资。项目和巴西电力商业化商会（CCEE）签

署了为期 20 年的电价与通胀挂钩的购电协议。 

4.1.12 阿特斯阿根廷卡法亚特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阿根廷萨尔塔省，装机容量 100.1MW，于 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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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投入商业运营。作为阿根廷政府 2016 年推出的可再生能源发展

计划的一部分，卡法亚特电站通过招标签署为期 20 年的购电协议

(PPA），价格为 56.28 美元/兆瓦时（美元计价，当地货币支付），

电力收购方为阿根廷全国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CAMMESA)。世

界银行和阿根廷政府通过可再生能源信托基金为该项目购电协议提

供担保。三家银行共同提供了 5000 万美元的无追索权项目融资，包

括拉丁美洲开发银行提供的 3000 万美元的 15 年期 A 类贷款，阿根

廷投资外贸银行提供的 1500 万美元 15 年期平行贷款,和布宜诺斯艾

利斯城市银行提供的 500 万美元的 10 年期平行贷款。项目年发电

利用小时在 2100 左右。 

4.1.13 晶科能源阿根廷圣胡安光伏项目 

项目位于圣胡安省首府西北 201 公里处，装机容量为 80MW，

总投资额为 1.04 亿美元，于 2019 年 5 月投运。项目资金来自多边

机构，美洲开发银行集团和中国银行采用 AB 贷款模式，即按照同

等利率提供联合贷款，享有多边机构贷款的优先偿债权和成员国对

国际多边机构的税率优惠，属于无追索权项目融资模式，没有出口

信贷保险机构的保险。贷款期 15 年，利率在 6%左右，币种美元。

项目与阿根廷全国电力批发市场管理公司(CAMMESA)签订了为期

20 年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电价购电协议。项目年发电利用小时在

2100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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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晶科能源阿布扎比 Sweihan 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阿布扎比酋长国阿布扎比市向东约 120 公里的

Sweihan，晶科能源于 2017 年 3 月夺标，以 0.0242 美元/千瓦时创下

当时全球最低电站投标价格。项目的装机容量为 1177MW，总投资

额为 8.612 亿美元，晶科能源和日本丸红株式会社分别各持有 20％

的股权，阿布扎比国有电力公司持股 60％。项目产生的全部电力将

通过购电协议（与美元挂钩）出售给阿联酋水电公司（EWEC），期

限为 25 年。该项目的贷款协议于 2017 年 5 月签署，贷款期限 25

年，无追索权，由八家商业银行组成银团，包括东京三菱 UFJ 银行

有限公司，Norinchukin 银行，以及三井住友银行等。贷款利率每 5

年核定一次，头五年利率在 1.5%以内，五年后可以按新市场利率重

新安排融资，或者续贷但利率按约定机制上升。项目于 2019 年 7 月

全面投入运营。 

4.2 国际资本参与投资的项目案例 

4.2.1 Scatec Solar 马来西亚 Redsol 光伏项目 

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47MW，总投资约为 4700 万美元，由 Scatec 

Solar 与富马斯（马来西亚）私人有限公司联合投资。Scatec Solar 是

一家总部位于挪威的全球独立光伏发电投资开发商，目前拥有

1.5GW 的运营和在建光伏电站，分布在阿根廷、巴西、捷克、埃及、

洪都拉斯、约旦、马来西亚、莫桑比克、卢旺达、南非和乌克兰，

并在非洲、亚洲和中东地区拥有 5GW 的前期项目储备。富马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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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西亚）是一家总部位于美国和马来西亚的资产管理和开发公司，

专注于南亚和东南亚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与马来西亚公用事业公司

Tenaga 签署了为期 21 年购电协议,年发电利用小时在 1400 左右，年

收入约为 600 万美元。2019 年 1 月，Scatec Solar 宣布完成融资，法

国巴黎银行为项目提供无追索的项目融资，覆盖 73%项目的总投资。 

4.2.2 B.GRIMM Power 越南油汀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越南西南部高原的西宁省，总装机容量为 420MW，

由越南当地的春桥公司与泰国 B.GRIMM 电力公司共同开发，中国

电建协助业主完成融资。项目是越南及整个东南亚片区装机规模最

大的光伏电站，总投资额为 137 亿泰铢。建设期融资采用中国电建

延付应收账款买断模式，业主提供备用信用证担保，国内银行提供

短期融资（中国电建应收款保理融资），中信保提供特定合同保险

支持，承保 2 年期内的政治和商业风险。2019 年 6 月电站全部投入

商业运行，电站建成后业主再寻求其他银行贷款融资渠道。 

4.2.3 Prime Road Alternative 柬埔寨磅清扬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柬埔寨磅清扬省，总装机容量为 60MW，由泰国私

募股权基金 Prime Road Alternative 公司以 3.877 美分/KWh 的最低

价中标开发。该项目由亚洲开发银行(ADB)提供支持，吸引了 26 家

竞标者，创下了东南亚光伏项目的最低电价记录。项目通过 BOO 形

式开发，根据长期电力购买协议将电力出售给柬埔寨电力公司

Electricite du Cambodge (EDC)。该项目是亚洲开发银行支持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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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清扬省国家 100MW 光伏园计划的一部分，除了亚开行提供 764

万美元的主权贷款，融资方还得到来自世行战略气候基金（Strategic 

Climate Fund）的 1100 万美元贷款和 300 万美元捐赠，以及由韩国

东亚与知识合作基金（Republic of Korea e-Asia and Knowledge 

Partnership Fund ）提供的 50 万美元技术能力建设捐赠。  

4.2.4 世界银行孟加拉可再生能源项目 

2019 年 3 月，世界银行宣布将向孟加拉国提供 1.85 亿美元用

于该国 310MW 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并鼓励私营部门参与，以

帮助提高该国日益增长的电力需求。该项目主要包括：50MW 的 Feni

光伏电站、150MW 的光伏电站和 110MW 的屋顶光伏项目。在孟加

拉芬尼 Feni 区建 50MW 光伏项目是世行资助的首批项目。世行此

次的信贷来自于贷款人国际开发协会（IDA）提供的优惠性融资，贷

款期限 30 年，包括 5 年的宽限期，利率为 1.25%，外加 0.75%的服

务费。这 1.85 亿美元资金还包括来自世界银行气候投资基金（CIF）

2638 万美元贷款和战略气候基金（SCF）287 万美元赠款。该项目

将由孟加拉国电力公司（EGCB）和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

（IDCOL）实施，除了世行的资金支持，项目计划从私营部门、商

业银行和其他来源融资 2.12 亿美元。 

4.2.5 Scatec Solar 乌克兰 Boguslav 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乌克兰切尔卡西地区，装机容量为 55MW，年发电

量预计为 61GWh，总投资约为 5400 万欧元。挪威光伏发电投资开



  

 46 / 92 

发商 Scatec solar 是该项目的主要股权投资者。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北欧环境金融公司(NEFCO)和瑞典丰德银行已经签署了无

追索权债务融资的信贷协议，覆盖 70%的项目成本。项目预计将在

2020 年上半年投入商业运营。项目与乌克兰公用事业公司

Energorynok 签订购电协议，头十年享受固定的上网电价 150 欧元/

兆瓦时，电价用当地货币支付，但每季度用欧元汇率调节。 

4.2.6 NBT/Total Eren 乌克兰 Syvash 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乌克兰南部赫尔松地区，装机容量为 250MW，总投

资 3.8 亿欧元,由法国可再生能源独立发电商 Total Eren 和挪威风电

开发商 NBT 共同投资。项目分两个阶段进行，建设工作在 2019 年

夏季开始，完成后将成为该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项目。项目一期

133MW 于 2019 年 1 月筹集了 1.55 亿欧元的 A/B 贷款，包括欧洲

复兴开发银行（EBRD）提供的 A 类 7500 万欧元贷款，绿色增长基

金(GGF)和荷兰发展金融公司(FMO)提供的 7500 万欧元和北欧环境

金融公司(NEFCO)提供的 500 万欧元平行贷款。2019 年 8 月，法国

经合投资公司（Proparco）、黑海贸易与开发银行及芬兰投资基金

（Finfund）共同签署项目二期 1.076 亿欧元的融资协议。该项目产

生的电力将出售给乌克兰国有电力市场批发运营商 Energorynok 公

司。设计、采购和施工承包商是中国电力建设集团和德国恩德集团

（Nordex）。项目建成后，计划每年发电 850 GWh，相当于年利用

小时 3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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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United Green Energy 哈萨克斯坦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哈萨克斯坦南部，装机容量为 50MW，年发电量预

计为 73GWh。该项目是亚洲开发银行（ADB）在中亚地区第一个用

当地货币发放的太阳能项目长期融资，哈萨克斯坦经济依赖石油天

然气的出口，货币汇率受油价的影响波动较大，使用当地货币融资

可以有效地规避汇率风险。项目由英国 United Green Energy 公司和

哈萨克斯坦主权财富基金 Baiterek Venture Fund 组建的合资公司拜

科努尔太阳能（Baikonur Solar）投资。亚开行将向项目提供 1150 万

美元贷款，这是亚开行在哈萨克斯坦首次对太阳能项目开展融资。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清洁技术基金分别为该项目额外提供

了 3000 万美元和 1040 万美元的资金。本项目与哈萨克斯坦电力和

能源市场营运公司 JSC KOREM 签署了为期 15 年的购电协议。 

4.2.8 Enel 墨西哥 Villanueva 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墨西哥西北部科阿韦拉州，装机容量为 828MW，年

发电量为 170GWh，从 2018 年开始陆续进入发电，是目前拉丁美洲

和加勒比海地区最大的光伏项目。项目投资方为意大利能源公司

Enel 集团，总投资 7.1 亿美元，目前拥有项目的 20%股权，其余 80%

股权已出售给加拿大魁北克储蓄投资基金(CDPQ)和墨西哥的养老

基金(CKD IM)。欧洲投资银行（EIB）提供了 8700 万美元（7500 万

欧元）贷款。此外，墨西哥商业银行、凯克萨银行、法国外贸银行、

三菱日联金融集团、美洲开发银行等也对项目提供了融资支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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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拍卖，项目得到了 15 年平均电价为 44.9 美元/兆瓦时购电合同的

支持，以及联邦电力委员会颁发的 20 年清洁能源证书。 

4.2.9 胡胡伊能源与矿业公司阿根廷高查瑞太阳能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阿根廷北部胡胡伊省的高查瑞地区，项目场址海拔

超过 4000 米，日照资源极为丰富，是全球最适合发展光伏发电的地

区之一。项目装机容量 315MW，是拉美目前最大的光伏项目。业主

是阿根廷国有企业胡胡伊能源与矿业公司 Jujuy Energia Y Mineria 

Sociedad Del Estado （JEMSE）。项目于 2018 年 4 月正式开工，

2019 年 10 月完工，上海电建-中国电建组成联合体 EPC 是总承包

方。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3.9 亿，其中 85%来自中国进出口银行“两优

贷款”，是阿根廷第一个落地的中国优惠贷款项目，胡胡伊省政府通

过发行绿色债券为项目提供 15%融资。项目建设所在地光照年小时

数大于 2200，预计年发电量 7.89 亿千瓦。 

4.2.10 LTWP 联合体肯尼亚图尔卡纳湖风电项目 

该项目位于肯尼亚 Loiyangalani 地区，装机容量为 310MW，年

发电量为 73GWh，总投资约 7 亿美元。项目于 2017 年 8 月全部投

产，是非洲开发的最大风力发电场，也将使肯尼亚成为继南非

2100MW 和埃塞俄比亚 324MW 之后非洲第三大风电装机国家。项

目由 KP&P Africa B.V 和 Aldwych International 及其他若干机构组

成的联合体共同开发； 债务融资由非洲开发银行牵头多家机构提供，

包括欧洲投资银行、东非开发银行、丹麦出口信贷基金会、荷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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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开发银行、南非标准银行和欧非基础设施基金等； 荷兰政府提供

了 1000 万美元的捐赠； 欧盟通过欧非基础设施基金提供了 2500 万

美元的补贴贷款。项目与肯尼亚电力公司（KPLC)签订了 20 年的购

电协议，固定电价为 75 美元/兆瓦时。 

4.2.11 Neoen 萨尔瓦多光伏项目 

该项目位于萨尔瓦多中部的罗萨里奥市，装机容量 101MW，是

中美洲最大的光伏电站由法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公司 Neoen 建造和运

营。项目总投资额达 1.51 亿美元，其中 8800 万美元来自泛美开发

银行（IDB）贷款，3300 万美元来自法国经合投资公司（Proparco）。

该项目预计每年将向国家电网提供 170 GWh 电力，相当于年利用小

时 1700。 

4.3 “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融资遇到的一些问题 

根据我们与投资企业和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的访谈，目前中国

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时，在投融资方面主要

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和挑战： 

国内资金的回笼滞后造成海外项目开发的资金能力不足。无论

是风电、光伏投资运营商还是设备制造和工程施工公司，目前都面

临国内可再生能源补贴严重拖欠的问题，民营企业的资金链更是紧

张。随着国内项目贷款宽限期的结束，还本付息压力逐渐加大。国

内可再生能源投资项目资金回笼不畅，严重制约了这些公司在“一

带一路”国家进行投资的能力。与央企比较，民营企业在海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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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过程中更处于资金劣势地位。 

项目竞争加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为可再生能源项目选

择投资人的方式，从原来的固定电价双边谈判形式逐渐转变为竞争

招标方式，加大了项目竞争程度，造成电价水平迅速下降。即使项

目设备投资成本不断变低，一些项目的回报率水平也因为招标导致

的过度竞争而不能达到预期。同时，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热情日益增

高，在一些项目的投标上出现彼此竞争情况。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

较高的新兴市场，当地公司在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的竞争上具有明

显的地缘优势。除此之外，相当多的国际企业，尤其是欧洲传统的

电力和能源公司近年来也纷纷加大能源转型的力度，并且得到国际

金融机构的低利率融资支持。基于可再生能源的成本结构，项目融

资成本的高低是决定投资商竞争报价能力和投资回报率的重要因素。 

投资国主权担保减少。由于较高的债务水平，一些“一带一路”

国家已经很难为电力项目包括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提供主权担保。

虽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资金需求较传统电力项目规模小，但在一些

高风险国家，尤其是购电方实力较弱的国家，没有东道国的主权担

保意味着更高的投资风险和融资成本。 

信用保险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不够。“一带一路”可再生

能源项目尚处于发展初期，国内金融机构仍处于摸索阶段。信息不

对称造成融资一般都要抵押和担保，融资模式依然较多采用传统火

电水电对外投资项目的“中资银行贷款+中信保保险”模式，未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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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规模小、建设期短的特征。虽然可再生能源

投资成本的大幅下降使政府补贴逐渐减少，但金融机构对项目风险

和国别风险的判断还缺乏进一步的突破，而且很多国别贷款和出口

信用保险额度分给了投资海外的火电项目。在一些高风险确实需要

为项目投保才能取得融资的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又不够充

分，造成项目落地困难。 

融资成本高、融资期限短。在项目造价和发电效率不断突破瓶

颈之后，融资成本成为可再生能源项目平价的关键因素。相比欧美

日资金融机构，中资银行的外币资金拆借成本较高，贷款利率缺乏

优势。贷款银行通常会要求借款人投保中信保出口信用保险，从而

增加额外的融资成本。即使有中信保承保的贷款使银行的实际风险

敞口很低，贷款报价也并不十分优惠。另外，国内企业融资以短期

贷款为主，中长期贷款相对较少。然而，中国企业的一些国际竞争

对手利用其低成本和长贷款期的融资优势，在项目竞标时可以报出

很低的价格。例如，法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公司 Neoen 披露的其公司

2018 年欧元债务的加权成本只有 3.5%；另一家意大利可再生能源

电力司 Enel 于 2017 年发行的 10 年期欧元债券的票面利率只有

1.375%。 

纯项目融资难操作，公司担保负担重。按照现有的公司融资模

式，中国企业大多需要为海外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这将占用大量担

保资源，对其后续融资能力制约很大，尤其是没有大量银行授信额

度的民企。所以，即使项目融资模式下利率会较高，但其更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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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投资企业的或有负债水平。  

项目融资运用难有多重的原因。一方面，可再生能源项目投标

和建设周期的时间点要求性高，很多项目的电价以某一时点是否开

工或投产为条件，因此很难有充足的时间满足复杂的无追索项目融

资所要求具备的全部条件及各项协议安排。另一方面，很多国家因

为公共负债水平上升和财政的压力，不愿意提供主权还款担保，通

常只提供购电协议的履约担保。然而由于项目所在国主权评级低、

购电协议下市场消纳和价格政策框架不健全，金融机构较难接受无

追索的项目融资模式。 

国际商业金融机构、多边机构和项目所在国金融机构参与较少。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较少有国际商业

金融机构和多边机构（MDA）的参与（具体案例会在下一章节介绍）。

相比而言，这些机构更认可自身对国别和项目的风险评判能力，项

目融资模式运用更广泛，贷款也不需要额外的出口信贷机构保险，

降低了总体融资成本。如果只是依靠中国提供的开发性贷款，项目

开发的可持续性将不足。中资银行提供的商业性贷款成本又较高、

期限也较短，也不太容易接受结构化的融资安排和还款方式。由于

缺乏合作经验，中资机构尚未充分利用国际机构和项目所在国金融

机构的优惠贷款等条件。 

项目缺少长期机构资金的参与。成熟市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

投资方往往能在项目运营一段时间并取得稳定收益后，将股权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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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出售给综合资金成本更低的国际养老退休基金、主权基金、保险

基金及其他长期投资机构，以加快资金的回笼、增加流动性。但是

目前这些长线资金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更多处于

观望阶段，特别是和中国企业投资的项目缺少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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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促进投资和降低融资成本的建议 

针对中国企业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现状和

所遇到的融资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建议，这其中既包括对相关政策

制定者的建议，也包括对涉及的金融机构的建议，还包括对投资主

体和第三方的建议。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建议的实施，中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能得到进一步推动，积极建设绿色“一

带一路”，使“一带一路”成为开放、包容、多样的国际区域经济

合作平台。 

针对中资投资主体的建议：1)加强对项目的选择，做到“有所

为而有所不为”； 2)鼓励投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股

票市场上市融资；3)加强与国际长期资金合作；4)加强与多边机构的

混合式融资合作； 5)充分利用外资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和风控能力；

6)拓展债券融资渠道。  

针对金融机构的建议：1)中资金融机构应该强化对环境气候风

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减少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项目支持，

腾出更多资源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2)将可再生能源项目列

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点支持行业，提供优惠的融资条件； 

3）建议中信保减少对煤电项目的承保，更加积极地支持中国企业和

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4)完善可再

生能源项目的风险评估机制；5)鼓励中资金融机构加速在“一带一

路”国家的布局，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和政策环境，为开拓无追索项

目融资和结构化融资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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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建议：1)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可

再生能源发展机制能力建设；2)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绿色金融

能力建设服务；3)将中资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贷款

纳入 MPA 等监管考核；4)研究设立专门支持“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的基金；5)考虑由中国碳交易市场接纳中资机构投资的“一带一路”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碳减排额度。  

其他建议：1）建立包括发电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设计和工程

施工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合作联盟，提高竞争力，创立风险共担机制。

2）完善 PPP 合同管理与监管所必需的制度基础和能力建设。可再

生能源项目很多采用 PPP 形式，融资银行面临着诸多风险。因此，

合理 PPP 机制关系着能否获得融资。3）建立“一带一路”国家可再

生能源政策和市场大数据平台。4）扩大《“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

则》（GIP）的签署机构范围，以 GIP 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库

为抓手，缓解项目与资金提供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5)加快突

破人民币跨境使用在“一带一路”投资中的所面临的各种瓶颈。 

5.1 针对中资投资主体的建议 

5.1.1 加强对项目的选择 

“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很多，中国企业在积

极开辟新市场的同时，要认识到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条件、经济发

展水平和投资环境千差万异。在推进“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

的大背景下，投资人首先要做到的是对国别、市场、项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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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如果项目风险很大，即使采取各种政策支

持和增信手段，金融机构也不可能过度承担风险而提供低成本的资

金。而且，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处于动态的变化过程中，

控制好项目的开发和投资节奏，比单纯地在短期内追求规模更加重

要。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风电和光伏装机规模达到世界第一，

但很多项目的实际回报率却未达到预期，其中很多盲目投资带来的

教训也适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项目开发。 

我们以在“一带一路”国家光伏项目中投资活跃的欧洲 Scatec 

Solar 公司作为对比和参照。Scatec Solar 在其 2019 年中期报告中披

露，其到 2021 年的新增装机目标为 4.5GW（每年新增 1.5GW）,平

均项目内部收益率为 13%。对比中国上市的可再生能源公司如龙源

电力、华能新能源、协鑫新能源，目前该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对应 6

倍左右的市净率，远远高于中国新能源公司的估值水平。较高的项

目收益率和良好的现金流使市场对该公司的估值有相当大的溢价。 

此外，Scatec Solar在可再生能源投资领域上的创新还可资借鉴。

根据 Scatec Solar 的估计，目前全球可替代的柴油发电市场规模在

600GW。这些柴油机组的发电成本在 250-600 美元/兆瓦时之间，随

着光伏+储能电池成本的不断下降，替代柴油机组在经济上变得可

行。这些用户主要存在于离网的矿场、营地、无电地区和做为企业

的备用发电设施。目前该公司有 300MW 的储备光伏+储能项目储

备，全部分布在非洲。公司把此新兴业务称为“Release - Energy as a 

Service”，通过出租系统给客户使用来获得回报。这种投资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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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型项目不同，类似于中国的分布式光伏项目，但针对的市

场主要是使用昂贵柴油发电的离网用户，而且增加了储能装置。 

5.1.2 寻求上市融资 

投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除了债务融资，也要充分发挥股

权融资的杠杆作用，为债务融资提供支持。“一带一路”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投资平台通过资本市场上市融资，可以降低集团负债率，

促进项目的滚动开发。建成的电站达到一定资产规模后，还可以探

索发行 ABS。中国最大的风电企业龙源电力 2009 年上市融资的成

功可资借鉴。当年龙源以 3GW 的装机规模上市筹集 150 亿元人民

币，创下了中国电力融资史上几个第一，融资额超过了境外上市中

国电力公司首次 IPO 的总额。因此，凭借“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

项目发展的广阔前景，国内投资企业可以将现有资产和项目储备适

时打包上市融资。  

上市融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吸引提供长期资本的机构投资者，

如养老保险和商业保险的股权投资基金，这些机构更容易投资已上

市的股票，而不是单个项目层面的股权。此外，上市还可以吸收充

当先导的开发性金融资本，这些资本通过股本投资得以撬动更多的

债务融资。例如，2017 年 7 月，亚行斥资 6250 万美元认购泰国电

力公司 B.Grimm 的首次公开募股，用于支持 B.Grimm 提高可再生

能源发电比例。 

中国可再生能源公司最新上市融资的案例是信义能源于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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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在香港上市。该公司拥有的光伏电站装机容量为 954MW，上

市筹集的资金将从母公司信义光能收购 540MW 的光伏电站。公司

以每股招股价 1.94 港元（对应 2019 年预测市盈率 11 倍及 1.2 倍市

账率）发行 18.8 亿股新股，筹资 36 亿港币；公司有意为股东提供

稳定派息，承诺将可分派收入的 90%~100%用于派息。近年来，先

后有数家投资“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公司通过上市方

式融资，如印度的 AZURE（2016）、法国的 NEON（2018）和印度

的 Sterling Wilson Solar（2019），也有几家公司的上市计划因故推

迟，如印度的 ReNew Power 等。在表 5-1 中，我们对拥有“一带一

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主要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做了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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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上市公司 

 

来源： 上市公司披露，作者编制 

公司名称 总部 交易所 股票代码 市值（亿美元） 业务领域 主要投资国家 装机规模（GW)

Neoen 巴黎（法国） NYSE Euronext Paris NEOEN 21.65

太阳能

风能

储能

1）欧洲：法国、芬兰、葡

萄牙

2）非洲：莫桑比克、赞比

亚

3）澳洲：澳大利亚

4）美洲：美国、阿根廷、

哥伦比亚、牙买加、萨尔

瓦多、墨西哥

2.8

EDPR
马德里（西班

牙）
NYSE Euronext Lisbon EDPR 93.8

风能

太阳能

水能

1）欧洲：比利时、法国、

希腊、意大利、波兰、葡

萄牙、罗马尼亚、西班牙

、英国

2）美洲：巴西、墨西哥、

加拿大、美国、哥伦比亚

27

B.GRIMM POWER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曼谷（泰国） 泰国证券交易所（SET) BGRIM 36.83

天然气

热电联产

太阳能

水能

废热发电

泰国

老挝

越南

柬埔寨

3.8

Azure Power Global

Limited

新德里（印

度）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AZRE 4.95 太阳能 印度 1.4

孟买证券交易所（BSE） 541450

印度国家证券交易所

（NSE)
ADANIGREEN

纽约证券交易所

（NYSE）
BEP

多伦多证券交易所

（TSX)
BEP-UN

Engie
Courbevoie

（法国）
NYSE Euronext Paris ENGI 390.38

电力

天然气

能源服务

（其中新能源包

括风能、太阳能

、生物质能等）

北美

拉美

非洲

亚洲

法国

比利时、荷兰、卢森堡

可再生能源：

23.7

SPC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曼谷（泰国） 泰国证券交易所(SET) SPCG 6.33 太阳能

泰国

日本
0.29

1.9

5.3

17.4

43

0.572

南非

埃及

乌克兰

马来西亚

巴西

洪都拉斯

印度

澳大利亚

美国

北美

哥伦比亚

巴西

欧洲

印度

中国

欧洲和北非

南美

北美及中美洲

撒哈拉以南非洲

亚洲

澳大利亚

泰国

日本

菲律宾

印尼

太阳能

太阳能

风能

混合动力

水电

风能

太阳能

废热发电

生物质能

子公司ENEL

Green Power：

水电

风能

太阳能

地热能

生物质能

太阳能

风能

地热能

15.91

14.36

74.18

763.55

11.69

奥斯陆证券交易所

（Oslo Stock

Exchange）

意大利证券交易所

(Borsa Italiana)

泰国证券交易所(SET)

SSO

ENEL

BCPG

奥斯陆（挪

威）

古拉吉特邦

（印度）

多伦多（加拿

大）

罗马（意大

利）

曼谷（泰国）

Scatec Solar

Adani Green Energy

Limited (AGEL)

Brookfield Renewable

Partners

ENEL

BCPG Public Company

Limited



  

 60 / 92 

5.1.3 加强与国际长期投资基金的合作 

从全球范围看，拥有 ESG 投资理念的机构投资者近年来日趋增

多，投资 ESG 概念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基金也陆续发起，现有基金的

资产组合也在逐渐撤资化石能源行业，“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资产可以作为这部分资金的新投资方向。 

增进与投资基金的合作，既包括加强与已有“一带一路”产业

基金在项目发起阶段的联合股权投资，或者在运营阶段向基金转让

项目股权和收益权以实现资金的更快回笼，也包括与国际资本联合

发起更多的“一带一路”专业绿色投资基金。可以考虑的基金机构

包括长期限投资的寿险公司、社保基金、养老基金、国家主权基金、

基础设施产业基金、商业银行所属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和捐赠慈善

基金等。 

加强与已有“一带一路”产业基金的联合股权投资。中国陆续

与非洲、东盟、拉美、欧洲、中东欧、阿拉伯国家等多个区域性金

融组织成立了投融资专项基金，包括中国-东盟投资合作基金、中非

发展基金、中非产能合作基金、中拉产能合作投资基金、国家丝路

基金、地方性的丝路基金等。产业投资人应该与这些基金合作、联

合投资，这将有助于以更多的股本金撬动更大的投资规模。据一些

企业反映，部分基金对近年新发起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投资

项目缺少有经验的项目团队，投资审批过程漫长，有时还对项目收

益率提出保底保证的要求。因此，这是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需要

彼此加强在项目尽调和市场理解方面的合作。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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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加强与上述基金在沿线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对接，解决信息

不对称的问题。 

采用向基础设施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商业银行所属基金出

售股权的方式，加快资金回笼。运营期的风电光伏电站是长期投资

主体可选的一类资产配置。虽然对这种直接项目层面的投资其相对

流动性较上市证券差一些，但在发达国家，把经过一定运营期的运

作、能够证明提供稳定年收益率的风电光伏电站，作为一种资产类

别出售给长期机构投资者的交易非常普遍。例如汇丰银行英国退休

金计划在 2018 年 10 月与可再生能源投资商 Greencoat Capital 达成

的协议，向英国太阳能和风电场投资 2.5 亿英镑。 

专栏 5-1：国际基金机构收购亚洲可再生能源企业的案例 

从全球货币政策环境来看，美国和欧洲将持续减息，目前的低

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环境仍将延续相当长的时间，很多机构投资基

金要求的回报率处于较低水平，有利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在目前的

“资产荒”背景下吸收机构投资的参与。同时，拥有 ESG 投资理

念的机构投资者近年来日趋增多，投资 ESG 概念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基金也陆续发起，现有基金的资产组合也在逐渐撤资化石能源

行业，“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能源资产可以作为这部分资金的

新投资方向。2019 年三月，资产价值超过 1 万亿美元的全球最大

主权财富基金——挪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GPFG）宣布清仓所持

油气股，这是继 2018 年 7 月爱尔兰主权财富基金战略投资基金



  

 62 / 92 

（ISIF）宣布全面撤出化石燃料行业后又一个剥离化石能源投资的

主权基金。 

下面我们列举了近两年来一些国际基金机构通过股权转让、

资产交易方式投资、收购亚洲地区可再生能源公司以支持被收购

公司进一步扩张的案例。 

⚫ 2017 年 10 月，纽约全球基础设施基金（GIP）以及包括加

拿大公共养老基金（CPPIB）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CIC)

在内的投资方以 37 亿美元收购艾贵能源(Equis Energy)。总

部位于新加坡的艾贵能源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再生能源独立

发电业者，项目分布在在澳洲、日本、印度、印尼、菲律宾

及泰国等地。 

⚫ 2018 年 6 月，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 GIC 和阿布扎比投资管

理局(ADIA)投资印度可再生能源公司 Greenko1.55 亿美元。

Greenko 在 2016 年已从 ADIA 与 GIC 处融得 2.3 亿美元资

金。2019 年 3 月，两家公司再次投资 5.5 亿美元作为对

Greenko 第三轮资本注入。Greenko 公司目前在印度共拥有

超过 4GW 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项目。 

⚫ 2019 年 4 月，国际金融公司（IFC）和其所属的全球基础设

施基金投资印度光伏企业 Hero Future Energies Global 1.25

亿美元。这是国际金融公司对 Hero Future Energy 在 2016

年投资 6250 万美元的第二次投资，Hero Future Energy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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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开发太阳能和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超过 1.2GW。 

⚫ 2019 年 6 月，总部位于北京的丝路基金收购沙特国际电力

水务公司 ACWA Power 旗下可再生能源公司 ACWA Power 

Renewable Energy 49%的股份。ACWA Power Renewable 

Energy 是 2016 年 ACWA Power 专门设立的一家独立负责

清洁能源业务的公司，拥有 ACWA 在阿联酋、南非、约旦、

埃及、摩洛哥的光热发电、光伏以及风电资产，总装机约为

1668MW。 

 

5.1.4 探索与多边机构的混合式融资  

在巴黎协议的目标下，国际多边机构逐渐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

目融资的支持。例如，东南亚国家联盟与亚洲开发银行等投资机构

日前宣布，将对东南亚 10 个国家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超

过 10 亿美元，包括可持续交通、清洁能源以及水资源等。除了优惠

的直接贷款外，多边金融机构如世界银行还提供“部分风险担保”

（Partial Risk Guarantee, PRG），在该保证下一家有资质的商业银行

开具一张以项目公司为受益人的见索即付备付信用证，一旦 PPA 项

下支付出现违约，IPP 项目公司可立即从开证行获得补偿。同时，项

目东道国政府会对多边金融机构提供担保，多边金融机构提供反担

保，安排国际一流商业银行开立备付信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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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及其在新兴市场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建

议中扮演的积极角色，可以帮助化解项目的风险。由于多边机构参

与为项目带来的增信，项目一般可以做到无追索项目融资，不用再

投保中信保，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已有的几个成功案例值得总结和

推广，比如前面介绍的晶科能源投资的阿根廷光伏项目，就是采用

商业银行与多边机构的 AB 贷款模式。在此案例中，多边机构-美洲

开发银行作为账面贷款人使商业银行机构-中国银行得以共享美洲

开发银行的优先债权人地位，同时还享有一些税收优惠。 

自“一带一路”倡议以来，虽然国际多边机构就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展开对话并达成合作共识，但项目对接程度有待提高。多

边机构的融资既可以提供有竞争的利率和较长的贷款期限，又可以

为项目增信。中国的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在“一带一路”可再生能

源项目投融资上加强与多边金融机构合作。 

专栏 5-2：多边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与公司投资的案例 

案例 1：亚洲开发银行（ADB）对 B.Grimm Power 的融资支持。泰国的 B.Grimm 

Power 公司正在扩大东南亚地区的可再生能源投资，除了泰国地区，还包括柬

埔寨、印尼、老挝、缅甸、菲律宾和越南。2017 年 7 月，亚行斥资 6250 万美元

认购 B.Grimm 首次公开募股。2018 年 2 月，亚行宣布将为 B.Grimm 电力公司

提供 2.35 亿美元贷款，支持 B.Grimm 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比例。2018 年 12 月，

亚行投资 1.55 亿美元购买 B.Grimm 发行的绿色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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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2：亚洲开发银行对印尼 114MW 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支持。亚行分别

在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5 月宣布向印尼首个公用事业规模的光伏电站提供

共计 1.6 亿美元的贷款，用于由 Vena Energy 开发位于印度尼西亚东部的风电场

和四座太阳能光伏电站。在第一阶段，亚行通过其两个信托基金，即亚洲私人

基础设施基金（LEAP）和加拿大亚洲私营部门气候基金 II（CFPS II），在 72MW

风电项目中投资 1.280 亿美元。第二阶段包括 42MW 光伏项目。Vena Energy 是

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独立可再生能源公司，在澳大利亚、日本、印度、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台湾和泰国等有 11GW 电站项目。 

案例 3：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对哈萨克斯坦 50MW 光伏项目的融

资支持。该项目由英国 United Green 公司与当地主权财富基金 Samruk-Kazyna 

Invest 联合投资，贷款提供方包括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提供 3,000 万美元、清洁技

术基金(CTF)提供 1,040 万美元以及亚洲开发银行提供 1,200 万美元。亚行和欧

洲复兴开发银行将以哈萨克斯坦货币的形式提供贷款，清洁技术基金融资以美

元和欧元的形式提供贷款。 

案例 4：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国际金融公司对埃及 490MW 光伏项目

的融资支持。亚投行将以债务融资的方式为该项目提供 2.1 亿美元资金。相关

项目还将从私人领域和多边金融机构（IFC）吸引到额外的借款方。AIIB 提供

融资的项目包括 9 处 50MW 电站和 2 处 20MW 电站，所产电力将通过为期 25

年的购电协议出售给埃及电力输电公司(EETC)。 

案例 5：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转贷支持巴西和印度可再生能源项目。通过

当地金融机构的转贷，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为巴西新增 600MW 可再生能源项



  

 66 / 92 

目发放 3 亿美元援助贷款，为印度新增 500MW 可再生能源项目发放 2.5 亿美

元援助贷款。 

各家多边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承诺和部分项目详见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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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多边机构对可再生能源的支持承诺和部分项目 

 

来源： 作者编制 

机构 时间 承诺或项目 国家或区域 内容

2017年6月15日 亚洲可持续能源战略 亚洲

1）亚投行支持成员履行《巴黎协定》相关承诺，包括支持成员基于《巴黎协
定》的“自主贡献”等能源投资计划；

2）将在投资中优先关注风能、太阳能、水电等可再生能源项目，提高现有基
础设施能源效率的项目，有助于改善输送网络等基础设施安全和可靠性的系

统升级以及减少空气污染等领域。

 两个主权担保类投资项目 中亚
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联通公路项目，塔吉克斯坦努列克坝水力发电站项

目，总投资近9000万美元。

2017年9月5日 11个太阳能项目 埃及 以有限追索权项目融资为基础，提供2.1亿美元贷款

2019年7月
亚投行向L＆T Infrastructure
Finance提供1亿美元债务融资

印度

1）L＆T Infrastructure Finance将利用债务融资向印度的风能和太阳能项

目提供贷款；
2）L＆T Infrastructure Finance是L＆T Finance Holdings Ltd的子公司，

是印度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先非银行金融公司。

亚洲开发银行（ADB） 2018年 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承诺 亚洲

2018年亚行与气候资金相关的承诺额有36亿美元，其目标是到2020年批准的

年度气候融资达到60亿美元，其中40亿用于减排，20亿用于适应。并从2019

年到2030年累计达到800亿美金，且要求75%的项目支持应对气候变化。

多家机构 2019年5月

将对东南亚10个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超过10

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以及技术支

持，包括可持续交通、清洁能

源以及水资源等

东盟各国

亚开行：3亿美元
东盟基础设施建设基金：7500万美元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KfW)：3.36亿美元

欧洲投资银行(EIB)：1.68亿美元

法国开发署(AFD)：1.68亿美元

2017年4月
与巴西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银行

签署首份针对巴西的贷款协议
巴西

该协议涉及的贷款总额为3亿美元，贷款期限为12年，将主要用于发展巴西的

可再生能源项目

与南部非洲发展银行签署一项
总额3亿美元的融资协议

非洲 用于南部非洲发展银行指定的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项目

与南非国家电力公司（Eskom）

签署1.8亿美元的主权担保贷款
协议

南非 用于Eskom在未来15年建设可再生能源输配电项目

2015年
承诺其28%的投资资金将用于应

对气候变化
发展中国家

1）世行宣布将在2020年前投资160.1亿美元帮助非洲国家发展低碳能源产
业，以适应气候变化；

2）世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IFC）也计划到2020年将气候变化投资从目前

的每年22亿美元增至35亿美元，以撬动每年130亿美元的私有资本支持气候变
化项目。

2019年3月
向孟加拉国提供1.85亿美元用
于该国310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

目开发

孟加拉国

1）世行的拨款主要通过孟加拉国基础设施发展有限公司（IDCOL）发放；

2）此次的新资金主要将被用于屋顶光伏；
3）世行此次的信贷来自于贷款人国际开发协会，后者提供优惠性融资，贷款

期限30年，包括5年的宽限期，利率为1.25%，外加0.75%的服务费。

2018年 脱碳能源五年新战略计划 不再为煤炭开采或燃煤发电提供资金，而将重点放在可再生能源上

2019年 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私人投资 乌克兰
向乌克兰国家进出口银行拨款4000万欧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可再生能源和能

源效率领域的私人投资

2018年 土耳其的清洁能源发展 土耳其
将总计3.6亿元美元资助金中的1.015亿元担保给了土耳其阿克芬股份公司用

以资助327MW可再生能源项目

2019年
逐步减少煤炭使用并以可再生

能源替代煤炭
波兰

计划积极支持波兰新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并为陆地和海上风力发电场提供联

合融资；已资助了旨在绿色经济部门的67个项目，投资总额超8亿欧元

2019年 最大私营太阳能项目融资 约旦
卡瓦尔能源公司目前拥有逾200兆瓦的运营项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约旦科威
特银行和阿拉伯约旦投资银行为项目提供3500万美元融资

2018年 光伏电站（30MW）融资 蒙古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Triodos投资管理和FMO荷兰开发银行将对蒙古首都乌兰

巴托东南450公里左右的30MW光伏项目提供3070万美元的融资贷款

2018年 可再生能源利用规模扩大 哈萨克斯坦
批准总额约3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在哈开发太阳能、风能、水电和沼气等可再
生能源领域项目

欧洲投资银行（EIB） 2019年9月 化石燃料撤资计划草案

1）计划旨在对EIB的能源贷款政策进行的重大改革，将能源融资转向储能和

自由市场可再生能源；
2）贷款变化是否会成为硬性政策将由之后的讨论决定。

法国开发银行

（PROPARCO）
2018年6月

向土耳其贷款2500万欧元用于

可再生能源项目
土耳其

1）向土耳其第四大私人银行Yapi Kredi提供2500万欧元的贷款；

2）Yapi Kredi是土耳其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的主要机构之一，该贷款将进一

步丰富该银行对土耳其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2012年
可再生能源计划--例子之一“

标准”270/274

1）支持基于可再生能源的发电及热电联产项目；

2）提供有宽限期（最高达到3年）的长期（运营期最高达到20年）低息贷款

（固定年利率1.21%起），为此类技术的购买和安装提供支持，并为合规投资

筹措最高可达100%的所需金额（最大金额为2500万欧元）。

2018年8月
与农村电气化公司（REC）签署

贷款协议
印度

1)REC将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将资金转移给投资者，用于开发印度农村的风能和

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发电;

2)贷款必须附有来自借款人的高达30％的供款以及其他银行在辛迪加融资方

案下的供款。

2018年 承诺 印度
KfW将持续投资约24亿欧元，其中10亿欧元致力于印度绿色能源走廊计划，支

持可再生能源和输电基础设施的发展。

2016年
承诺提供120亿美元可再生能源

资金
非洲

资金将会在未来五年用在非洲联盟（AU）中的非洲可再生能源研究所。初始

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实现1000万千瓦电力并在2030年之前达到3000万千瓦。

2019年6月

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小型可再生
能 源 项 目 推 出 融 资 机 构

Facility for Energy

Inclusion（FEI）

非洲

FEI将通过两只基金提供债务融资：

1）离网项目贷款为1亿美元债权基金，支持离网能源利用公司的短期发展，
促使他们获得大规模进入资本市场的长期能力；

2）并网信贷额度为4亿美元债务融资，支持通过开发小规模可再生能源发电

项目提高能源利用 – 规模不低于25 MW发电量和3,000万美元融资，包括整
个非洲的独立发电厂、小型电网和自备发电项目。

非洲开发银行（AfDB）

2019年4月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

世界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BRD）

德国复兴信贷银行

（K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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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充分利用外资商业金融机构的融资和风控能力拓展融资渠道  

目前，中国企业在欧洲和美洲地区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很多已经

有国际商业银行（如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法巴银行和部分日资

银行）提供融资。然而，对较不发达的“一带一路”国家的可再生

能源项目，外资银行机构还较少参与。 

相对中资银行，外资银行的贷款利率有时具备成本优势。此外，

外资银行长期在某些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 (如部分法资和英资机构

熟悉非洲市场)，风控能力强于中资机构，且因为操作过更多案例，

更容易接受无追索或有限追索项目融资模式，有利于降低融资成本。

中资机构参与的项目应该通过 GIP 等平台，充分利用这些外资机构

发起的银团贷款等融资渠道。有些外资银行可能更了解投资国项目

风险，有时能承担中资银行接受不了的风险，即使利率不一定比中

资银行低，但可以分散风险，降低中资金融机构的融资压力，争取

成本更低的资金来源。 

外资银行的融资成本优势。据企业反映，相对中资银行，外资

银行的贷款利率有时具备成本优势。一方面，外币的基准利率低于

中国，目前日本 10 年期国债利率仅为 0.05%，美元 10 期国债利率

也仅在 1.7%。另一方面，息差上一些项目贷款外资银行按照

LIBOR+100~200bps 定价，中资银行可能要加 300-400bps。这主要

是因为外资银行的美元融资成本低于中资银行。此外，外资银行因

为操作过更多案例，更容易接受无追索或有限追索项目融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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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外资银行在“一带一路”国家有广泛的分支机构，可能更了解

投资国项目风险，有时能承担中资银行接受不了的风险，即使利率

不一定比中资银行低。 

外资银行支持绿色“一带一路”的意愿。由中国金融学会绿色

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起草的《“一带一路”绿色投资

原则》已获得 31 家国际大型金融机构的签署，包括参与“一带一路”

投资的主要中资金融机构，以及来自法、德、日、哈萨克斯坦、卢

森堡、蒙古、巴基斯坦、新加坡、瑞士、阿联酋和英国的主要金融

机构。随着“一带一路”签约国家数量的不断增加，一些外资银行

表示会更积极地参与“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 

沟通渠道有待进一步通畅。虽然国际金融机构表达了参与意愿，

项目的实际运作中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据了解，一些外资银行

接触“一带一路”项目信息的渠道不够通畅，他们认为外资银行与

企业关系比不上中资主办银行，项目接触通常滞后。 

与国际公司联合投资。一些外资银行也表示，如果“一带一路”

项目由中方发起人联合国际公司一起投资，更有利于外资银行的风

险评判和贷款审批，尤其是中国公司与能够提供低利率的国家的公

司组成共同体，有助于获得合作方国家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例

如，晶科电力与日本丸红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光伏项目的合作，和天

合光能与日本三井在墨西哥光伏项目的合作，两个项目的贷款都有

提供低利率资金的日资银行参与。在第三方合作方面，中国企业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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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数个先例，但在力度和广度上还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 

表 5-3：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上的第三方合作 

 

 

来源： 媒体新闻报道，作者编制 

5.1.6 拓展债券融资渠道 

除了银行贷款，“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负债类融资应

该大力开拓债券融资，尤其是在欧洲和英国市场发行较低和更低成

本的绿色欧元债券。 

首先，债务融资一般不用抵押和担保，相对受到的限制条件少，

尽管发行美元债的综合融资成本要比美元银团贷款高出约 100 个基

点。第二，债券的期限可以较银行贷款长，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回报

期较长，发债可以减少期限错配。同时，利率机制也有固定、浮动

或挂钩等多种选择。结合具体项目特点，还可以尝试发行可转换债

或永续债。第三，发行债券更有利于吸收不同类别的资金。债券融

资更适合在建设期完成后、项目进入稳定运营期实施，以替换成本

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 国际第三方机构 时间 合作项目 装机容量 合作内容 

中广核欧洲能源 
法国电力新能源公 
司 
法国伊诺桑公司 

2015 年 12 月 纳米比亚风电及光伏项目 500 兆瓦 
三方将在纳米比亚联手进行 500 兆瓦清洁能源 
项目的投资开发及建设运营。500 兆瓦里面， 
大约 400 兆瓦是风电，100 兆瓦是太阳能。 

晶科能源 日本丸红株式会社 2017 年 3 月 阿联酋阿布扎比酋长国 
Sweihan 光伏项目 1177 兆瓦 

由晶科能源、丸红和阿布扎比水电局 
（ADWEA）共同拥有的一家特殊目的公司将负 
责该光伏电站的建设、经营和维护。 

天合光能 三井物产株式会社 2017 年 11 月 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光伏项目 104 兆瓦 
天合光能将与三井物产株式会社共同开发、施 
工和投资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0 年第二季度投 
入商业运营。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 西班牙 ACS 公司 2018 年 10 月 刚果（金）大英加水电站第 
三期（Inga III） 1100 万千瓦 

三峡集团将于西班牙 ACS 集团组成企业联合 
体，共同承担建设和开发; 项目合同金额 140 
亿美元，建设期预计为 5-7 年。 

中国电建 美国 GE 公司 2019 年 6 月 津巴布韦和赞比亚边境 
Batoka Gorge 水电项目 2400 兆瓦 

造价 40 亿美元的津巴布韦与赞比亚跨境水电项 
目将由通用电气和中国电建公司联合承建，水 
电站项目将采用 BOT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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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建设期和运营前期贷款。开发风险相对较高的欧洲海上风电

项目通过债券的方式再融资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另外，债券更

适合中资金融机构控制美元头寸流动性的需要，相对美元银团贷款，

认购企业境外美元债，银行可以迅速回笼美元头寸规避风险。 

“一带一路”绿色债券的探索。支持发行“一带一路”绿色债

券，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投资。2019 年 4 月中国银行发行第五期

“一带一路”主体债券 38 亿美元，从其定价来看，市场反应热情，

发行溢价持续降低。2019 年 5 月，工商银行新加坡分行发行首支 

“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机制绿色债券，包括人民币、美元及欧

元 3 个币种，总金额相当于 22 亿美元，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支持

“一带一路””绿色项目建设。近几年，绿色债券市场发展迅速。

除了在现有模式下发行绿色债券，还可以积极探索绿色债权优先受

偿的机制。 

表 5-4：离岸（香港）绿色债券发行 

发行人 发行日期 发行地点 债券品种 币种 期限 发行金额 利率

中国电建海投 2017年6月7日 香港 高级永续债 美元 / 5亿 3.5%

美元 3年 5亿 4.25%

人民币 2年 6.3亿 5.2%

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 2018年9月21日 香港 高级无抵押绿色债券 美元 3年 2.5亿 5.625%

新世界中国 2018年11月21日 香港 中期票据 美元 5年 3.1亿 4.75%

华电集团 2019年5月21日 香港 高级永续债 美元 5年内不可赎回 5亿 4%

香港特区政府 2019年5月22日 香港 政府绿色债券 美元 5年 10亿 2.555%

3年 10亿 浮动利率

3年 5亿 2.25%

5年 10亿 浮动利率

港元 2年 40亿 2.2%

人民币 1年 10亿 3.1%

首创集团

中国工商银行香港分行

2018年3月19日

2019年9月16日

香港

香港

双币种绿色债

中期票据

美元

 

来源： 媒体新闻报道，作者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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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债的探索。债券发行虽然仍以美元为主，欧元计价债券也

在迅速赶上。因为欧洲央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相对美元债券，以欧

元计价的新兴市场债券平均收益率要比美元计价的同类债券收益率

低 1-2 个百分点。2017 年，国家电网国际公司在收购希腊国家电网

公司 24%股权的融资方案中，利用优质的信用评级，创新应用交叉

货币掉期，将浮动利率美元贷款掉期为固定利率欧元贷款，实现约

8 亿欧元的零利率和负利率融资。 

5.2 针对金融机构的建议 

5.2.1 强化对环境气候风险的分析和预判，减少对海外煤电项目的

融资支持，腾出资源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 

为了落实《巴黎协定》的减排目标，各国政府已经相继列出放

弃煤电的时间表，越来越多的国际金融机构已基本停止或限制对煤

电项目发放贷款。成本日趋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逐步替代高

污染的煤电是必然趋势。中资金融机构银行应该强化对环境气候风

险的分析和管理能力，逐步减少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煤电项目支

持，腾出更多资源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发展。由于多种原因，不

少中国的政策性银行和几大商业银行仍然为“一带一路”国家的煤

电项目提供贷款，但由于可再生能源成本的大幅下降和各国针对高

碳产业的限制性政策逐步出台，这些项目在未来可能面临成为不良

贷款或“搁浅资产”的风险。央行绿色金融网络（NGFS）建议，我国

金融机构和银行监管部门应该对投资“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所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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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气候风险进行压力测试，并在此基础上尽快制定减少煤电项

目风险敞口的计划，同时将更多的金融资源用于支持可再生能源项

目。 

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五年以后，全球光伏发电成本平均比煤

炭发电成本低 20%。清华大学绿色金融发展研究中心近期创建了中

国煤电项目贷款违约率模型，根据该模型测算，如果煤电电力价格

降低 20%，五年之后煤电项目贷款的不良率可能会上升到 26%。因

此，为“一带一路”煤电项目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必须对这类由气侯

环境因素导致的金融风险保持高度警觉。目前，大多数国际领先银

行已将环境气候风险纳入其风险管理体系，并遵循或制定了可持续

信贷与投资原则（标准）。在国内的商业银行中，中国工商银行是

最早展开环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的金融机构，在量化评估环境气候

因素对企业成本和效益影响的基础上，通过对火电行业的成本压力

测试，将环境气候风险因素纳入商业银行对企业的信用评级体系。

建议更多银行借鉴工行的做法，不仅对国内煤电项目的环境气候风

险做定量分析研究，也对“一带一路”国家煤电项目投资做相应的

定量风险研究。 

5.2.2 将可再生能源项目列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的重点支持行

业 

作为对抗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支持力度能够扩大“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另外，中国在该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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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产业优势，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能进一步推动中国装备制

造和工程承包企业“走出去”。中国的金融机构应该参考日本和韩

国金融机构对本国优势制造工业-核电制造业出口的支持，通过低息

贷款和股权投资，帮助本国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建议中国进出

口银行加大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两优贷款”支持。同时，在为政

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提供更多低成本的资金来源方面，建议目前在

小范围试点的外汇储备委托贷款能够扩大规模和覆盖范围，进一步

推进外汇储备多元化运用。 

5.2.3 加强对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政策性保险的支持 

中信保是中国唯一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机构，是支持中国企

业走出去的重要政策性金融机构之一。2018 年，中信保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承保规模占到总承保金额的 1/4 左右。为贯

彻落实国家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要求，建议中信保相

应减少对煤电项目的承保，更加积极支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

国家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扩大出口信用保险的覆盖面，在承保

政策中明确优先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提高承保额度、延长保险期

限、放宽受理政策、适度降低费率、优化报价机制和提高风险偏好

等，尤其是适当放宽对可再生能源非主权类项目担保措施的要求。 

据了解，通常中信保为海外投资项目出具保险的条件是，要求

东道国政府出具主权担保或东道国项目业主提供母公司担保，但目

前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提供主权担保。企业希望中信保积极服务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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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一带一路”倡议，考虑风电光伏项目的特殊性，灵活掌握对

非主权类项目借款人的财务指标要求，适当放宽对非主权类项目落

实担保措施的要求，包括放宽对所在国当地银行出具的保函的认可。 

可以探索的改革措施包括： 

1） 减少中信保对化石能源项目的投保额度，尤其是管理严格

的中长期保险的额度，以增加“一带一路”地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

投保额度，提高中信保对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保险的商业风险项下

赔付比例和承保范围。 

2） 降低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信保费率。对一些国别市场风险降

低、政治相对稳定、可再生能源机制完善的项目，适当降低信保费

率。 

3） 中长期险是一次性收费模式，给企业带来的负担压力重，

造成许多企业反映中国信保的“中长期保险”收费高。中信保中长

期保险一次性保费收费机制应该有更灵活的方式，以减少压力。对

企业投保中信保海外投资保险应当给予适当的财政补贴。  

4） 加强中信保与境外金融机构的合作，支持中资股权投资但

由外资银行为债务融资主体的项目。鼓励中信保和国际机构加强合

作，提供联合保险，使项目更容易获得国际银团贷款。 

5） 发展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商业保险。国内保险机构已经

推出针对风电光伏项目开发的设备故障、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太

阳辐射不足和不利风力条件等原因导致发电量减少等赔付险种，可

以考虑该类险种对海外项目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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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区别可再生能源项目和常规水火电项目的风险认定 

目前中国公司在“一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一些欠发达国家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投资，通常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和大型

商业银行采用有追索权贷款模式开展。这种模式承接了以往中国企

业在传统火电、水电项目走出去的做法。然而，有别于大型水火电

项目，可再生能源项目单个融资体量较小，建设周期短，建设风险

相对可控。而且考虑到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许多国家的优先发电安排，

融资的风险应该低于常规化石能源。 

5.2.5 避免过分强调国别风险而忽视行业和项目风险的客观评估 

近年来可再生能源在很多“一带一路”国家已经或接近用户端

或上网端的平价条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市场竞争力较前几年已经

大大提高。因此，尽管一些国家的主权评级不高，银行对可再生能

源项目的风险认定也应该区别于常规项目，避免过分强调国别风险

而忽视行业和项目风险的客观评估。同时，对有中信保投保的可再

生能源项目，应该提供更优惠的利率，因为银行对这类项目的实际

风险敞口很低，大部分风险由财政支持的中信保承担。 

专栏 5-3：阿根廷的可再生能源制度创新 RenovAr 

即使在没有中信保投保的情况下，一些国家针对可再生能源专门设计

的保护机制也大大消减了国别风险，阿根廷的可再生能源制度创新 RenovAr

就是一个例证。 

RenovAr 由四个环节组成：第一层次，投资者与政府指定承包方购电商



  

 77 / 92 

CAMMESA 签订购电协议。假如 CAMMESA 无法向投资者付款，系统将进

入第二层次。第二层次，政府发行 45 亿美元国债，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

基金（Foder），针对 CAMMESA 电网独立运营商可能出现的付款违约，给

以金融支持，由 Foder 托管账户为能源供应商支付。第三层次，当出现可转

换性与可转移性风险或者法律变更等国家风险，Foder 托管账户无法为能源

供应商偿付时，阿根廷政府将用国家主权担保，投资者有权要求用投资者所

持有的国债换取资本金。第四层次，当国家主权担保也无法实施偿付时，将

由世界银行成立的阿根廷可再生能源担保基金提供结算，此项基金规模为

4.8 亿美元。正是由于多层次连环式的保障系统，即使阿根廷面临严重的收

支逆差、外债负担和汇率波动，可再生能源发展仍吸引了外资的参与。 

 

5.2.6 “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的风险认定应该区别于中国的可

再生能源项目 

前几年，国内光伏和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量过剩造成债务违约，

加之目前补贴拖欠造成运营商现金流恶化，这些都对国内部分金融

机构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态度和风险认识产生了负面影响。金融机

构应该对此加以区分，一是设备制造产能投资不同于可再生能源发

电项目投资，前者存在过剩而后者大量不足。二是中国可再生能源

发电项目定价机制不同于大多数“一带一路”国家项目定价机制，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电价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标杆电价＋度电补贴

（滞后支付），而“一带一路”国家大多采用经过招标后确认的固

定上网电价，不存在大量电费收入拖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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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尝试开拓新的融资模式，尤其是无追索项目融资和结构化融

资 

这里主要的关键是取得金融机构和中信保的支持。近年来，一

些“一带一路”国家由于不断上升的负债水平和因为商品资源价格

下跌带来的财政收入的减少，不愿意提供具有主权担保的长期购电

协议，以减缓东道国政府的负债压力。这种融资在没有东道国政府

提供主权担保的情况下，通常要求企业提供担保，这对中国投资企

业带来很大的负债压力，尤其是在目前国有企业降杠杆和严控负债

率的背景下。而且，投资人为项目贷款提供第三方担保的话，在整

个贷款的宽限期和还贷期内会全额占用企业担保资源，对目前资金

相对紧张的民营企业更是负担。在没有主权担保的情况下，投资规

模相对较小的可再生能源是否可以接受当地银行提供的保函担保，

是一个可以在实践中积极探讨的问题。再者，一些企业反映，中国

的金融机构对复杂结构化融资的接受程度还有待提高。 

5.2.8 鼓励中资银行加速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布局，深入了解当地

市场和政策环境。 

相对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现有布局，中资金融机构对应

的资源配置存在差距。很多中资银行缺乏项目融资经验，是因为缺

少在当地具备尽调能力、具有行业背景的专业的项目融资团队，从

而不得不更看重担保人背景。建议中资金融机构在“一带一路”国

家增设分支机构。同时，可以积极利用国际第三方机构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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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和市场评级服务增强对风险的评判。我们注意到两家政策性银

行和四大行近期也在不同场合表达过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清洁

能源领域的扶持力度，下一步需要拿出更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推广可

复制的融资解决方案。 

5.3 针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建议 

5.3.1 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开展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方面的能力建

设 

建议我国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等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部门，

联合提供融资的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可再生能源

发展机制能力建设提供支持和帮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缓

释可再生能源投资风险”政策分析框架可资参考。 

制度和能力建设是一国持续支撑基础设施建设和吸引国际资本

的基础性保障。可再生能源发展机制的确立包括两方面的能力建设，

一方面是强化“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金融能力建设，以及这些国

家对高碳项目风险的认知。要说服这些“一带一路”国家主动加大

能源绿色化转型的力度，需要帮助其强化分析环境风险的能力（详

见下节说明）。另一方面是强化可再生能源项目发展的制度能力，

主要包括完善项目招标机制和购电协议机制（PPA），使相关风险分

担达到项目融资的实施条件。一些“一带一路”国家光伏和风电购

电协议的部分条款不被金融机构和企业认可，导致项目融资难度大、

成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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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近两年光伏装机快速发展的乌克兰为例，其在 2017 年 10 月

公布了可再生能源项目 PPA 协议，引发市场对协议中一些条款的质

疑，乌克兰政府于 2018 年 1 月对 PPA 再次修订，改善了 PPA 的可

融资性。相反，不利的政策变化会导致项目融资成本的提高。可吸

取的教训之一是中国光伏的融资环境去年受到“531“不利新政的很

大负面影响，造成部分光伏企业贷款利率大幅增加。 

作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中国应该投入资源，与国

际组织一起帮助那些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如中亚和东

南亚等地），完善相关政策框架（如修改有争议的购电条款），改

善这些国家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条件。 

除了可再生能源机制的建立以外，我们还可以积极介入“一带

一路”国家的中长期能源电力发展规划中去。据媒体报道，丹麦能

源署为支持埃塞俄比亚风能扩张计划，帮助埃塞俄比亚政府制定了

一份包括选址、电网、采购、操作和维护的风电发展路线图。不难

理解，丹麦政府提供的帮助将有利于丹麦风电设备生产商-维斯塔斯

(Vestas)公司的销售。 

专栏 5-4：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哈萨克斯坦设计的“缓释可再生能源投资

风险”政策框架 

本专栏通过介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针对哈萨克斯坦发展可再生能源做

的政策设计建议，来说明可再生能源发展能力建设对降低融资成本、吸收私

人资本参与起到的巨大作用。这份 2017 年出版的报告里介绍了联合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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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署就哈萨克斯坦“缓释可再生能源投资风险”所做的研究成果。报告应用

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缓释可再生能源投资风险”政策分析框架，结

合哈萨克斯坦国别情况做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和建议。主要内容和建议包

括： 

1）哈萨克斯坦目前风电和光伏相对成熟市场（德国为例）较高的股本成本

（16%/7%）和债务融资成本（7.0%/3.0%）可以分解为四大类风险溢价(图

5-2)，即可再生能源补贴上网电价和购电协议的局限相关的电力市场风险

（ power market risk）、购电方的债务水平忧虑带来的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国内国际资本短缺带来的金融行业风险（financial sector risk）和哈

萨克斯坦货币坚戈汇率大幅波动带来的外汇和宏观风险（currency and 

macroeconomic risk）。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其他风险因素。 

 

图 5-2：不同风险类别对哈萨克斯坦风能及太阳能光伏投资项目融资成本的影响（照常情景

(BAU)） 

来源：《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缓释-哈萨克斯坦案例》（Derisking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UNDP,2017） 

2）提出了一整套降低风险的工具箱 (图 5-3)，包括基于招标机制的补贴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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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Feed-in-Tariff）的核心基石工具（cornerstone instrument），使开

发商可以签订 15-20 年的购电协议，同时配以其他降低风险的补充工具如

规范明确的并网技术标准、开发性贷款融资和担保、政治风险保险、公共股

本投资、购电协议的担保、税收优惠、碳指标的出售机制等等。 

3）通过定量模型分析，对于风电，为实现 2021年装机 1GW的目标，采用降

低风险的一系列公共政策工具的成本为 2.75 亿美元，但可以吸引 16 亿美

元的私人资本投资，同时风电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从 9.2美分降到 7.1

美分，创造 8.05亿美元的成本节省，相对政策所带来的 2.75亿美元投入，

投入产出比为 2.9倍。 

 

图 5-3：公用事业规模可再生能源项目公共工具包的典型组成部分 

来源：《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缓释-哈萨克斯坦案例》（Derisking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UNDP,2017） 

 

表 5-1：实现风能和太阳能光伏投资目标的公共工具选择 

基础工具
例如：

上网电价补贴（FiT)

基于购电协议（PPA）的投标流程

政策风险缓释工具
例如：

改善运营及管理能力

长期的可再生能源目标

简化的批准流程

金融风险缓释工具
例如：

部分贷款担保

政治风险保险

来自公共部门的贷款

直接的财务激励
例如：

税收抵免

碳补偿收入

购电协议/电价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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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可再生能源投资的风险缓释-哈萨克斯坦案例》（Derisking Renewable Energy Investment）（UNDP,2017） 

 

5.3.2 为“一带一路”国家提供绿色金融能力建设服务 

多数“一带一路”国家还没有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金融体系，包

括限制对污染、高碳行业投资和鼓励对绿色产业投资的标准和激励

机制。中国的绿色金融体系建设已经走在国际前列，并主导了一系

列绿色金融的国际合作，有必要投入资源，帮助“一带一路”国家建

立绿色金融标准和环境信息披露激励机制，发展绿色贷款和绿色债

券等金融产品，设计制定当地绿色金融机制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

政策和产品体系，以改善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当地融资环境。 

2017 年，中国作为发起国之一，与七个国家一同发起成立了央

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2018 年中英又共同发布了

风险类型 政策风险缓释工具 财务风险缓释工具

电力市场风险

• 不断修正的、长期的、透明度高的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战
略

• 建立和运行可再生能源开发权的独立电力生产商(IPP）招
标流程，设计具有可融资性购电协议（PPA）

• 在监管机构体系中设立专门的可再生能源部门

NA

许可证风险
• 简化可再生能源许可证的流程(专门的一站式服务)
• 合同的执行与追索机制

NA

社会认可风险 • 开展宣传活动 NA

开发商风险
• 技术研发
• 支持行业协会

NA

电网/输电风险

• 加强哈萨克国家电网管理公司（KEGOC）的电网运行管理能

力
• 透明有效的可再生能源并网规则

• 对全国电网/输电能力长期发展路线予以的政策支持

• 购电协议（PPA）中的“照付不议”条款

交易对手风险 • 改革并维护信誉良好的购电方“财务结算中心”的架构
• 购电协议（PPA）支付的政府担保
• 提供给独立发电商（IPP）的来自公共部门（例如开

发性金融机构）的贷款

金融部门风险
• 促进金融部门转向绿色基础设施投资的改革

• 增强金融部门对可再生能源和项目融资的熟悉度

• 提供给独立发电商（IPP）的来自公共部门（例如开

发性金融机构）的贷款

政治风险 NA NA

货币/宏观经济风险 NA
• 购电协议（PPA）中的价格与硬通货（货币）部分挂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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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这些合作平台可以在向“一带一

路”国家推广绿色金融政策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5.3.3 将中资金融机构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贷款纳入 MPA 等

监管考核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在对银行类金融机构开展宏观审慎评估

(MPA)时，鼓励金融机构在国内发展绿色信贷，但该考核机制尚不包

括银行对海外的可再生能源等绿色项目的贷款。建议修改 MPA 评

估方法，将银行在国外的绿色信贷余额和增长率也纳入考核，为支

持“一带一路”绿色投资提供监管激励。考虑到风电光伏项目投资也

是中国实施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张重要名片，人民银行和银

保监会可以进一步出台鼓励金融机构针对“一带一路”绿色项目的

专项信贷政策，譬如对金融机构融资的绿色比例中来自“一带一路”

项目的部分提出特定要求。 

5.3.4 研究设立专门支持“一带一路”绿色投资的基金 

中国政府可以参照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发起，单独或联合国内

外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起专注于“一带一路”国家的绿色投资基金，

为绿色项目提供直接融资。同时，也可考虑与国际上其他多边和私

人机构在增级机制和风险缓解机制合作，通过混合融资方式如承担

“催化性首先损失资本”（Catalytic First Loss Capital）以降低融资

成本和难度，支持可再生能源和其他绿色项目。 

已经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重点支持“一带一路”国家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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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投资，但投资范围并非专注于绿色。鉴于“一带一路”国家

的绿色投资每年高达一万亿美元以上，如果中国和国际合作伙伴共

同发起专门支持“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和绿色产业的基金，

可以补充现有的区域性多边机构，凭借特有的专业团队，发挥出杠

杆效应和增信效应。 

下面我们通过“气候投资者一号”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为例，进

一步介绍国际多边机构常用的混合式融资模式，为所建议的中国参

与发起设立“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基金提供借鉴。 

专栏 5-5：混合融资工具的案例——“气候投资者一号”可再生能源投资基

金 

 “气候投资者一号”（Climate Investor One）是为开发发展中国家可再

生能源而设立的混合金融工具。2017 年 6 月，荷兰开发机构 FMO 宣布，其

牵头为“气候投资者一号”筹集了 4.12 亿美元，此举获得了来自荷兰、挪

威、南非和英国的合作伙伴包括国际合作总局（DGIS）、荷兰外交部、荷

兰国营企业、NWB 银行、Aegon 资产管理公司和 FMO 的资金支持。到 2019

年 7 月，基金宣布一共筹集了 8.5 亿美元。“气候投资者一号”关注低收入

国家的融资项目，主要聚焦于风能、太阳能、水能等领域，这些项目的总投

资规模平均在 25-75 兆瓦或 8000 万到一亿美元之间。资金将用于在布隆迪、

喀麦隆、乌干达、肯尼亚、马拉维、蒙古、马达加斯加、吉布提、摩洛哥、

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建设至少 1.7GW 清洁能源项目。作为首批试点，“气

候投资人一号”将资助九个 300 兆瓦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每年减少 600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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吨 CO2 的排放量。由于混合融资模式的应用，这些项目的建设成本比一般

商业项目减少 7-21％，为发展中国家清洁能源的消费者降低了 9-18％的成

本。到 2020 年，“气候投资人一号”将动员至少 20 亿美元的新私人融资，

以降低发展中国家消费者的清洁电力成本。  

“气候投资人一号”为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各个阶段提供支持，来确保项

目起步并吸引新的机构投资者。它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在早期提供技术、

环境以及社会方面的尽职调查支持；2）接着它通过股权融资的方式，避免

同各类出资方的复杂谈判和成本更高的债务融资；3）最后“气候投资人一

号”将会通过合并的再融资基金以吸引新的机构投资者加入。 

◼ 前期开发基金：由不偿还的捐助机构提供资金资助高达 50%的项目前期

开发成本，以在项目早期提升项目的可融资性（bankability），避免项目

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开展前期准备工作，如取得相应的土地所有和许可

权、达成电力购买协议和进行社会和环境效应评价。一旦项目取得进展，

这一阶段的捐助资本将会按照商业价格被中期建设基金购买，以转化为

对项目的股权投资。这样，前期开发基金将被回收，获得回报后用于资

助后续新项目的开发。 

◼ 中期建设基金：将按照市场商业条款为项目提供最多 75％的投资资金。

它将从三个代表不同风险/回报偏好要求层次的投资机构来融资，包括

1）1 亿美元的一级捐助性资金，愿意承担项目潜在损失；2）开发性金

融机构和潜在的私募股权/商业投资者承担的 2 亿美元的次级贷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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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承担建设风险的商业投资机构购买的 2 亿美元的三级高级债券（约

13 年期 8％利率的票据）。 

◼ 后期再融资基金：这部分资金提供项目进入商业运营后风险降低阶段的

融资，他们对长期再融资债务的最高 50％部分有优先购买权，再融资的

成本将会由其他 50%的外部投资者以及当地银行决定。这部分基金的投

资者一般包括寻求长期低风险基础设施债务的投资者。 

 

图 5-4：“气候投资者一号”可再生能源投资基金的融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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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考虑由中国碳交易市场接纳中资机构投资的“一带一路”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碳减排额度 

多数“一带一路”国家没有碳交易市场，在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能

源等减碳项目无法享受碳汇的激励。建议我国在设计全国碳交易市

场的过程中，考虑将中资机构在“一带一路”国家所投资的符合条件

的可再生能源项目的碳减排额度纳入 CCER 体系。这将为这些项目

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类似以前欧盟 CDM 机制下中国风电企业获

得的额外碳额度收入。从量上来说，相对中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规

模，中国企业参与投资的“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项目所产生的碳减

排额度，对中国碳市场总体规模的增幅影响不大，但将其纳入交易

体系，可以体现中国在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大国责任，为项目

提供额外的收入来源，有利于提高这些项目的回报，降低其风险和

融资成本。 

5.3.6 其他建议 

建立联盟，提高竞争力，创立风险共担机制。目前“一带一路”

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开发，存在市场隔离、信息分散、过度竞争的问

题。中国的不同投资主体，包括发电企业、设备制造企业、设计和

工程施工企业和金融机构，应该建立合作联盟，共同分担风险、利

益共享。各方企业可以出资成立“一带一路”可再生能源产业合作

基金，设计一个资金池，形成杠杆。学习日本和韩国企业出海的抱

团机制，而不是各自单打独斗、互相竞争、缺少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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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公私合营（PPP）必需的制度基础和能力建设。为使“一

带一路”可再生能源长久持续性发展，必须建立合理的投融资结构

以及风险分担和对冲机制。作为提高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和投资效率

的方式，PPP 模式是政府主权借款形式的良好替代，已被多国采用。

借鉴中国 PPP 发展的广泛经验，中国可以帮助建设合理的 PPP 财政

实施机制，一方面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促进 PPP 项目的规范运作； 

另一方面帮助挑选示范项目、建立 PPP 项目库，改善投资环境。目

前，这类工作主要由诸如世行和亚开行这样的多边机构开展，例如

近期乌兹别克斯坦政府与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协议，设计

900MW 光伏项目的 PPP 开发模式。建议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应多参

与游戏规则的制订。 

建立“一带一路”国家可再生能源政策和市场大数据平台。可

再生能源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日新月异，伴随的是政府政策的频繁调

整。为了更好地评估国别投资风险，应该建立一个“一带一路”可

再生能源政策国别和市场动态大数据平台，从而有利于降低投资风

险，帮助金融机构解决投融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2018 年，中国电

力设计规划总院成立全国可再生能源消纳监测预警中心，负责建设

运行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监测预警平台，现对全国分省区可再

生能源消纳情况按月监测、按季按年评估。可以考虑在一些缺乏自

身建设能力的“一带一路”国家中复制类似做法。 

扩大《“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机构签署范围。为

推动国际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开展绿色投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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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与伦敦金融城牵头多家机构，于 2018

年 11 月发布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截至 2019

年 8 月，已有来自全球 13 个国家和地区的 35 家大型金融机构签署

了 GIP。GIP 的签署方承诺将在公司治理层面关注可持续因素，充

分理解和度量环境风险并进行披露，采用绿色金融工具和绿色供应

链管理等。除此以外，建议近期以 GIP 发起的“一带一路”绿色项目

库为抓手，缓解项目与资金提供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 

加快突破人民币跨境使用在“一带一路”投资中面临的各种瓶

颈。目前大部分“一带一路”项目的贷款融资还是以美元作为主要

种。考虑到相当数量的风电光伏项目采用中国制造的设备，EPC 施

工方很多也是中国的企业，建议“一带一路”项目融资更多使用人

民币贷款，用于采购中国的设备和劳务服务。但人民币在“一带一

路”投资跨境使用还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1）在多数情况下，人民

币融资利率仍高于美元融资利率；2）缺乏人民币汇率风险对冲工具

（尤其是长期工具）；3）人民币跨境支付在部分“一带一路”国家

仍面临各种技术障碍，导致在境外的中资企业和企业职工都不愿意

接受人民币支付。有关部门应该深入分析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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