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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融资手册
——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主席前言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为数十亿人的生活提供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价值。然而，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海洋健康状况日趋恶化，与此同时，我们也将逐步丧失
从海洋获得服务和资源的现有和潜在价值。究其主要原因是我们过度污染海洋、开展有
害的渔业实践、对海洋资源进行不可持续的开采以及大肆破坏海洋生境和生态系统。而
且，随着温室气体排放量继续上升，海洋酸化、缺氧和变暖问题愈发严峻，危及海洋和
周围生物的生存与延续。
有挑战的地方就有机遇，我们应努力克服挑战，抓住发展机遇。海洋具有非凡的复原力，
鲸鱼数量得以恢复的事实表明，只要我们减少破坏性活动，丰富的海洋环境就会相应做出积
极回应。海洋行动之友致力于扭转海洋衰退的状况，行动之一就是倡导可持续的蓝色经济。
我们相信，只要尊重海洋、敬畏海洋，海洋将为地球上人类的安全未来提供所需的能源、生
存物资和健康资源。
以线性模式消耗地球上的有限资源与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蓝色经济背道而驰。在可持
续的蓝色经济愿景中，绿色航运、海上可再生能源、碳封存、生态旅游、海洋遗传资源、可
持续水产养殖和开发新型海洋食品等经济活动将成为未来数十年的新兴发展趋势。
今天的海洋故事不应再讨论不可避免的事态恶化问题，而是探讨如何通过发展循环和可
持续的经济重新塑造未来世界，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我们应关注发展可持续的蓝色经
济，确保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够依赖于健康海洋提供的可再生资源。
融资，其为投资和发展调动资源的能力，在我们的海洋故事中发挥核心作用。世界各地
的投资者、企业、资产所有者和融资机构开始认识到投资于可持续海洋经济的重要性，综合
考虑社会和环境影响已成为投资决策的重中之重。因此，当今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就原则和愿
景达成共识，从而将融资活动与可持续蓝色经济中有待发展的诸多项目联系起来。
我们相信，《海洋融资手册》可以为关注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的人士提供指导。本手
册兼顾实操性和雄心，不仅评估了海洋融资现状，而且为那些寻求深入了解可持续蓝色经
济融资和投资的人士提供了入门指引。本手册简明扼要地总结了促进海洋融资的多种模式，
我们希望它可以成为推动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的有用资源。

Peter Thomson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特使，海洋行动
之友联席主席
2

Isabella Lōvin
瑞典副首相，海洋行动之友联席主
席

关于本文
2018年1月,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 联合国秘书长海洋事务特使Peter Thomson
和时任瑞典副首相Isabella Lövin共同发起成立了一个全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即海洋行动之
友 (Friends of Ocean Action, FOA) 。作为一个非正式的多方利益相关者联盟，海洋行动
之友由超过50位全球最积极和最具影响力的活动家、商界领袖和思想家组成，致力于开展拯
救海洋生命的全球行动，为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14 (SDG14) ——海洋目标做贡献。
海洋行动之友秘书处由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资源研究所共同召集，在（原定于2020年6月）
葡萄牙里斯本第二届联合国海洋大会召开之前，将推进一系列有影响力的高级别倡议和解决
方案。
本手册是海洋行动之友推出的“海洋创新融资”行动的组成部分，致力于搭建桥梁，
推动金融机构、海洋相关企业、海洋保护专业人士和海洋保护项目管理者之间的共识和
对话，为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贡献一份力量。
本手册旨在概述蓝色经济的投资现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理解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
提供一个共同的基准。
针对需求方
本手册将为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海洋社区的决策者们提供参考，指导他
们如何获得蓝色融资，如何有效对融资进行管理，以及融资可以实现的活动类型。
针对投资方
本手册将为投资专业人士提供类似服务，帮助他们了解对海洋进行可持续投资的机遇和
需要考虑的因素。
作为对现有实践的综述，本手册大量借鉴了可持续融资领域之前的综合文献，并尽
可能参考相关的补充资料。读者可将其作为参考文件使用，重点选择与研究领域相关的
章节阅读。
本手册旨在从广义的角度概述海洋融资的现状，可作为人们了解可持续蓝色经济投
资、投资的意义以及资金来源的第一站。通过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推动人们理解现有
的融资模式、可投资机会以及将两者结合起来的投资机制。
手册中分享了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的最佳实践案例研究，并总结了每个案例的关键
经验和研究发现。这些具体案例为推进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提供了证据支持。通过这些
实际案例研究，尝试揭开日益复杂的局面，探讨该领域快速演变的本质所在。
我们希望借此推进所有利益相关者就海洋和融资达成共识，开展对话，加大资本投
资，引导资本流向可持续蓝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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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勒比灾害风险保险设施分离投资组合公司
保护影响力债券
加勒比海洋和水产养殖可持续发展基金
企业社会责任
保护信托基金
发展融资机构
美国环保协会
专属经济区
环境影响力债券
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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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发展金融公司
国内生产总值
全球环境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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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普通合伙人
总增加值
高净值个人
国际金融机构
国际海事组织
首次公开募股
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
液化天然气
有限合伙人
成员组织
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
多边开发银行
小额信贷机构
海洋遗传资源
海洋保护区
最大持续产量
非政府组织
国家自主贡献
政府开发援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海洋热能转换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按绩效付费
按效果付费
责任投资原则
可持续保险原则
循环贷款基金
可持续发展目标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塞舌尔保护和气候适应信托基金
小岛屿发展中国家
南印度渔民协会联合会
中小企业
气候相关金融披露专责小组
大自然保护协会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机构
风险资本
波能转换器

执行摘要
《海洋融资手册》是为了海洋行动之友(Friends of Ocean Action, FOA) 而编写，旨在为可
持续蓝色经济转型贡献一份力量。本手册希望提供一份参考文件，支持加大对海洋工业和海洋保
育可持续投资的呼吁，由此推动金融机构、海洋相关企业、海洋保育专业人士和海洋保育项目管
理者之间的共识和对话。
作为一份面向广泛、多元受众的指南，本手册主要阐述了“海洋融资”的含义、现状，以及针对
海洋经济不同产业的投资模式。依次讨论了下列问题：
■ 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各个产业以及这些产业内值得关注的投资趋势；
■ 海洋融资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
■ 投资资本的类型和来源，并最终选择最突出的；
■ 在撰写本文时已存在的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模式。

本手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清晰地传达信息，塑造共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使用合适
的语言来描述和定义海洋融资现状。关于海洋经济的描述各种各样，且最近几年越来越多。人们在讨
论蓝色经济时会使用一些金融界常用的术语，然而，对于海洋保育界的许多成员而言，这些术语晦涩
难懂，因为他们当中很少有人接触个人理财之外的金融术语。这给海洋经济范畴的有效定义、分类和
解释制造了障碍（Park，2014），限制了海洋经济带来的机遇，同时加剧了海洋融资领域用词不连贯
的问题。我们遇到的术语包括：海洋经济、可持续蓝色经济、海产经济、海事经济和海事产业等等。
在本手册中，我们使用“可持续蓝色经济”和“蓝色经济”，其中“可持续”一词旨在强调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也符合世界银行对蓝色经济概念的定义：“蓝色经济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包
容和人民生计的保护和改善，同时保障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银行，2017年）。该定义不同于更
广义的“海洋经济”—— 与海洋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无论可持续与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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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通过五个案例研究展示了针对具体可持续
蓝色经济产业的融资结构，用现实案例阐述了不同投
资模式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案例研究

Quintana Roo Trust

关注产业

这些案例研究贯穿全文，并就以下投资领域的创新
投资结构和方法提供了洞察：影响力投资、参数保险、
慈善资本、种子投资和债券发行。

投资类型

保护区融资

捐赠基金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

资本来源

企业、慈善机构和政府
开发援助

资本类型

赠款

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

投资模式

第二章将探讨成功投资的前提条件，若这些条件
得不到满足，海洋融资将无法进行。本章将这些前
提条件细分为治理结构、投资环境和知识与创新三
个类别，同时还指明是由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驱
动。文中强调了有效开展海洋融资的多项基本要求，
其中最重要的要求包括：

第四章将概述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现有的投资融资
模式，包括一些最重要的主流投资模式（主要包括银行
贷款和项目债券）和一些更具创新的海洋保护融资和影
响力投资方式（例如保护信托基金、影响力债券和众
筹）。按照第三章描述的特点，这些投资模式可分为纯
影响力投资、债务投资、股权投资和混合投资。

1. 公共部门牵头的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框架；
2. 打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和便利的商业环境，为投资提
供法律基础，保障流动性；

Katapult Ocean

涵盖范围广泛
注重技术

早期影响力投资，
与加速器结合

养老基金、影响力基
金、家族办公室和慈善
基金会

股权

影响力基金

高净值个人捐赠者和慈
善机构

债务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Ventures

渔业和水产
养殖业

循环资本海洋基金
（Circulate Capital
Ocean Fund）

废物管理

早期风险资本

政府开发援助和慈善机构 股权

Ørsted Gode
Wind 1

海洋可再生能源

项目债券

养老基金、银行、
主权财富基金

债务

可持续蓝色经济带来的机遇
本手册第一章将围绕自然资产、海洋商品、海
洋与滨海开发等三大维度，探讨可持续蓝色经济带
来的机遇以及这些机遇对应的经济效益和主要投资
机会。
海洋投资这一概念存在已久，尽管其形式多样。
人类发展一直都离不开对海洋资源的利用。纵观历
史，人类对渔业和航运业等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因此，在讨论可持续蓝色经济时，我们需要对
以下两个概念进行区分：

1. 对现有产业进行可持续发展投资。这需要对资本进行
重新导向，并辅以新的投资（常见于海洋商品和海洋
与滨海开发领域，渔业和航运业是很好的例子）；
2. 开发新的投资领域，采取更具创新的手段开展海洋保
育工作（例如蓝碳和自然基础设施）。

资本类型和来源
手册的第三章将探讨投资的类型和来源。资本类
型和来源会随着投资者的风险回报预期、投资规模
和目标成效（非财务回报）的变化而变化。蓝色经
济领域的投资主要由公共和私人资本构成，辅以慈
善资本。针对蓝色经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每种
资本有着不同的投资特点，在不同的情景下有着不
同的适用性。
新兴产业需要新的投资资本，因此它的绝大部分
投资来源于慈善机构（过去十年超过80亿美元）和
政府开发援助（过去十年超过50亿美元）。但随着
风险资本和影响力投资对海洋投资的兴趣日益增长，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投资基金。在传统产业，
一个关键趋势就是商业资本的重新导向——流至可
持续活动，如渔业改革或低碳航运。

下面的热图根据投资规模、风险和风险容忍度以及
潜在回报等方面的平均兼容度，对本文涵盖的主要融资
模式与蓝色经济产业的投资项目案例之间的匹配度进行
了展示。该热图呈现了不同产业内的不同投资项目所对
应的最佳投资模式，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图所使用的数
据有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仅作示例。包括投资模式
的普及程度在内的诸多变量没有纳入考虑范围，但这些
变量会影响投资模式在特定情境下的适用性。
该热图旨在呈现蓝色经济产业内的具体投资项目
（实际或假设）与不同投资模式之间的“匹配度”。该
热图衡量了投资项目和投资模式在风险容忍度、回报和
规模方面的差异；风险容忍度差异越大，图中的数字就
越大，方块的颜色就越蓝。如果风险容忍度相似（例如，
投资模式和投资项目在规模、风险和回报方面有着类似
的需求），热图中的数字就会很小，方块就会显示绿色。
关于热图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报告结尾处的附录1。

我们在本章中分别将他们定义为蓝色经济传统产业
和新兴产业。
展 望 2030 年 ， 在 就 业 和 总 增 加 值 (Gross Value
Added ,GVA) 方面，许多海洋相关产业将可能超过全
球整体经济增速，预测显示，海洋经济的总增加值将
可能翻番，达到3万亿美元以上（经合组织，2016），
其中海水养殖、海上风电、鱼类加工和船舶建造等产
业预计将经历最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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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具备基本的金融知识和商业规划能力，以支持投资
项目和储备项目的开发。

本章强调，在开展蓝色经济融资时，有必要对投资
规模、风险和回报进行协调统一，并鼓励采取更精细的
方式进行蓝色融资，以减少对“蓝色债券”等广受欢迎
但常被误解的融资方式的依赖。蓝色债券虽然很有前景，
但不具备普遍适用性。其他值得关注的投资模式包括对
高潜力初创企业的种子投资、对海洋商品的影响力投资
以及为自然资产项目设立的保护信托基金。随着蓝色经
济的融资需求和投资机遇变得愈发明朗，这些投资模式
也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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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匹配度

低匹配度

纯影响力投资
赠款

社会责任
投资

债务投资
小额贷款

循环贷款
基金

小额
银行贷款

保护影响力
债券

股权投资
项目债券

主权债券

大额
银行贷款

影响力投资

种子投资

债务互换

众筹

自然资本

生态系统服务

例如红树林修复
自然基础设施

例如，湿地修复
工业规模渔业

例如，购买新的船舶

海洋商品

小规模渔业

例如，Meliomar投资

水产养殖

例如，养殖场扩张
海洋生物勘探

例如，海洋生物制药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

例如，沙引擎
滨海和海洋生态旅游

例如，生态酒店
海上交通运输

海洋与滨海开发

例如，船舶翻新
可再生能源：风能

例如，GODE风电场
可再生能源：潮汐能

例如，启动安装
可再生能源-波浪能

例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可再生能源：浮式太阳能

例如，种子科技投资
废物管理

例如，回收创新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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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信息

本手册传达的五条关键信息

我们在编写《海洋融资手册》时使用的参考文献表
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投资模式种类很多。然而，就投
资机会和投资规模而言，蓝色经济依然落后于陆地经济，
这主要是因为缺少政治意愿和金融知识等关键的先决条
件。此外，可持续蓝色经济尚处于发展初期，加上发展
中国家面临着一些金融挑战，而许多新的蓝色经济产业
机遇正好存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这给蓝色经济投资制
造了障碍。但随着更清晰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治理框架的
出台，以及可持续发展投资技术创新的诞生，再加上金
融知识的普及和商业规划能力的发展，许多现有的蓝色
经济投资障碍可能会被克服。

1. 在讨论蓝色经济时使用统一的语言。正确使用语
言是蓝色经济投资成功发展的关键。债券、贷款和股
权各自有着独特的含义，必须在合适的情境下使用，
才能塑造共识，吸引投资者参与。这可能需要在海洋
保护领域开展金融相关的能力建设。
2. 政治意愿是海洋融资的基石。成功的融资需要诸
多前提条件，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包括：围绕投资开
展创新和构建治理架构的政治意愿、金融知识的具备
以及为项目规划业务增长的能力。
3. 金融系统尚未完全利用可持续蓝色经济带来的机
遇。尽管存在这些蓝色经济投资模式，实际开展的可
持续发展投资却很少，大部分投资来源于慈善机构
（83亿美元）和政府开发援助（50亿美元），尤其是
在新兴产业。这一点也符合最新研究结果，该研究发
现，在所有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中，有关“水下
生物”的第14项目标获得的投资最少，这表明金融系
统仍未承认和重视海洋提供的或与海洋相关的资本和
服务的价值。
4. 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存在众多私人投资机会。这包
括影响力投资和风险投资机会。由于规模和风险容忍
度方面的原因，大规模投资（例如蓝色债券）成了例
外，而非常态。对于蓝色经济传统产业而言，关键在
于将现有资本流引导至可持续发展实践并将可持续发
展考量纳入主流投资活动。
5. 要清晰地了解蓝色经济现状，需要提高现有资本
投资的透明度。资本流，尤其是私人资本，通常不会
被主动披露；就算被披露，也不会围绕蓝色经济进行
分解，这严重阻碍了人们对蓝色经济融资现状的了解。
因此，未来这方面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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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三分之二，对不断增长的世
界人口来说，海洋是日益重要的资源来源，包括可再
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海洋为30多亿人提供了粮食、
生计资源和就业机会，促进了贸易经济的全球化发展。沿
海地区的居住人口接近24亿，预计沿海地区的城市化将呈
现加快发展趋势，人口和经济将持续增长(Hugo,2011；
Neumann等，2015)。海洋提供了一套生态系统服务，对社
会的有序运转和生命的正常维持至关重要。海洋是地球上
最大的碳汇体,吸收了30%的人为二氧化碳排放量以及93%
的人为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的多余热量(IPCC,2013)。海
洋也是氧气的重要来源——据估计，超过50%的地球氧
气来自海洋，远超森林的氧气产量。
然而，我们正在对这条地球生命线造成巨大伤害。
人类活动已将海洋物种及其生态系统推向了崩溃边缘。
人类活动严重破坏了66%的海洋环境(IPBES,2019)。气候
变化正在导致海平面上升，海洋变暖和酸化(IPCC,2019
年)。我们正在破坏地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缓冲带。海
洋是地球上极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和最大的自然资源。如
果进行适当保护和可持续管理，海洋可以继续作为地球
之肺，提供食物来源和就业机会，推动地球繁荣发展
(Rayner，Jolly和Gouldman，2019)。

人们已经日益认识到海洋为人类提供着关键服
务和重要给养，而且海洋健康的持续恶化会阻碍繁
荣发展。公众和非政府组织强烈呼吁加大投资，保
护海洋健康。与此同时，投资更健康的海洋所带来
的机遇越来越多地引起融资机构和投资者的关注—
—Laffoley等人(2019年)更是阐述了恢复海洋健康
1
所需的八项基本措施 。简而言之，所有行动者都愈
发认识到必须重新引导资本流动，推动有利于经济
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可持续海洋解决方案。对海洋投
资的兴趣也日益高涨，复杂的融资格局日渐成型，
推动对海洋融资的探索与实施(Blasiak等，2019)。
海洋问题正被纳入国际商定的保护和发展目标——
最显著的是将海洋问题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
下生命，这也促使蓝色经济受到广泛关注。

定义蓝色经济并评估机遇
关于描述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的词汇各种各样，且最近几年越来越多，这给蓝色经济范畴的有效定义、分
类和解释制造了障碍（Park，2014）。我们遇到的术语包括：海洋经济、可持续蓝色经济、海产经济、海事
经济和海事产业，某些产业(特别是不可再生能源的开采产业)排除在外。在本手册中，我们使用“可持续蓝
色经济”和“蓝色经济”，其中“可持续”一词旨在强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也符合世界银行对蓝色经
济概念的定义：“蓝色经济旨在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人民生计的保护和改善，同时保障环境的可持续
发展”（世界银行，2017年）。该定义不同于更广义的“海洋经济”—— 与海洋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无
论可持续与否。我们的定义明确排除了开采产业，如海上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深海开采。
针对海洋产业和海洋经济活动的这种分类方法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所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是可持
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的制定，由欧盟委员会、欧洲投资银行、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威尔士亲王国际可持续
发展部门牵头，力求确保在“海洋融资”的统称下所开展的活动遵循既定的可持续投资重点标准和模式
(欧盟，2018年)。由此针对投资者和融资界设定了14项原则，旨在为蓝色经济的可持续投资指明方向。这
些原则还将已有的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融资原则纳入考虑范畴，努力确保协调一致。该原则旨在推动长
期价值，同时降低对“海洋生态系统、减排行动、海洋企业以及人们生计”的负面影响。因此，本文主张在
评估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时使用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
在投资背景下考虑蓝色经济时，我们应该认识到海洋投资由来已久，人类发展一直都离不开对海洋资源
的利用。纵观历史，人类对渔业和航运业等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因此，在讨论可持续蓝色经济时，我们需
要区分两个概念：相对成熟的产业，这需要对资本进行重新导向，并辅以新的融资（常见于海洋商品和海洋
与滨海开发领域）；以及开发新的产业，采取更具创新的手段为海洋保育工作融资（例如蓝碳和自然基础设
施）。为了明确区分, 我们在手册中分别将他们定义为蓝色经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蓝色经济传统产业关
键在于重新导向现有投资资本流；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则专注于创新和应对近期挑战。

1 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缔结公海条约；执行有效海洋保护区标准，并扩大范围至充分保护至少30%的海洋；采取预防性措施，暂停深海开采；停止过度捕捞和破坏性
实践，包括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减少海水污染；为海洋管理和保护提供融资机制；加强海洋科学研究并提高数据可及性(Laffoley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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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我们所探讨的“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
主要由公共和慈善资本构成。与此同时，私营部门对海
洋经济的“传统”产业（例如，航运和不可持续捕捞）
进行了大量投资，这些资本需要重新导向至可持续产业，
以减少对海洋环境的破坏。然而，人们普遍认识到，在
遏制生物多样性下降、进而推动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和保护领域存在严重融资缺口(经合组织，2019；
Wabnitz & Blasiak, 2019)。虽然难以获取此类海洋数
据，但2014年的一份报告估计，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的资
金缺口高达3000亿美元(瑞士信贷、世界自然基金会和
麦肯锡公司，2014)。私营部门已经认识到只有加快和
加大融资规模，才能缩小缺口，推进海洋生态系统的保
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经合组织，2019)。

为了充分发挥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巨大潜力、加大投资
力度，我们需要明确和可持续的方法，以及清晰的目标。
然而，目前海洋融资使用的方法和定义纷繁混乱，容易产
生不一致以及次优结果(Wabnitz & Blasiak, 2019)。本
手册旨在明晰信息，推动使用统一语言，以共同探讨海洋
融资的机遇和挑战。

可持续蓝色经济机遇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概述了可持续蓝色经济的重
要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以及他们的规模，阐述了可持续融
资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介绍了不同的资本类型和来源。
之后，我们列举了一些为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的最有前途
的模式，以及这些模式的适用情境和适用条件。本文最后
简要总结了海洋融资现状以及开展未来工作需要考虑的关
键问题。术语表中描述了文中使用的关键术语和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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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的诸多无形服务和资产都难以进行定价
或确定价值。衡量海洋整体价值的总计数据少之
又少，而且很难区分：

流值(包括利用海洋的经济活动，以及氧
气生产等生态系统服务，本身无价，但无法投资)；

未开发资产的存量价值(例如，海洋遗
传多样性)；以及


已开发资产(例如，渔业捕捞)。

不过，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将海洋
作为经济增长、就业和创新的驱动引擎进行价值量
化，力求评估海洋提供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总额。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年开展了一项研究，据保守
估算，海洋经济(即涵盖所有海洋经济活动，而非
蓝色经济的特定产业)提供了1.5万亿美元的总增加
值，约占全球总增加值的2.5%(经合组织，2016)。
请注意，这是一种流值衡量方法，既不量化基础资
产的价值，也不量化海洋提供的基本生态系统服务。

2010年，海洋经济直接提供了约3100万个全职工作岗
位(经合组织，2016)。就区域而言，根据欧盟的测算，
“蓝色经济”在2017年为其贡献了1800亿欧元的总增加值
(欧盟委员会，2019)。其他一些研究显示，海洋资产总值
估计达24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第七大经济体，每年的
“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5万亿美元(Hoegh-Guldberg,
2015)。

展望2030年，在就业和总增加值方面，许多海洋相关
产业都有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预测显示，海洋经
济的总增加值将可能翻番，达到3万亿美元以上（经合组
织，2016），其中海水养殖、海上风电、鱼类加工和船舶
建造等产业预计将经历最快增长。

关于气候变化的说明
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对海洋造成严重影响。海洋吸收了大气中大部分的二氧化碳(其中一些二氧化碳与海
水发生反应形成碳酸,这是海洋酸化的成因所在)和热能(水的比热容大大高于空气,海洋作为热量“存储
器”，数十年来一直充当全球变暖的缓冲带)。正因如此，人为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海洋环境的功能发生
改变，预计全球平均温度将继续上升，海洋酸化、缺氧和海平面上升问题可能进一步影响关键生态系统及
其服务(Gattuso等，2015)。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明确指
出，有必要将气候紧急情况作为国际紧急事项加以处理，以保护海洋提供的供应、调节和支持服务(IPCC,
2019)。此外，将全球温升控制在1.5℃以内预计将减缓海洋温度升高、脱氧以及生物多样性和渔业生产力
下降等问题。更为重要的是，IPCC认识到，如果全球温升幅度不能成功控制在1.5℃，海洋生态系统的功
能及其为人类提供的服务将面临更大的下降风险(IPCC,2018)。
人类不断增加的海洋足迹严重影响海洋健康，而气候变化则有可能使这种情况雪上加霜。在这种背景
下, 虽然本章着眼于可持续蓝色经济各个产业的机遇和需求，但必须强调一点，人为气候变化是海洋健康
状况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ROCA Initiative，2018)，如果不采取有效行动，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潜在经济
回报可能会严重受限。

尽管存在诸多挑战，本章旨在从较高层面围绕自然资本、海洋商品、海洋与滨海开发等三大维度探讨可持续蓝
色经济关键产业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每个产业将根据增长和投资机会影响划分为传统产业或新兴产业。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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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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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在本章中，我们使用符号标志显示每个投资案例的关键因素：项目规模、感知投资风险、潜在回报、以及
投资所处的蓝色经济产业发展阶段。

项目规模
项目规模按投资金额排序：
低于5万美元；5万-50万美元；50万-100万美元；100万-1000万美元；1000万-1亿美元；高于1亿美元。

感知风险
风险温度计符号将感知风险从“很低”到“很高”进行排序。

潜在回报
盆栽标志显示每个投资案例的潜在回报，涵盖从“不适用”到“很高水平”的各种情况。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保
守水平、市场平均水平、高于平均水平和较高水平。

发展阶段

可持续蓝色经济产业划分为 “传统产业”(需要重新引导现有资本，推进可持续发展，用几条鱼表示)或
“新兴产业”(新的投资领域，用一条鱼表示)，我们在本手册的第六页对此做了描述并且手册通篇使用了这种
划分方式。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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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本

碳封存

自然资本产业是指发展和投资流入支撑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资产的相关产业。
生态系统服务具有普适性，受益者不限于具体投资者，这是自然资本与海洋商品的
不同之处。自然资本依赖于自然资产，专注于自然系统的保护和恢复，而不涉及创
造新的建筑，这是自然资本与海洋和滨海开发的不同之处。自然资本不属于传统投
资领域，因此，投资的感知风险相对较高，需要创新方法推动实现资本化。

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生态系统服务是碳封存，海洋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潜在作用。滨海生态系统(特别
是红树林、海草草甸和盐沼)具有长期封存碳的巨大潜力，这些生态系统中封存的碳通常被称为蓝碳。除了
碳封存潜力外，蓝碳生态系统还提供协同效益：促进渔业生产(作为重要的产卵地)和加强海岸保护(减少风
暴潮影响)等。
碳封存的生态系统付费通常被称为碳抵消，以碳信用额的形式在碳市场上进行交易，，一个额度相当于
减少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等值的温室气体(tCO2e)。碳市场分为履约市场和自愿减排市场；前者受制于国
家、区域或国际碳减排协议的监管，例如《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纵观历史，履约市场产生很高的
项目管理负担，而蓝碳项目更是寥寥无几。

项目规模

生态系统服务
投资示例：社区红树林修复假设项目

2

海洋在为全球经济提供可交易的有形商品外，还会产生较抽象的直接和间接效益，这
些效益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和本地范围内提供，包括：所提供商品的生态基础(称
为供应服务)，例如，鱼类、海洋遗传物质和其他原材料(详见下文海洋商品章节)；对海洋
和滨海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包括气候调节、污染控制和自然灾害保护；文化服务，其中
海洋与滨海栖息地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提供美学、宗教和情感意义。
感知风险

潜在回报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指的是生态系统服务用户向所述服务的管理者提供财务捐款，
3
以帮助获取生态系统提供的抽象效益。 财务捐款用于保护资源，往往通过解决与开发
或使用生态系统服务有关的外部环境问题来发挥作用，因此，PES采取市场导向的方法
进行海洋保护融资。

自愿减排市场提供了一个更灵活、更容易进入的选择，管理负担更少，准入门槛更低。，更适合开展蓝
碳项目。包括Plan Vivo和自愿碳标准在内的市场标准也帮助促进了这一点。通过红树林保护和造林，目前
存在自愿碳抵消的可投资项目机会。例如，在马达加斯加的Tahiry Honko, Blue Ventures发起了世界上最
大的红树林碳保育项目。企业社会责任基金也可用于类似项目，例如，苹果公司与保护国际组织在哥伦比亚
Cispatá Bay开展的合作。
履约碳市场可能很快就会对蓝碳项目变得更加包容。根据《巴黎协定》有关要求，缔约方必须每五年通
报一次国家自主贡献，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政策和措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寻求将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如蓝碳封存)的贡献纳入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第6条允许在实现国家自主贡献方面开展合作；
允许两国(第6.2条)和“公私实体”(第6.4条)通过市场机制转让减排。因此，滨海蓝碳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
遇。在本文撰写之际，关于合作方法的具体细则仍在磋商之中。

PES已被广泛应用于陆地环境——然而，由于许多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具有共用鱼塘和
跨界特征，将PES应用于海洋环境面临重重困难(Bladon，Mohammed和Milner-Gulland，
2014)，迄今为止，PES仍属于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存在数据缺乏、规模不足、互联欠缺和
服务价值计算复杂等诸多挑战 (Townsend等，2018)。尽管如此，PES已向海洋领域开始推
进，具体应用包括补偿渔民因实施的管理计划(如海洋保护区或“休渔期”)而损失的收入；
或补偿向新型渔具过渡的相关费用。

发展阶段

2 项目理念类似于保护国际组织和苹果公司修复哥伦比亚Cispata Bay红树林合作项目。
www.apple.com/newsroom/2019/04/conserving-mangroves-a-lifeline-for-the-world。
3 PES概念试图将人类对服务的估价方式与生态系统因开发而导致的功能变化联系起来。但是，对于海洋提供的许多无形生态
系统服务来说，计算这种联系极富挑战。因此，某些计算是通过条件估值实现的，即用户确定他们愿意为生态系统服务的持
续提供支付费用或愿意获得损失补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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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自然基础设施
投资示例：拟定修复路易斯安那湿地生态系统，防御洪水灾害

4

自然基础设施是蓝色经济的一个新兴产业，重点关注自然在为人类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方
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关“绿色”和“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的讨论才刚刚开始，所用术语
并不一致。然而，有一些关于人工和自然基础设施与服务之间的若干交互术语值得澄清，在
5
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关注自然的和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

感知风险


自然基础设施，即由大自然免费提供的持续服务(例如红树林和珊瑚礁在抵御
风暴潮中发挥的作用)

海洋商品
海洋商品相关的产业是指那些人类活动从海洋中生产(或收获)实物商品的产业。商品可
以自由流动，这与海洋和滨海开发不同，后者是以创造固定资产为基础的。海洋商品还基于
从自然环境中移除资产，在这一点上有别于自然资产。与自然资产不同，海洋商品的投资受
益者不具有普适性。许多海洋商品(尤其是海产品) 的投资历史长达数百年之久，而与可持
续投资相关的讨论大多涉及寻求新的资金来源以及将现有投资转向可持续发展，其他海洋商
品（特别是海洋遗传资源）发展较新，更加依赖于新的资本来源。


基于自然的/自然改造的基础设施(见下文海洋与滨海开发章节)，是一种混合方
法，依赖自然或自然解决方案来满足基础设施的需求。基于自然的过滤方法的水过滤就是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示例之一。
投资示例(工业)

潜在回报

在滨海与海洋环境中，自然基础设施包括：珊瑚礁、海滩、海草床和草甸、红树林和沙
丘。支撑自然基础设施的生态系统在保护和稳定海岸线、控制侵蚀、抵御风暴和洪水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将这些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现有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是将自然基础设施纳入
发展规划的新兴方法。
计算自然基础设施提供效益的经济价值是在推动人类发展的同时保护自然系统的关键所
在。据计算，自1980年以来，美国滨海湿地每年提供232亿美元的风暴防护服务(SuttonGrier, 2015)。因此，湿地恢复和保护可被视为降低风暴破坏影响的高效方法，同时还可提
高传统基础设施的效能。与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不同，自然基础设施直接依赖于自然环境，
提供的前期基础设施投资机会十分有限，需要采取更加全面的投资方法，将自然环境的价值
与传统基础设施结合起来，重点关注自然基础设施优于人工基础设施所产生的节约效益。

项目规模

野生海洋渔业捕捞
6

投资示例(工业规模)：假设在配额捕捞制度下采购新型工业船只

投资示例(小规模)：发展水产品综合加工场，专从小型渔场采购产品

感知风险

7

渔业捕捞是指捕获野生鱼群，是地球上最后一项工业化规模的狩猎采集活动。我们在
本文中专指海洋捕捞，因为湖泊和河流中的淡水捕捞不被视为蓝色经济的组成部分。渔业
捕捞不同于水产养殖(见下文)，后者指的是鱼类养殖活动。渔业捕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产
业之一，自古以来都有投资流入，是蓝色经济传统产业的典型代表。以往的渔业投资造成
了过度捕捞，我们需要采取新的投资方式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对于渔业捕捞产业，需要区分大规模工业捕捞和小规模捕捞，这一点至关重要。工业
捕捞通常以出口为导向，是少数船只的高度集中捕捞，个体渔民很少参与；而小规模捕捞
则以维持生计为主，更多的是分散捕捞的个体渔民。虽然从宏观角度来看，工业捕捞和小
规模捕捞都为可持续的蓝色经济提供了发展机会，但因为捕捞类型的参数不同，所以我们
在分析投资时对渔业捕捞进行了分类处理。

发展阶段

潜在回报

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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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ttps：//static1.squarespace.com/static/5d5b210885b4ce0001663c25/t/5d8bb6f708c622711b12df3c/1569437432026/
EIB_factsheet.pdf

6 基于俄罗斯的采购示例：www.undercurrentnews.com/2019/07/19/new-vessels-factories-take-russian-fisheryinvestment-portfolio-over-1-1bn/

5 使用的其他术语包括“绿色基础设施”——通常是在城市中利用自然的设计来缓解影响的基础设施，以及“低碳基础设施”——
不一定是自然的或以自然为基础，但提供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的低碳替代方案。

7 基于Meloy Fund的Meliomar菲律宾投资：www.seafoodsource.com/news/supply-trade/rare-s-meloy-fund-invests-infilipino-seafood-firm-melio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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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示例
(小规模)
项目规模

鱼类是动物蛋白和必需微量元素的重要来源，为32亿人提供每日动物蛋白摄入量的约
20%(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然而，过度开发渔业资源是海洋生物多样性面临的主要压
力之一。全球近90%的鱼类资源遭受完全开发、过度捕捞或者枯竭殆尽(联合国粮农组织，
2018)。在过去30年中，所报告的捕获量稳定在8000万公吨左右，虽然捕捞技术大幅提高
以及捕捞行动不断增加，但现有的捕捞效率仍低于1950年——这表明海洋生物量急剧下降
(Bell，Watson和Ye，2016)。由于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IUU)活动、扭曲渔业经济的不
正当补贴、忽视小规模渔业数据采集和丢弃意外捕获鱼类（即所谓的副渔获物），渔业捕
捞往往会超过合法渔获量 (Paly和Zeller，2016)。因IUU活动每年上岸的非法鱼类估计在
1100万至2600万公吨之间，经济损失高达100亿至350亿美元(Agnew等，2009)。

项目规模

可持续水产养殖
8

项目示例：印度洋海参养鱼场扩建

水产养殖是指相当于陆地农业的水产养殖，包括在淡水和海水中养殖动植物。海水养殖
是水产养殖的一个分支，指养殖场位于海水中的鱼类养殖，通常位于沿海海湾或峡湾。虽然
水产养殖包括淡水养殖（严格意义上并非蓝色经济的组成部分），但数据的汇总方式通常难
以区分与海洋直接相关还是与海洋无关的生产。因此，在承认淡水区别的同时，本节将对水
产养殖进行整体考虑。
感知风险

感知风险

潜在回报

据估计，2012年全球海洋渔业因管理不善导致收入损失达830亿美元(世界银行，
2017)；大大高于2004年的520亿美元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组织，2009)。这些“流失
的数百亿美元”的估算依据是来源于：如果全球渔业休养生息，恢复到健康水平，然后
采取更具生产力和更可持续的渔业作业，从而达到最大可持续产量(MSY)所获得的
潜在年收入。
上述数据清晰地表明，如果推进可持续管理并允许鱼群存量恢复，海洋渔业可以
为数十亿人提供重要的食物来源，同时大大提高经济回报。这反过来又可能为生计、健
康和粮食安全带来连锁效益——有助于实现若干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14：水
下生活；可持续发展目标1：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目标2：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3：
良好的健康与福祉；可持续发展目标8：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为实现可持续渔业治理所
开展充分流程的全球成本约为2000亿美元(Sumaila等，2012)，我们需要将现有投资转向
渔业并寻找新的融资途径，实现可持续渔业管理。

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加上新兴中产阶级对更健康蛋白质的需求与日俱增，推动海产品消
费不断升级。为了满足对水生蛋白质日益增长的需求，未来大部分的蛋白质都有可能需要通
过水产养殖提供。因此，与野生捕捞渔业报告的生产趋势不同，水产养殖业在过去数十年里
经历了快速增长，被视为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尽管历史上存在多种形式的水产养殖）。在
1990年至2009年期间，水产养殖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所有畜牧业——年增长率达
到7.5% (Little,Newton和Beveridge, 2016)。2013年，水产养殖对人类海产品消费总量
的贡献首次超过了野生捕捞。最新数据估计，水产养殖目前提供了人类消费鱼类的53%，预计
到2030年供应量将超过60%(世界银行，2013)。
潜在回报

2017年，世界水产养殖业向全球市场提供了1.119亿吨鲜活产品，总价值高达2496亿美元
(联合国粮农组织，2019)。水产养殖还提供了2200吨非食品产品(珍珠和装饰贝壳)，价值
1.86亿美元。
水生动植物的贡献如下所示：

除了在可持续治理方面的公共投资外，未来可为私人资本和影响力投资创造价值的新
兴领域包括：支持对IUU进行识别和执法行动的远程监测技术；减少副渔获物的技术，如
声学和视觉探测器；减少食物浪费的船上技术和捕捞后技术；以及加强船只监测和跟踪的
“大数据”技术集成。




8010万吨水生动物(价值2375亿美元);
3180万吨水生植物(价值118亿美元)。

发展阶段

据保守估算，到2030年，水产养殖业将需要1500亿至3000亿美元的资本投资来满足预期需
求。2019年，大自然保护协会(TNC)与Encourage Capital联合发布报告《迈向蓝色变革：促进
私人资本在可持续水产养殖领域的投资》，明确了私人投资如何流向可持续水产养殖产业
(O’Shea等，2019)。

发展阶段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8 www.undercurrentnews.com/2016/12/29/aqua-spark-makes-final-2016-investments-in-us-madaga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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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需要对水产养殖的快速扩张进行可持续管理,以确保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不
会受到负面影响，例如, 水产养殖对野生鱼类饲料和鱼油需求的持续上升 (鉴于该产
业的预计增长) 可能会给已高度开发的渔业保护区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随着水产养殖业的发展壮大，新的早期投资机会将浮出水面，以改进可持续的水
产养殖实践，其中包括管理污染物的传感和监测技术；改善养殖场管理；提高产量；疾
病控制监测和投入；替代蛋白和饲料来源(昆虫类以及大豆和藻类植物)，以及开发水产养
殖基础设施技术。

项目规模

海洋与滨海开发
海洋与滨海开发包括在海上和沿海建设新的实体固定资产。建造新的实体基础
设施在这个产业占有很大比重，而海洋和陆地产业间的划分则较为主观。此处重点
介绍实际位于海洋的产业(如海洋可再生能源和航运)，或者对海洋有明显影响的陆
地产业(沿海和海洋生态旅游和废物管理)。其他位于沿海地区但对海洋没有直接影
响的产业，如交通基础设施，不属于我们的讨论范围。与海洋商品一样，海洋与滨
海开发的某些产业(特别是涉及海运和废物管理)多年来一直都有投资流入，我们需
要将资本转向可持续发展；而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则需要新的资金来源。

海洋生物勘探
项目示例：对生物勘探公司的早期投资

9

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可持续蓝色经济细分市场，海洋生物勘探是指识别自然海洋生物
的独特特征(称为海洋遗传资源))并用于商业开发的过程。从珊瑚礁到热液喷口，再到深
海海床，海洋生境丰富多样，导致海洋生物体内产生若干基因适应，包含独特的遗传密码，
这意味着海洋生物多样性非常高(Arnaud-Haond, Arrieta和Duarte, 2011)。海洋生物的
基因适应性对商业开发极富吸引力，为食品、化妆品、农业、工业和制药等生物产业提供
了具有商业应用的新型基因。尽管有所进展，但生物多样性的全部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描述，
其商业应用以及支持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探索或实现(Hurst等，
2016)。2009年，海洋生物技术产品的全球销售额估计超过10亿美元(Leary等，2009)。到
2025年，海洋生物技术的全球市场价值预计将达到64亿美元(Hurst等，2016)。

感知风险

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治理和公平利益分配是海洋遗传资源领域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未解
决。在本文撰写之际，国家管辖区域内遗传资源(陆地和海洋)的获取和利益分配须遵循
《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名古屋议定书》，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资源将遵循目前正在谈
判中的《联合国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协议》 (BBNJ)。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

项目规模

项目示例：开发北海海岸新天然海滩的公共投资

10

作为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指的是发展基础设施的实践，旨在反映自
然发生的基础设施形式的自然特征——因此，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是“由人类设计、建造来
提供诸如降低滨海风险等特定服务的基础设施”(Sutton-Grier, 2018)。基于自然的基础设
施不同于本章前面介绍的自然基础设施。通过使用自然和工程功能，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以
更加全面的综合方法来设计基础设施解决方案，进而保护或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和社会效益。
感知风险

虽然在海洋与滨海环境中建造的传统基础设施可以提供类似于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所提
供的服务，但其有效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步下降，这与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正好相反——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随着成熟度的提高而趋于稳定和完善，同时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可以更
好、更灵活地适应环境变化。

潜在回报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因其可以用于防止沿海洪水而备受关注。因投资风险小、投资回报
高，传统基础设施更易成为投资目标，但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并不能提供明确的投资回报，
随着产业日趋成熟，有可能提供前期投资机会和长期效率增益。
潜在回报

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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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marinebiotech.eu/sites/marinebiotech.eu/files/public/activities/Stakeholder%20meeting/Meredith_ll
oydEvans.pdf

10

www.dezandmotor.nl/uploads/2015/09/280778-factsheet-zandmotor-engel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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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感知风险

潜在回报

滨海与海洋生态旅游

项目规模

海上交通运输
11

项目示例：在沿海地区开发新的生态酒店设施

项目示例：船舶整体翻新以提高燃油效率和降低排放

生态旅游涉及多种旅游活动，旨在最大限度地减少环境影响，促进当地社区的利益和经
济，同时提供娱乐和学习体验。虽然旅游业是成熟的传统产业，但生态旅游仍是广阔旅游市
场的一个小小的分支，被视为蓝色经济的新兴产业。作为生态旅游概念的组成部分，海洋生
态旅游是指在海洋和滨海环境中进行的旅游活动。

航运业历史悠久，是全球经济的发展关键，约90%的货物需要通过海上运输。全球海
运贸易产业高度依赖全球经济的整体健康状况；因此，随着全球经济稳定发展，海运贸易
业持续增长——2017年增长4%，预计2018年的增长将与2017年持平，到2023年复合增长率将
达到3.8%(贸发会议，2018)。

2010年的一项研究估计，海洋生态旅游每年产生的收入超过500亿美元，从业人员超过
100万人(Cisneros-Montemayor和Sumaila，2010)。据估计，珊瑚礁旅游(珊瑚礁上和珊瑚礁
附近活动，如潜水和浮潜)每年创造的价值约为360亿美元(Spalding等，2017)。从区域层面
来看，下加利福尼亚的生态旅游每年创造的价值估计超过5亿美元(Spalding, Brumbaugh和
Landis, 2016)。生态旅游还可推进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一
项研究显示，一只礁鲨每年给帕劳旅游业带来17.9万美元的价值，也就是它一生可以给帕劳
旅游业带来190万美元的价值。相比之下，一只被捕杀并出售的礁鲨估计只能带来108美元
(Vianna等，2010)的价值。据估计，到2030年，海洋与滨海旅游业对整个海洋经济的贡献率
将达到26%，而广义的旅游业在2030年以前预计将保持3.5%的增长率。
除了发展新的生态旅游设施和基础设施的投资机会外，决策者必须考虑如何在生态旅游
所依赖的发展和保护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并考虑将自然资本估值纳入经济发展战略，以确定
适合发展生态旅游的地方。

发展阶段

然而，在2007年至2012年期间，航运产生了大约10亿吨的温室气体排放(Smith等，
2015)。最新估计显示，航运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化石燃料使用和工业过程总排放量的2.6%
(Olmer等，2017)，大约相当于德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此外，考虑到航运业的预计增长，
可以合理地预计，如果不加控制，航运业的二氧化碳排放将在未来几十年内迅速增长。最新
的研究估计，在目前预期的经济增长轨迹下，不采取行动可能导致航运业在2050年之前占全
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7% (Cames等，2015)。

感知风险

针对日益强烈的担忧，国际海事组织(IMO)最近宣布了一项气候战略，要求到2050年将全
球工业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至少50%。我们应借助这一战略势头，释放新的机会和创新，推进
航运业减少碳足迹。考虑到50%的减排需要从2030年开始转向非化石能源，并在2040年加速
成为航运的主要能源来源，部署新技术和推动创新将是航运业实现运营脱碳的关键所在。

潜在回报

如果替代燃料和可再生能源能够有效推动减排，我们就需要大规模进行推广使用。生物
燃料、氢气和氨储存都是公认的可以推动减排的新燃料和新技术。电气化、电池和机动化以
及商船重新使用风帆的风力援助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促进海洋能源效率创新以及降低船速
来减少排放的努力亦很关键。英国政府的研究表明，海洋减排技术的市场规模每年可达150
亿美元。国际海事组织通过的战略目标提供了独特机遇，探讨如何利用商业创新、第四次工
业革命技术(及其引发的社会变革)以及先进低碳和最终零碳燃料的全球供应链的升级，通过
12
重新设计海运系统的运作方式，开启新的经济机遇并解决环境问题。
发展阶段

海上运输，特别是在脱碳的背景下，已经被纳入“绿色”融资和蓝色融资之中，资本正通过
诸多新的方式流入海上运输。最近发行的绿色债券推动债务市场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改造和
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以便实施旨在减少海洋运输环境影响的新系统和程序。此外，将于2020年
生效的新的低硫法规为低硫精炼技术及其产品释放了新的投资机会，吸引新的私人资本流入。

11

www.spliethoff.com/news/ing-and-eib-provide-eur-110m-for-spliethoff-s-green-shipping-investments

12 世界经济论坛和海洋行动之友携手全球海洋论坛，在召集和协调“实现零排放联盟”中发挥主导作用。“零排放联盟”寻
求制定产业路线图，让现有和新的燃料价值链中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确定燃料和相关基础设施脱碳的技术、投资和时间安
排。实际上，该项目将围绕到2030年实现首批零排放船舶下水的目标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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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海洋可再生能源

项目示例：Gode海上风电场(详见下页案例研究)

海洋不仅能够通过碳封存应对气候变化，而且可以在全球产生低碳可再生能源。因此，推动海洋可再生
能源生产成为蓝色经济的新兴增长领域。随着向公海扩张的技术不断进步，技术创新持续加强以及对
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支持逐步完善，海洋可再生能源业很有可能为未来发展提供清洁、可靠的低碳
能源。
随着世界人口的增加，全球能源和电力消耗从长远来看将持续增长。同时，对本已稀缺的土地资源的需
求在不断增加，全球变暖也导致对低碳能源的需求大幅上升，有鉴于此，海洋可再生能源技术本身就充满吸
引力。Hoegh-Gulberg等人预计，到2050年，全球海上风力发电将达到3500TWh/年。对于其他海洋能源，潜
在发电量可能达到1900TWh/年(Hoegh-Gulberg等，2019)。
近年来，海洋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不断增加，该产业增长强劲。这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海上风力发电
的进步，其他海洋可再生能源目前仍处于实验阶段。虽然已经开发了波浪和潮汐技术并且投入使用，但尚
未实现商业化应用。2019年，海洋对发电的贡献低于全球发电量的0.3% (Hoegh-Gulberg等，2019)。可喜的
是，诸多可再生能源投资机会已经属于“绿色投资”范畴，并符合现有的低碳经济投资最佳实践，如针对风
能的气候债券标准。预计到2050年，持续投资和不断创新将提升海洋可再生能源对全球能源结构的贡献
(IRENA, 2018)。

海上风电

海上风电被视为是可以大规模推广的重要低碳能源。由于风电场位于海上且通常远离
陆地，因此与陆上风电场相比，不易引发公众反对且不占用土地资源，同时海上风电场的能
源供应比陆上风电场更加稳定(Bosch，Stafall和Hawkes，2018)。近年来，海上风电技术成
本大幅下降，推动全球市场的日益普及(IRENA, 2018)。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底，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3GW (IRENA, 2019)。海上风电虽然是最成熟的海洋可
再生能源，但由于海上风电将会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因此依然属于蓝色经济新兴产业。
感知风险

平均而言，具有海上风电能力的每个国家都可在其专属经济区(EEZ)的37%范围内建设海
上风电场。许多国家还有能力安装超过本国年度电力需求的海上风电装机容量
(Bosch,Stafell和Hawkes，2018)。
经合组织预测，海上风电在就业机会和全球海洋经济增加值方面都将保持强劲增长：
将从2010年的不到1%上升到2030年的8%，总增加值的复合年增长率为24.51% (经合组织，
2016)。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预测，到2050年，海上风电将占全球能源产能的4% (IRENA,
2018)。
潜在回报

然而，海上风电并非完美无瑕。海上风电场引发诸多环境问题，例如，深海和远洋
栖息地生产力发生改变、噪音增加和海鸟碰撞风险上升。发电机安装与维修船运行产生
的污染亦令人担忧。

发展阶段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31
30
.

项目规模

案例研究
Ørsted(Gode1号风电场)项目
债券
2015年，Ørsted为位于德国北海地区的Gode1号
风电场发行了全球首个项目债券，采用新方法为海上
风电场的建设和运营提供资金支持。Gode1号风电场
拥有55台涡轮机，距离诺德尼岛仅30多公里，是
900MW Gode风电场集群的组成部分。Gode1号风电场
现已投入使用，预计将满足34万户家庭的电力需求。
在项目融资中使用项目债券至少在一定程度上
表明，投资者对海上风电项目的风险认知已经有所
改变，可再生能源正在稳步成为欧洲能源市场的投
资主流。

关键事实:
 资本类型：债务、股权
 债券规模：5.56亿欧元
 期限：10年
 票息：3-4%
 蓝色经济目标产业：海上风电
 地理位置：德国北海专属经济区

项目参与者
Ørsted；全球基础设施合作伙伴；保险公司财
团；民间金融；私募股权。

作为帮助风电场获得融资的第一步，Ørsted同
意与投资者建立一家各占一半股权的合资企业，从
而使该项目获得更高的信用评级，吸引更多的德国
主流机构投资者。Ørsted与全球领先的独立私募股
权基础设施投资基金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 (GIP)建立了合资企业。GIP购买了7.8亿
欧元的股份，提供了部分项目成本。作为交易的一
部分，GIP同意发行总额为5.56亿欧元的评级项目
债券，通过资本市场为项目发展提供部分资金支持。
GIP和Ørsted创建的合资企业以及股权结构吸引了
诸多参与者和第三方，整个过程只用了6个月就进
入了债券发行阶段。由主要投资者Talanx牵头的
财团（由20家德国机构投资者组成）随后购买了
这只债券，Talanx出资3.2亿欧元，同时也是这家
合资企业的投资方。债券以非上市工具的形式发
行，于2015年10月完成首次支付，投资期限为10
年，票面利率在3%到4%之间。
重组成功的关键是针对项目风险提供技术和合
同保护，以及Ørsted和GIP建立合作关系，推动债券
达到投资级别，有资格接受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这
是机构投资者首次通过项目债券为海上风电项目提
供资金支持。根据合资协议，Ørsted继续完成风电
场建设，同时负责设施运营与维护。
在发行Gode风电债券之后，Ørsted在Borkum
Riffgrund2号海上风电场融资中也采用了类似方
法。GIP再次成为合作伙伴，发行由投资者财团投
资的项目债券，其中包括多家Gode1号风电场的
投资机构。机构间的这种合作为海上风电项目开
创了融资先例，是通过融资创新和创新应用发展
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范例。

潮汐能
13

项目示例：众筹开发潮汐能新技术

地球、月亮和太阳之间的引力作用产生海洋潮汐。潮汐可以提供可再生能源，特别
是在某些地区，那里的潮汐(落潮和涨潮之间的差异)很大，而且海湾和河口等地质特征
限制了潮流运动。潮汐技术利用潮汐在两个极端高度之间产生的能量，提供一种可再
生、可预测的清洁低碳能源。

感知风险

潮汐可再生能源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尚未得到广泛应用，但相关估计表明，潮汐能是
很有发展前途的未来可再生能源。IRENA的海洋能（包括波浪、潮汐、海洋热能转换
和盐度梯度能源）数据显示，2018年潮汐能总装机容量为532.1MW。据报道，同一年
的年投资额为2亿美元，这一数字在过去十年中一直保持稳定。(IRENA,2019)。韩国的Sihwa
Lake和法国的La Rance贡献了超过90%的潮汐能装机容量。
2018年对全球年潮汐能的理论估算显示，地球潮汐能资源量大约为25880TWh。但是，这
些资源主要位于的地区存在大量海冰，这大大降低了目前开发潮汐基础设施的可行性。潮汐
能年资源量低估约为5792TWh/年(Neill等，2018)。

潜在回报

尽管前景广阔，但缺乏现实应用和相关经验导致潮汐能市场充满不确定性。潮汐设备
及其安装成本高昂，所处地区电网连接困难，这些因素导致潮汐能价格居高不下。因此，潮
汐能在许多地区仍然依赖于公共支持。对于投资者而言，可再生能源技术越成熟，则财务风
险越低。为此，潮汐能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政策支持，来推动潮汐技术的商业化应用。

发展阶段

项目内容
Ørsted于2013年决定购买并投资Gode1号风
电场（最初由另一家公司开发）。在收购完成后，
Ørsted寻求通过技术重组和合资企业对项目进行
重组，其中包括使用项目债券来代替现有股权和
债务融资。Gode1号发电厂的项目总成本约为15
亿欧元。

13 www.seedrs.com/nova-innovation/sections/key-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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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项目规模

波浪能
项目示例：现有波浪发电技术商业化

14

项目示例：处于早期概念开发阶段的浮式太阳能发电场

和潮汐能一样，波浪能是一种未开发的巨大可再生能源。波浪能技术旨在通过多种
不同的方法和技术（称为波浪能转换器）将由地表水垂直运动产生的海洋波浪中的能量转
化为电能。

感知风险

波浪能项目尚未达到与潮汐能相同的成熟阶段，许多技术仍处于商业化前的示范阶段，
尚未显示出经济可行性(Aderinto和Li，2018；Penalba和Ringwood，2019)。初步估计，理
论上的波浪能资源量约为32000TWh/年 (Mørk等，2010；Penalba和Ringwood，2019)。但是，
对全球技术潜力最乐观的估计是5550TWh/年(Krewitt等，2009年)。

34

15

浮式太阳能是指使用与陆地环境相同的安装技术为漂浮在水面的建筑安装太阳能光伏电
池板。和海上风能一样，与陆地太阳能相比，浮式太阳能不会受到土地使用方面的限制。与
风能相同的是，浮式太阳能的现有技术成本正在快速下降；与风能不同的是，浮式太阳能不
像风力涡轮机那样依赖浅水作为锚地，因此发展前景十分广阔，特别是对热带深水国家，包
括许多加勒比海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东南亚群岛。
感知风险

与潮汐能一样，波浪能项目缺乏运营经验和财务数据，这阻碍了投资流入。然而，新项
目正日益上线，例如在葡萄牙等地使用WaveRoller技术开发的新装机项目。

潜在回报

潜在回报

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

14 https：//marineenergy.biz/2019/07/08/new-investors-for-eco-wave-power/

浮式太阳能

在过去五年中，全球浮式太阳能的装机总量有所增加，达到了1.1GWP(千兆瓦峰值)。这
与陆地太阳能在世纪之交达到的装机总量相同(世界银行集团，ESMAP和SERIS，2018)。目前，
浮式太阳能主要部署在内陆水体(世界银行估计内陆水体的浮式太阳能有可能产生400GW电
力)，但是，近年来也有几个项目宣布在海洋中探索部署浮式太阳能(Deign，2019)。

15 https：//uniiq.nl/en/portfolio-item/oceans-of-energ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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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模

废物管理
项目示例：发展循环创新基金，推进新的废物管理解决方案

16

废物管理是一个传统产业，但其在蓝色经济背景下的重要性最近才凸显出来，特别
是在围绕塑料垃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而开展了持续运动以及强调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对陆地的重要性之后。海洋废弃物和污染对海洋造成生态和经济破坏。海洋中发现的大
部分垃圾和污染都是在陆地上产生的——全球80%的海洋污染来自陆地，包括塑料以及富
含氮和磷的农业废水。近年来塑料污染问题备受关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塑料年产
量已经增加了200倍(Li,2016)。
感知风险

除塑料外，在河口和沿海地区，农业污染物和污水径流是缺氧（低氧）区增加的部
分主要原因，自1950年以来，农业化肥使用量增加了10倍，是人口增长的3倍之多
(Breitburg等，2018)。

潜在回报

在许多地区，特别是亚洲国家，废物和废水管理基础设施不足或根本没有，导致未
经处理或处理不足的废物流入海洋——往往是通过河流。海洋环境废物管理不善的真正
代价包括环境和人类健康问题，但也由于资源效率低下和废物清理的经济成本而降低了
经济效益(Newman等，2015)。据估计，海洋塑料污染的经济成本高达2.5万亿美元
(Beaumont等，2019)。
人们普遍认为，向循环型经济转型将提高物质效率、刺激增长和创新，从而带来积
极的经济成果。投资于完善的废物和废水管理系统可以加速转型，推动投资者在废物进
16
入环境之前把握机会，释放材料报废价值的潜在收入流。

发展阶段

16 https://recyclinginternational.com/business/will-israels-8-6-million-investment-in-recycling-tech-make-a-difference/27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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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融资的前提条件
和辅助条件
为支持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发展而进行融资，需要几大前提条件和
辅助条件——明确如何定义和确定可持续发展，推动负责任的投资，
以及提高项目成功的概率。关于成功融资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已经
有了大量论述，事实上，本章引用的许多资料来源和参考文献都涉及
到各个领域对成功融资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研究。然而，目前还未充
分探讨在蓝色经济背景下成功融资的重要条件，蓝色经济面临的条件
和挑战颇具独特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章将在蓝色经济的背景下
尽可能综合考虑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并将其细分为治理结构、投资
环境以及知识与创新三个类别。

治理结构

塞舌尔蓝色经济战略政策框架和路线图

政策框架与规划
为了给投资建立良好的治理制度，一项根本措施是由公共部门牵头制定强大且有效的政
策框架，以支持可持续发展和投资。这可能包括通过出台政策，明确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国家
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从而通过环境外部性尽可能降低市场失灵；鼓励企业家和公司持续创
新，为可持续项目的资本供应方提供有利的投资环境(见下文)。可持续性政策框架的关键是
为后续干预措施和方案提供立法基础，从而促进投资。例如，在伯利兹，2011年通过的渔业
改革立法框架(联合国粮农组织，2018)促成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和创新项目，推动伯利兹走上
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另外一个密切相关且同样重要的因素是，为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制定和实施明确的长
期发展规划。这一规划应该阐明哪些产业是符合国家利益，需要优先发展 (根据世界自然
基金会(WWF)《自然新政》的建议，需考虑自然资本的价值以及以更全面的观点看待国民经
济，(世界经济论坛，2019))，以及确定公共部门如何通过明确量化的目标支持发展和投资。
长期发展规划至关重要,不仅可以确定国家层面发展蓝色经济的宏观经济优先事项(例如塞
舌尔的蓝色经济路线图(塞舌尔政府，2018，见次页))，而且还可以向投资者发出强烈的明
确信号，即政府准备投资于有增长机会的可持续蓝色经济产业。
虽然国家政策在这方面十分重要，但政策杠杆可以在多方面发挥作用，比如在次国家
和超国家层面上存在一些重要工具。对于前者，地方和州省政策与法规可以发挥类似国家
政策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地方政策更有针对性，更适合特定产业或社区。对于后者，
许多国家采取了发展蓝色经济的共同立场(特别是欧盟(欧盟委员会，2019)，为27个成员
国确立了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政策基调)。从全球来看，政策可以推进未来的发展对话，
为各国加强协作推进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在这方面，联合国《2030年议程》和“可持续
发展目标”等就是政策实践的很好例证。

2018年，塞舌尔政府批准了《塞舌尔蓝色经济战略政策框架和路线图》(“路线图”)。路线图提出了
在现有全球承诺的背景下发展塞舌尔海洋经济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国民经济的海洋产业，并强调了塞舌尔
的“蓝色经济品牌”——塞舌尔通过“债务自然交换机制”（debt-for-nature swap）和世界上第一个主
权蓝色债券等著名计划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享有比较优势。

路线图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如韧性、伙伴关系和良好治理)为基础，着眼于到2030年实现四个关
键目标：

 通过政策制定和试点，促进传统产业经济多样化，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海水养殖、可再生能源和
生物技术)，创造可持续的财富；
 通过减少对粮食进口的依赖，确保民众的受教育机会，改善营商环境，实现繁荣共享；
 通过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核算(见术语表)纳入现有的经济衡量指标(特别是国内生产总值)，通过气候
缓释和适应战略提升韧性，通过发展海洋保护区保护滨海资产，从而确保产量丰富的健康海洋；
 打造有利环境，注重诸如研发等跨领域行动，为实现其他目标提供必要支持；激励可持续发展投
资，加强合作。

为支持路线图，塞舌尔政府在副总统办公室设立蓝色经济部门，负责确保对发展蓝色经济进行跨部门
监督和综合决策，同时制定监测和评估框架，利用“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衡量进展情况。
(资料来源:《塞舌尔蓝色经济战略政策框架和路线图：展望未来(2018-2030年)》)。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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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意愿

公共激励和抑制

蓝色经济若干产业（特别是缺乏可持续投资经验的产业，例如，渔业捕捞或生态系统服
务)的投资者依赖于大量的公共干预，如信贷担保，首次亏损资本（first-loss capital）以
及健全的政策和法律框架，以降低投资风险。然而，公共部门的行动是以机会成本为代价的，
许多领导人和政治家不会将蓝色经济置于其他产业或发展需求之上。因此，为发展可持续蓝
色经济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至关重要，不同国家投资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各不相同——如
果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历史或者面临不可持续海洋带来的直接生存挑战 (特别是小岛屿发展
中国家)，领导人可能会积极采取行动。塞舌尔蓝色经济的政策改革是政治意愿影响变革的很
好例证。在塞舌尔，政治家乐于推动发展蓝色经济产业，极大地影响了立法和政治议程，使
随后的债务互换和蓝色债券发行成为可能，为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提供了强大的资金支持。

公共部门的激励和抑制措施，如果经过深思熟虑和谨慎运用，可以成为蓝色经济产业
的重要政策工具。如果设计有效，这些工具可以与私人投资相辅相成，取得更大成效。公
共激励和抑制工具包括税收、补贴、许可证、罚款和收费，以鼓励在蓝色经济中推进合理
投资和行动，例如，罚款可以抑制非法行为、阻止搭便车行为和确保健康的竞争市
场；同样，设定合理的税收可以促进投资，确保补贴符合基本政策框架，并且不会产生意
外的行为结果。公共部门的激励和抑制措施对推动公私合作，成功投资可持续蓝色经济至
关重要。

持续的公众压力、游说、竞选活动以及私营部门的投资兴趣都会影响到领导人为可持
续蓝色经济采取行动的政治意愿。重要的是认识到，政治意愿几乎是一闪即逝的状态，一
旦出现，应积极利用政治意愿，推进实际行动。

监督与标准
虽然完善的政策框架是发展蓝色经济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但如果没有监督和衡量进展的
手段以及界定此类进展的标准，政策框架的影响就会大打折扣。这类标准能建立人们对系统的
信任，提升合法性，提高投资者信心。至于政策框架，虽然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开展了大量工
作，但建立监督系统通常属于公共部门的职权范围。标准往往出自非政府组织或私营部门，最
好的标准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以及对良好数据收集和使用的明确要求。监督机制至关重要，可以
衡量投资的现实影响，以及提供对项目的保护意识和环境影响。自愿监督框架和强制性监督框
架同时存在，需要出台相关政策，确保有效监督。

可以用于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税收工具包括产品和资源税，能源、运输和排放税，
以及针对噪音污染、包装和废物的专项环境税(安永, 2016)。与蓝色经济相关的主要例子
包括，为减少海洋塑料垃圾对一次性塑料袋征税以及使用执照或许可证管制渔业捕捞。许
多税收都有相关的激励、减免和豁免措施，以激励更可持续的行为。
在蓝色经济背景下，补贴是一种强大的重要工具，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特别
是当欠缺考虑就应用补贴工具时）——例如，针对捕鱼船队的燃料补贴，直接导致了过度
捕捞和非法捕捞行为(联合国粮农组织，2017)。但是，精心设计的补贴政策可以迅速激励
公司和个人的理想行为，并可在公私合作中发挥强大作用——例如，减少导致过度开发的
有害补贴，同时鼓励欠发达农村社区参与认证计划，以获得产品的市场准入(联合国环境
署，2009)。

标准还为解释可持续性在特定产业的具体含义提供基准——有时并不明确——并以
此为依据，为衡量特定项目或投资的进展提供目标。国际标准组织是最著名的标准框架，
制定了若干工业绩效标准。然而，第三方组织已经采纳了多个环境标准，特别是可持续
认证标准，如林业管理委员会和海洋管理委员会采取的生态标签，向企业和消费者发出
可持续变革信号。在蓝色经济背景下，野生捕捞可持续渔业投资原则、航运波塞冬原则、
全球可持续旅游理事会标准和基础设施投资者可持续标准是引导蓝色经济部门投资的部
分关键资源。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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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
法律与法律追索权
法律追索权与政策框架和其他治理结构密切相关，是投资者信心和投资扶持的核心支柱。
与整体投资环境和保险机制不同，法律追索权的有无和质量取决于公共部门和特定国家司法
机构的实力。法律追索权是吸引投资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健全的司法系统，
缺乏申诉的法律解决途径，很难获得大规模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在风险和不确定性较高
的新兴产业和项目中，这种现象更为严重，因为这些产业和项目的法律框架可能尚未完全建
立，例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蓝碳或生物勘探产业。

保险
决定投资者对蓝色经济项目是否抱有信心的另一个因素在于是否有保险机制保护投资者
免受潜在损失。最基本的是，保险通常是由私营部门提供的一种服务(尽管公共部门也会提
供保险，特别是洪水灾害保险，但鉴于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更大，这种保险的效力饱受质疑
(Botzen和Van den Bergh，2006))，以抵消特定事件(如灾难性火灾、市场崩溃或其他预先
确定的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资金源于被承保实体每月或每年向保险公司支付的保费。有
了这层保护，拥有成熟保险市场的地区更有可能吸引投资，而蓝色经济融资创新者就有更大
的空间进行融资试验，因为他们知道保险机制可以保护自己免受投资损失。保险可以成为促
进可持续投资实践的有力工具，例如停止向已知正在非法作业的渔船提供保险服务。
向沿海社区、当地企业家和公司提供更多可用的保险工具，不仅有助于建立投资者信心
而且可以提高蓝色经济投资项目的商业信誉。越来越多的保险供应商与当地社区、企业和非
政府组织开展合作，探索将保险覆盖范围扩展到蓝色经济的新途径(例如，通过中美洲珊瑚
礁保险项目(Iyer等，2018))。能够运用新途径解决保险“承保缺口”的保险供应商(如中美
洲珊瑚礁参数保险案例(Iyer等，2018))，特别是在新兴市场的沿海社区，可以充分利用蓝
色经济增长带来的发展机会。

案例研究
金塔纳罗奥（Quintana Roo）
保护信托基金——参数保险

项目参与者
大自然保护协会(非政府组织)，州政府，国
家公园委员会，当地酒店，瑞士再保险公司。

项目介绍
金塔纳罗奥海岸带管理、社会发展和安全信
托基金(金塔纳罗奥海岸带管理信托基金)由金塔
纳罗奥州政府、大自然保护协会(TNC)、国家公
园委员会和墨西哥金塔纳罗奥的酒店业主于2018
年共同成立。信托基金致力于维护和修复位于墨
西哥金塔纳罗奥州160公里海岸线的沿线海滩和珊
瑚礁。信托基金按照保护信托基金(见投资模式
章节)模式运作，于2019年为珊瑚礁购买了首款
为期一年的参数保险产品。

项目内容
该信托基金依法设立，但尚未全面运作，资金将
来自海滨地产业主(酒店)为海滩的商业用途所支付的
费用，用于修复和维护当地的珊瑚礁，通过保护珊瑚
礁的旅游价值和飓风期间的防洪功能为当地提供生态
系统服务。资金也会用于购买参数保险单，一旦飓风
带来高风速，就会触发即时赔付，推动信托覆盖的6
个市政当局在灾害发生的头60天内迅速开展灾后工作，
修复受损的珊瑚礁，极大地增加珊瑚礁恢复机会。

关键事实
 投资者类型：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慈
善组织
 资本类型：赠款补助金
 成立年份：2018年
 典型投资：10万-15万美元，用于风暴破坏
应急响应
 典型投资期限：2-5年，风暴破坏恢复
 地理位置：位于墨西哥金塔纳罗奥的一段
160公里长的中美洲珊瑚礁
 蓝色经济目标产业：自然基础设施；生态
系统服务/珊瑚礁保育付费

项目运作方式
设立该项信托基金是为了从各种来源获得融资，
包括私营部门和慈善组织，以支付当地珊瑚礁的管理
费用。由TNC与瑞士再保险公司(Swiss Re)合作开发
的参数保险包含三个要素：参数(风速)、多边形(风
速必须发生的空间区域)和赔付。如果多边形内的任
何地方风速超过100节，就会自动触发赔付，12个月
内的最高赔付金额为380万美元。该信托基金在技术
委员会的支持下决定赔付金的具体使用。

还有一种称为担保的保险形式，通常由发展金融机构(DFIs)采用，通过提供“首次亏
损资本”，降低项目的投资风险，我们将在关于资本类型及来源的章节中进行详细讨论。

酒店和海滨房产所有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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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海岸带管理信托基金

2

长期修复珊瑚礁

触发后应急响应恢复

参数保险

2
3
.
4

支付给地方市政当局，收取的费
用存入信托基金。

信托基金为珊瑚礁修复、维护
和恢复活动承包服务。
信托基金向保险公司购买参数保险。

在参数触发的情况下，信托基金
收到触发后紧急响应修复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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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和旅游资产得到保护

资料来源：大自然保护协会在格林纳达召开
的全球环境基金地区研讨会上所演示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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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

知识和创新

与保险市场一样，整体健康的投资环境对于融资而言必不可少，尤其是流动性状况对于
投资者至关重要。市场流动性充足的典型特征是存在多种类似产品(例如，具有类似规模和风
险回报属性的公司或交易)，以及健康的潜在买家池，这显示了一个可以轻松买卖资产的良性
投资环境。流动性是判断投资风险的关键因素，具体取决于投资者类型以及投资市场(特别是
在债券和公开股票市场，详见下一章)。如果一项资产(例如，一家鱼类加工公司的股票)无法
出售(因为与众不同、处于实验阶段或其他不寻常之处)，规避风险的投资者就会拒绝购买。
虽然流动性是投资的重要辅助条件，但并非至关重要，因为它可以被专门设计用于容忍高风
险的投资模式和策略抵消。例如，风险资本家的高风险、高回报方法以及上文提到的首次亏
损资本的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流动性问题，促进对未经证实的新市场或资产投资。蓝
色经济就存在若干此类市场和资产。

金融知识和商业规划

规模较大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贝莱德等大型资产管理公司，
可以通过个体行动改变市场的流动性状况。例如，像贝莱德（该公司最近发行了一只新的
循环经济基金，明确关联可持续蓝色经济）这样的基金公司如果决定进入新的领域，通常
会有跟随老牌公司的其他投资者紧跟其后。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在蓝色经济中还没有大
规模发生，但挪威银行投资管理公司（Norges Bank Investment Management）近日发布
了关于如何投资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指导意见，该等机构的加入是建立对蓝色经济的信心并
注入流动性的有力信号。

蓝色经济需要资本投资，参与蓝色经济的企业和企业家必须了解如何经营企业以及如何
预测增长，除此之外，他们必须能够与投资者进行有效沟通。投资者会使用金融术语，也会
要求他们的(潜在)投资对象提供专业信息。在投资流向非主流或者不为大多数投资者所熟悉
的新项目或概念(例如渔业恢复或保护区融资)时，这一点就显得尤为重要。归根结底，融资
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投资者在决定投资之前，需要对项目以及推销概念的人士感
到满意。如果没有能力与投资者顺畅沟通并证明项目值得投资(这与拥有完善的商业规划、
在吸引投资和项目管理方面富有经验同样重要，因为它与商业理念本身的优点相关)，很难
成功为项目募集资金。因此，学习金融知识、获取业务管理经验和培养业务规划能力是项目
发起者/企业家/社区的重要前提条件。企业加速器和孵化器(见术语表)可以帮助培养这种能
力，并使项目和个人达到“投资准备就绪”的程度。
本文会简要概述支持蓝色经济投资所需的部分金融知识，诸多投资基金(例如，Katapult
Ocean)和机构(例如，经合组织) 已经推出了若干方案(通常作为“技术援助”)，以便在当前
金融普惠背景下提高民众的金融素养，并教授基本的商业规划知识。经合组织的国际金融教
育网络(INFE)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抵押品和现金流

许多发展金融投资都面临一个关键挑战——缺少易于识别的抵押品（在发生违约时可
作为投资者担保的资产）或特定项目缺乏明确的现金流，特别是在可用资产有限的发展中
国家。对于没有明确可以货币化资产的项目（尤其是重点保育项目，如保护区，通常没有
所有权或现金流），确定潜在的现金流（即使这些现金流只是项目的次要目标，例如，在
保护区周边发展可持续的旅游业）以及建立灵活的抵押方法（例如个人担保和社区资产统
筹）对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成功融资至关重要。值得强调的是，无抵押贷款（不依赖抵押
品获得贷款）虽然风险更高，但在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我们
将在下一章进行详细讨论。
虽然开发支持现金流的项目通常由私营部门牵头，但政府部门在打造一个能够创造现
金流确定性并从生态系统服务中获取收入的良好环境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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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知识

案例研究
Katapult Ocean：
创业加速器和种子投资者
项目介绍
Katapult Ocean是一家为全球蓝色经济项目服务
的早期影响力投资和创业加速器，总部位于挪威奥斯
陆。Katapult Ocean近日完成了首只400万美元的投
资基金，计划投资24家蓝色经济初创企业，同时计划
发行一只新基金，增投40家初创企业。除了通过发行
基金进行相对高风险的早期种子投资外，Katapult
Ocean还通过为投资项目提供加速方案，大力发展至
关重要(但往往缺失)的储备项目。

关键事实:
 投资者类型：影响力基金，家族办公室，养
老基金和基金会，海洋产业战略
 资本类型：前期股权投资
 基金规模：现已募集400万美元，之后将
募集更多资金
 成立年份：2018年
 典型投资：15万-30万美元，其中5万美元为实
物支持
 典型投资期限：基金期限为7年
 地理位置：全球
 蓝色经济目标产业：可再生能源、航运、渔
业、水产养殖、勘探、海洋健康(包括废物管
理)和循环经济等技术项目

尽职调查(到目前为止，解决方案涵盖通过人工智能
帮助识别非法渔船以及用于工作和休闲船只的电力推
进系统等)。如果申请成功，Katapult Ocean通常为
每个入选项目投资15万美元，其中5万美元作为加
速计划的组成部分通过实物形式支付。Katapult
Ocean随后提供为期三个月的加速培训，除了为项目
成长和发展提供测试环境外，还提供创业指导、商业
模式和战略支持、融资、影响力衡量和沟通。在完成
加速培训后，项目将更适合进行推广，并有机会接触
新的联络资源和潜在投资者。

项目运作方式
在培训项目开始时，Katapult Ocean协同加速
器公司确定里程碑和关键KPI，进而制定具体的培
训内容，包括导师指导、国际专家举办的培训会议，
以及向投资者进行的网络介绍。公司可以有多位导
师，但会根据每个公司的需求和里程碑匹配适当的
“首席导师”，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增长和战略提
供见解和指导。
课程结束后，Katapult Ocean会继续为公司提
供融资支持并介绍潜在投资者。
Katapult Ocean的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由众
多海洋产业创新者组成的“全球生态系统”网络，
包括初创企业、企业、非政府组织和学术界，以打
破海洋领域参与者之间的障碍，加速可持续变革。

正如项目开发者、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家为获得融资需要更清楚地了解投资者使用的语言
一样，投资者也需要更清楚地了解“影响力”的含义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因素，以便把握绿
色和蓝色投资的新范式。这包括建立对蓝色经济产业的基本理解(见前一章)以及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关键指导框架，如前面提到的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许多投资者，尤其是影
响力投资领域的投资者，已经对可持续蓝色经济有了很好的理解。但是，可持续性十分复杂，
如果能够提升理解，将有助于降低投资蓝色经济领域的感知风险，更好地使资本与影响力投
资保持一致。

数据管理
投资者和所投项目都必须能够提供有关以往业绩、发展状况和预测未来的方式的信息，
这有依赖于良好的数据管理——从数据收集到分析，再到适当和安全存储。如果没有有效的
数据管理，几乎不可能预测一个项目可能产生多少投资回报，因此也就不可能预测要吸引什
么样的投资者，或者如何编制投资建议书，而且还会阻碍对投资项目进行评估的能力，以确
定其业绩是否符合预期，并在不符合的情况下及时纠正方向。对于蓝色经济，许多以往得到
非政府组织和慈善机构资金支持的产业确实都有一些可用数据，但通常不是对投资者有用的
数据，如预测的增长率、重要的固定和可变成本，或所需资本。建立系统收集数据并解释数
据，为投资者提供所需信息，这是投资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关键前提条件。
由于新出台的法规对不同参与者的数据使用权限有了明确要求，因此从商业规划、投资、
监督和问责的角度来看，良好的数据管理也愈发重要。
延伸阅读
有关投资可持续项目信息数据管理的有用指南，请参见：www.unglobalcompact.org/takeaction/action/value-driver-model。

投资示例：
在Katapult Ocean的网站上可以找到第一轮加
速器项目的参与者， Recyglo就是其中之一。该倡
议在缅甸引入废物管理系统和在线废物交易市场，
防止废物流入海洋。

项目参与者
诸多投资者、合作伙伴、试点客户和研究机构，
世界自然基金会挪威分会为创始伙伴。
项目内容
如果公司的蓝色经济解决方案既有商业可行
性又能帮助解决海洋挑战，那么该公司就可申请
加入Katapult加速器项目，并进入评估阶段，在
此期间，Katapult将会约谈潜在参与者，并进行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46

47

协作与企业创新

对于新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风险高、现金流少的蓝色经济新兴领域，公共部门和私
营部门可以发挥互补作用。要想实现成功投资和发展，公私部门必须加强协作，认识到彼
此的优势和局限。因此，有效合作支持创新发展是投资蓝色经济的重要条件。主要的合作
参与者通常包括政府部门和机构(包括地方政府)、大学、非政府组织和研究中心等知识持
有者、包括企业在内的私营实体、孵化器和加速器（他们往往与投资者保持联系，特别是
对种子投资感兴趣的影响力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

资本类型和来源

持续的企业创新能够推动蓝色经济走过各个发展阶段，最终迈向成熟，尤其是可以利
用企业资源将单个项目的潜在解决方案进行广泛推广。例如，一些从世界各地采购鱼类的
超市连锁店，特别是沃尔玛，在寻求推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因为
这直接影响到产品流的可靠性，降低了供应链风险。虽然企业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需要
警惕漂绿行为，确保企业活动可以产生有意义的持久影响。
蓝色经济领域里一个很好的合作例子（Hansen等，2018）是蓝色产业集群，这是一种
在发达国家出现的正式合作关系，旨在促进沿海城市和地区的发展与投资，尤其是围绕技
术创新。蓝色产业集群采取的方法各不相同，侧重于研究、政策或创业孵化，并根据当地
情况量身定制。虽然蓝色产业集群是促进蓝色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但迄今为止，蓝色产
业集群依赖于现有的健全机构以及公私部门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它们建立在现有的正
式或非正式的关系之上。要想实现蓝色产业集群的规模化发展，需要发展可以从头开始建
立伙伴关系的模式，在更广泛的地理和社会经济背景下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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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可持续蓝色经济项目的融资时，关键是要了解资本提供者及
其预期回报。本章对可持续蓝色经济资本提供者的主要资本来源，可用
资本类型以及相关特征进行了基本概述。我们尽可能地提供资源链接，
便于读者了解更多详细信息。关于具体投资模式(如蓝色债券)、使用方
式以及资本来源将在投资模式章节中进行详细介绍。

公共资本

资本类型
投资的范围类似于一道光谱，具体类型取决于对财务回报、财务利润和风险水平的要
求。投资范围的一端是纯粹的慈善投资(没有财务利润期望，主要关注社会或环境效益)；
另一端是高度规避风险、单纯由潜在财务回报或利润驱动的商业融资。
要求财务回报的投资，可考虑投资范围的另一端：具体类型取决于预期回报是固定还
是可变的。固定回报资本大致属于债务类别，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投资贷款，但也包括债券
工具。债务融资提供固定的资金组合(基于每年支付固定利率的投资)，通常风险偏好低、
期限固定、利率固定。
与“回报”型投资相对的另一端是股票，它与债券的区别在于持有投资的所有权。由
于拥有股权，股权投资可以提供远高于债务的潜在回报，但是股权投资者也需承担更高的
风险。股权投资者每年可以获得反映投资表现的业绩分红。因此，与债务不同，股权投资
回报可能逐年变化。原则上，在股权出售之前，股权投资是无限期的。
下文要介绍的资本类型考虑了投资范围的两个极端，以对融资现状进行综合描述。然
而，需要注意的是，金融学本质上是一门灵活的学科，每条规则都有例外。因此，我们提
供的是说明性信息，而非硬性规则。本章节主要关注与可持续蓝色经济相关的资本类型和
来源，其他资本类型和来源不包括在内。不同类型的资本可以组合使用以获取不同效果，
这就是所谓的混合融资(详见第56页)。

纯影响力资本
纯影响力资本通常是长期的，但与大型的商业融资(如债券和公募股权)相比，规模较
小。纯影响力资本无需产生财务回报，正因如此。纯影响力投资对资本持有者不具有吸引
力，成为公共部门和慈善事业的专属领域，通常(尽管并非总是)为无法产生有吸引力的投
资回报但服务于公益事业（如生态系统监测、公共教育或海防）的项目和系统提供补助。
尽管纯影响力资本规模相对较小，但在蓝色经济的背景下，据估计，纯影响力资本远比商
业资本更为突出和重要，本手册希望帮助解决这种投资不均衡问题。

在本手册中，公共资本是指国家或次国家(特别是市级)政府机构为服务于公共利益的
商品、服务和基础设施提供的资本。公共资本应用广泛，是迄今为止最大的“不寻求回报”
资本类别。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如果各国政府将可持续发展支出列为优先事项（见上
一章“政治意愿”），公共资本往往分配给不易产生收入的重大行为，如海洋保护区(MPAs)
的建设、监测与执法。由于公共资本需要覆盖的领域十分广泛，可用性有限，因此，公共
资本往往与私人资本合作以实现更大的规模。例如,在海洋保护区融资的情况下,公共资本
可用于保护区立法与执法,而私人资本则可以发挥作用，促进海洋保护区可持续旅游业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和增加公共财政税收(蓝色融资，2015)。
虽然政府部门提供不寻求经济回报的公共融资，但通常会推动市场提供更多资本支持
(见下文债券部分)。

政府开发援助
就像各国政府在国内提供公共资本一样，一些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将拨出部
分公共资本用于政府开发援助(ODA)。政府开发援助可以从一个国家直接支付给另一个国家，
通常通过一个国家机构(这被称之为双边援助)或者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构（汇集了诸多国家
的资本）进行支付。例如，在蓝色经济领域，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主要关注渔
业和水产养殖，而国际海事组织(海事组织)则主要关注海上运输。
政府开发援助资本通常以赠款形式支付，用于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公共产品且特别具有挑
战性的项目(例如教育或公共基础设施)，商业资本不考虑投资。因此，政府开发援助是可持
续发展融资的重要工具，而且往往是混合融资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提供首次亏损资本的
情况下（见第56页：关于混合融资的说明）, 帮助商业投资者免受风险影响，为潜在投资者
提供更多项目选择。

慈善资本
慈善资本与公共资本一样，不寻求投资回报。与公共资本不同的是，慈善资本由非政府
组织提供，包括基金会和慈善机构、非政府组织、高净值个人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资源的企
业。慈善资本往往关注特定产业或重点领域，通常符合出资人的利益和优先事项。像政府开
发援助一样, 慈善资本通常项目规模较小，通过投资于其他资本提供者不关注的项目和区域
来推动可持续发展融资；但与政府开发援助不同的是，慈善资本因受制于慈善资本的使用规
则往往无法与其他资本混合使用。在许多情况下，慈善资本不能与商业资本搭配使用。慈善
资本对海洋资源投资贡献巨大，在过去10年，流入总额约达83亿美元（海洋融资，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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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债券
债券市场是全球融资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描述债券市场活动的常用术语如下：

一般来说，债务工具(如贷款和债券)是低风险、低回报资本，为借款人和投资者双方都
提供了高度自由。除最初的借款协议(条款可以非常详细具体)外，债务提供者不享有股权投
资者那样的投资影响力。与更灵活、主题导向型的股权投资者相比，债务提供者更倾向于规
避风险，远离可持续投资。但是，一旦某个产业展现出经济回报前景，例如气候变化和绿色
债券市场的扩张——规模效应机会就相当可观。全球债务市场正在加快推出绿色和可持续投
资标准。

贷款
贷款是最常见的金融工具之一，从个人和小额贷款(不超过5万美元)到数亿美元的大型企
业贷款，规模不一。贷款以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固定关系为基础，贷款人同意向借款人支
付固定金额的资本，并期望该资本在规定时间内偿还，借款人需向贷款人支付利息。因此，
根据贷款规模、还款期长短和贷款人愿意承担的风险水平，借款人需要承担贷款成
本(通常为投资贷款额的4-20%)。
贷款大致分为有担保贷款和无担保贷款。在有担保贷款中，借款人抵押某种形式的资产
作为抵押品——抵押贷款是担保贷款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借款人将购买的财产作为抵押品抵
押给贷款人，以防无法偿还（称为贷款违约）。无担保贷款一般小于有担保贷款，主要包括
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和银行透支。
贷款是主要的融资形式之一，因为其规模灵活，能够与多种资本混合使用，以提供有吸
引力的风险回报率(见下文混合资本)。如果不混合使用，贷款通常仅限于投资回报明确（借
款人有能力支付利息）且抵押品易于确定的传统产业，例如向渔民发放个人贷款以购买新船
只或新渔具。
如果回报不明确(且贷款人认为风险较高)，首选有担保贷款，但事实证明，这在许多形
式的保育和可持续项目融资中极具挑战，因为通常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可货币化资产，这就意
味着没有什么可以用作抵押。例如，在红树林碳封存项目中，红树林吸收了大气中的大量二
氧化碳，这项生态服务虽然价值巨大，但不产生现金流，对贷款人而言红树林基本上是一文
不值的资产，特别是在森林所在的土地归政府所有且没有明确资产所有权的情况下，而这又
是常态现象(Huwyler等, 2016)。因此，许多保护融资工作的重点是建立用于贷款和证券化的
资产(将抵押资产转换为可出售给其他投资者的可销售产品，这也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流动性)。
贷款可以按市场利率（由资本风险、需求和供应决定）提供，或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按
贴现利率提供贷款，即所谓的优惠贷款。优惠贷款是多边开发银行（MDB）推出的优惠机制，
用于投资负债水平相对较高的低收入国家公共部门，推进公共项目资本化。由于优惠贷款承
担较高的风险水平，因此，优惠贷款往往是混合融资的关键组成部分，与担保工具并驾齐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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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债券的借款人是发行人；
购买债券的人是持有人；
债券期限的利率为票面利率，在偿还期限内定期支付，并在偿还到期时还清债券





的初始价值；
债券的初始价值称为本金；
债券初始价值被偿还之时为债券到期日；
从债券发行到到期日的时间称为期限。

当贷款从贷款人流出，由借款人接收时，债券由借款人发行，并由持有人“购买”。
债券出售的收益随后被借款人用于投资融资，投资回报通常用于偿还借款人。作为一种
债务工具，债券和贷款一样，期限和利率都是固定的。债券是一种中间产品，这意味着
债券是一种可以自行买卖的产品，类似于债务“货币”，由于其结构和规模标准，在市场上
具有很高的流动性。根据发行人的信用评级，投资者可以自由买卖债券，债券对于投资者很
有吸引力。根据定义，债券是一种有担保的工具，以借款人的信誉为支撑。
债券可由私营部门(特别是大公司通过公司或项目债券发行)和公共部门(通过主权/政府
债券以及城市市政债券)发行。个别公司使用公司债券为新的投资融资，例如Vattenfall最近
(也是首次)发行的绿色债券，用于为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融资 (Vattenfall, 2019)。但是，
发行主权债券通常是为持续运营融资或支持政府支出。由于公共部门可以通过税收产生收入，
可以为不需要直接产生收入的项目提供资金，政府债券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保育项目。除了发
行人和收益用途外，公共债券和私人债券在结构上非常相似。近年来，企业和主权绿色债券
(其特点是明确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气候债券(其特点是明确的脱碳要求)，以及最近的蓝
色债券，都已成为保育项目和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债务工具。其中，作为绿色债券的一个分支，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蓝色债券的收益用途必须明确地与蓝色经济挂钩。与绿色债券一样，蓝
色债券要求收益用途具体、可衡量，并要求有进行影响力报告的清晰程序。
迄今为止，所有蓝色债券都是由国家(例如，塞舌尔)或国际金融机构发行的，但我们要
清楚的是，蓝色并不代表债券的结构，而是债券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即海洋可持续发展)。
未来，公司和项目债券以及影响力债券等替代结构也有可能被评为“蓝色”债券。
在绿色经济背景下，规范债券的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资质的标准已经存在，特别是气候债
券标准和绿色债券原则，为债券发行流程和针对产业提供指导(如可再生能源项目债券)。虽
然这些标准并非专属蓝色经济，但“绿色”和“蓝色”项目存在重叠之处，例如，发展沿海
地区的低碳基础设施或海上可再生能源发电。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53

股权
股权以获取投资的持股份额为基础，在风险范围和容忍度上都比债务更具变数。某
些股权（特别是风险投资）具有高风险、高回报的特点，至少有部分投资会以失败告终。
其他股权投资，例如购买信用评级极高公司的股票(见术语表)，与最保守的债务资本具
有相似的风险回报范围。股权投资规模不一，有小额投资，也有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投资
和企业收购。股权供应商大量存在，我们在这里主要探讨与可持续蓝色经济最相关的股
权融资。
如上所述，股权的概念是资产可以分割成股份，所有者可以出售股份来获得融资。
随着越来越多的股份被出售，基金、信托、公司或企业等资产会有更多的所有者(股东)，
这会影响相关资产的决策方式。公司将出售股票所得用于资产投资，推动资产增长，提
高股票价值，然后投资者可以在未来某个日期以更高的价格出售这些股票。此外，公司
会从年度利润中定期向股东派发股息。股票以及股票的买卖方式大致上分为公开交易股
票和私人交易股票。

股权投资

18

所有的公司都是从私营公司开始的，当他们通过股权获得融资时，这些资本的提供者被
称为股权投资者。当公募股权投资预期通过股票积累获得回报时，股权回报则更主要取决于
回馈给投资者的股息和其他资本分配。对一家公司的股权投资是基于逐渐成熟的渐进式“风
险投资轮次”进行的，首先是早期阶段的“种子”资本，然后是一系列渐进的融资轮次，每
一轮都对公司价值有更高的预期。一般认为，股权风险高于公募股权，部分原因是股权并不
受制于与公募股权相同的监管和指导方针。股权的流动性也远低于公募股权，一旦被收购，
就不那么容易脱手。
股权投资者通常是投资基金，而非个人，由有限合伙人(也被称为沉默合伙人)和普通合
伙人组成。有限合伙人持有多数基金，但不做任何决定；普通合伙人持有少数基金，负责交
易和基金运营(以及承担基金的财富责任)。这些基金有各自的组合目标、回报预期、风险偏
好和地域重点。基于产品组合，基金从投资者(银行、个人、发展金融机构或其他成为有限
合伙人的基金)那里获得融资，由普通合伙人运作投资于公司和项目。股权投资在可持续蓝色
经济融资中占据大半江山，包括影响力投资者和风险投资家等各类投资者。

公募股权17
公募股权通过公共交易所(股票市场)向所有人开放交易。要获得公募股权资格，公司需
要在公共交易所上市，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从私人公司转型为公共实体。此时，公司的股
票会向公众发行，股票的价值由需求决定，而需求则取决于上市公司的业绩（上市公司每季
度都会发布业绩报告）。一旦投资者(无论是个人、投资基金或其他公司)拥有一定比例的公
司股份,他们就会对该公司的业绩和经营方式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公司本身的日常所有权也会
根据所持股份的数量发生改变（有时并非自愿）。
公募股权具有很高的流动性，如果想脱手股票，几乎总会有买家接手。由于上市公司有
义务公布财务业绩信息，因此公募股权更容易受到审查。许多环境标准和原则建立在现有报
告要求的基础之上，适用于公募股权投资(特别是《负责任投资原则》和气候相关披露特别工
作组(TCFD)等)。股东积极主义和激进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明确目的是实现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
业绩变化，这在公募股权领域大有用武之地。在可持续的蓝色经济中，某些产业更有可能公
开上市，特别是规模更大、发展更成熟的产业，如旅游、能源、航运和工业规模渔业捕捞。
其他产业公司，尤其是专注于生态系统服务或保育项目，通常规模较小且有私营部门参与其
中，一般是私人持股且不进行上市交易。

17 注：当投资者提到一项投资是“公共的”时候，他们一般是指公募股权，而不是投资于公共部门或公共部门发起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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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此处的股权指的是未在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的一种公司资产类别。“私募股权”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将一家业绩不佳的公司重新
私有化，进行重组并盈利出售(这种做法过去被称为杠杆收购)。

55

资金来源

关于混合融资的说明
本文经常提到混合融资的概念，本质上是将来自不同提供者的不同类型的资本组合起来，以扩大规模
和降低风险的过程。经合组织将混合融资定义为战略性地利用发展融资，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获得
更多融资。额外融资是没有明确发展目的，也不是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发展成果的商业融资，而发展融资
是根据发展任务而部署的公共和私人融资。这种混合融资框架按目的而非来源对融资进行区分，不再强调
公共或私人行为体，而是强调发展或商业融资流(经合组织，2018)。
从本质上讲，混合融资是一种为需要资金的项目释放更多资金的方式，但对于任何一个可以凭一己之
力提供资金的资本提供者来说，需要承担的投资风险太大。公私合作是一种混合资本的常见机制，即公共
实体(如开发银行或政府机构)与私人实体(如私人股本基金或公司)合作，利用各自优势共同追求同一目
标。根据项目的需要，混合资本可以是纵向的(在固定时间为单个项目使用多种类型的资本)，也可以是横
向的(按时间分布)。例如，如果一项投资需要大量前期资本，但回报可持续的潜力有限（许多渔业投资就
是这种情况），就可以横向分散资本，前期使用慈善、公共或优惠资本，可以吸引更多的商业资本流入项
目后期，开展依赖于可持续基金支持的创收活动（EDF和杜克尼古拉斯研究所，2018）。
资本堆栈（capital stack）的关键组成部分包括担保设施、影响力夹层投资（impact mezzanine
investment）、商业股权和商业债务。在混合资本“堆栈”中，前三种的优先级低于风险规避程度更高的商
业债务。实际上，资历是一种决定谁能从投资中得到回报，以及按照什么顺序得到回报的手段，即优先级
最高的资本首先得到回报，而优先级最低的资本最后得到回报。在破产的情况下，风险（和金融冲击）被
反方向吸收。担保或首次亏损工具在混合融资中非常重要，可以吸收一定比例的投资本金损失成本，保护
资本堆栈的其他资本免受投资损失风险。同样，夹层资本可以通过缩小股权和债务之间的风险/回报差
距，向更多的资本提供者开放投资，从而降低资本成本。

我们已经从广义上确定了可持续蓝色经济可用的资本类型，本节将对资本来源进行重点
介绍，并尽可能地包括蓝色经济的资本投资规模；然而，由于缺乏蓝色经济产业的投资组合
分类信息，加上对许多私营实体没有强制披露要求，因此存在巨大的投资流数据缺口，还需
要开展大量工作才能阐明可持续海洋经济的投资现状。
一些资本提供者能够根据预期用途和当前情况部署多种不同类型的资本，而慈善基金会
等其他实体则专注于提供一种资本。本节旨在进一步说明融资固有的灵活性，并提供有关资
本提供者的背景信息。

政府部门
国内政府部门
国内政府部门(部委和政府机构，以及包括城市、州省在内的地方实体)会通过专用公
共资本为国内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不过，政府部门愿意推动公私合作，与其他类型的资本
相辅相成，以加大对政府部门优先考虑领域的投资力度。

政府开发援助机构

首次亏损
纯影响力/影响力首次资本降低更

共同投资
纯影响力/首次资本和商业资
本排名相同

商业债务

投资减少了所需的商业/私人资本

商业债务

最后

商业股权

影响力首次亏损投资

风险水平

影响力夹层投资

商业股权
影响力共同投资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商业股权

较高

还款顺序

较低

最先

多商业股权投资者的风险敞口

商业债务

夹层资本

来源：《可持续渔业投
资》(2015)，最初摘自
Mendelssohn，2013

双边援助机构通常使用非创收的公共资本为世界各地的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与国内政府
支出一样，双边援助机构也愿意混合其他类型的资金，以释放更多投资。一些援助机构还
设立了投资创收部门，旨在扩大有限的援助资本，并在援助投资中促进财务独立，提升
金融知识。政府开发援助通常基于债务融资和优惠贷款以及提供风险担保，其中一个著名
的示例是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推出蓝色经济机制，为Althelia生态圈的可持续海洋基
金提供5000万美元的信贷担保。政府开发援助机构一直在探索更具创新性的援助方式,尤
其是在支持发展蓝色经济的投资机会方面，卢森堡政府向蓝色自然资本融资机制提供资
金支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该机制寻求将蓝色自然资本发展成为银行可担保的投资机
会，进而发展可投资的蓝色自然资本项目。

为了进一步了解混合资本，世界经济论坛开发了一个描述混合资本不同方法的有用框架，包括各种融
资形式，并建立适当的支持机制(世界经济论坛，2015)。

56

57

主权财富基金
主权财富基金在本质上相当于政府部门的私人投资基金，利用国家政府部门的部分资本
在国际市场上赚取收益。不是所有国家都拥有主权财富基金，通过石油和天然气开采获取巨
额收入的资源大国——挪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沙特阿拉伯、文莱以及中国拥有全球最大
的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规模庞大，通常不会投资价值低于数亿美元的项目。主权财
富基金参与债券市场，但也进行公共和股权投资交易。近日，挪威主权财富基金就海洋和蓝
色经济相关投资提供了具体指引（NBIM，2018），但主权财富基金由于风险规避度高，在可
持续发展融资方面表现得尤为迟缓。

慈善及非政府组织

案例研究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Ventures (CI Ventures)
CI Ventures是一家投资基金，投资于中小型企
业，旨在造福生态系统和人类福祉。CI Ventures的
投资活动范围涉及森林、海洋和草原等领域，如保
护国际（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开展工作
区域的可持续农业、水产养殖和生态旅游。

慈善组织
慈善组织，特别是通过慈善基金会，为可持续蓝色经济中的慈善和非政府活动提供了大
量资金(过去10年估计为83亿美元(海洋融资，2019))。慈善基金会是诸多非政府组织的主要
资金来源之一，它们每年可以从最大的捐赠者那里获得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赠款。其他慈善形
式包括个人捐赠，一种不求回报的众筹形式。某些慈善基金会可能设有不同于慈善活动以寻
求经济回报为目标的投资部门。这些投资部门不会直接投资于可持续产品，也不会与无回报
的慈善资本协同工作，而是以追求最大化的投资回报为目标 (以支持基金会的延续)。慈善资
金有严格的使用规定，在很多情况下，慈善赠款不允许与其他类型的资本混合使用，这一点
限制了慈善资金的可持续融资。即使如此，慈善赠款依然是世界上许多可持续海洋慈善活动
资金来源的核心组成部分。

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可以被看作是一个不寻求经济回报的私募股权基金，因为它们从多个(不寻求
回报的)投资者那里获得融资(慈善组织、政府开发援助和多边机构)，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到
它们策划和管理的项目中。非政府组织根据社会和环境效益，而不是财务绩效衡量投资回报，
并且需要向他们的“投资者”(这里指的是捐赠者) 报告投资回报。非政府组织在投资于
政府部门不能或不愿投入资源的保育和可持续发展项目方面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填补了这一领域的重大空白。非政府组织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可持续金融在促进实现
社会和环境目标方面的价值，虽然非政府组织无权使用捐赠资金进行直接投资(在这方面，它
们受制于与慈善组织相同的规则)，但它们正在努力为利用慈善资源进行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这些活动建立新的独立投资基金，以推动可持续融资。一个值得关注的
例子是：总部位于美国的非政府组织Rare在全球环境基金(GEF)、荷兰开发银行(FMO)和
其他机构的支持下，建立了旨在产生影响力的Meloy基金，为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小型
渔业项目获得了2200万美元融资。该基金是Rare的全资子公司，投资决策和投资者关系由
Meloy团队内部管理，基金与Rare密切合作，共同确定储备投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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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事实：
 投资者类型：私人债务、风险投资
 投资阶段：种子期、成长初期、成长期
 资本类型：债务，准股权
 基金规模：3000万美元

项目运作方式
通常情况下，高净值人士和基金会给项目捐助款
项且没有回报预期，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对捐款的用
途都有严格要求。CI Ventures另辟蹊径，利用慈善
资金投资循环投资基金，以期获得高影响力的投资组
合机会。投资组合的收益和已实现收益返回基金，并
再投资于新的机会。因此，CI Ventures致力于反复
利用慈善捐款。事实证明，这一模式对保护国际的现
有捐助者群体很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当投资带来的
资本增长再被投资时，他们的捐款可能被投资于多个
项目。
作为一种“影响力优先”的工具，CI Ventures优
先考虑那些有望产生重大环境和社会效益的投资机会，
而不是关注基本面和其他关键风险因素。CI Ventures
主要投资处于具有经济吸引力市场且有可行商业模式
的中小型企业，他们未来有可能从其他来源获得更多
资本投资。此外，企业还必须有强有力的管理，并与
保护国际的使命和价值观基本一致。CI Ventures开
发并使用专有工具对影响力进行筛选、监测和评估。

 成立年份：2018年
 典型投资：20万-50万美元
 典型投资期限：最长5年
 地理位置：全球、秘鲁、哥伦比亚、肯
尼亚、南非、印度尼西亚
 蓝色经济目标产业：可持续水产养
殖、渔业、海洋技术

项目参与者
 保护国际
 慈善和私人捐赠者(未披露)
项目内容
CI Ventures致力于通过投资为中小企业提供
资本和配套资源(包括技术援助)，充当填补保护融
资“缺口”的桥梁。这些投资旨在通过提升“投资
准备就绪度”，以便在未来获取多种来源的更多投
资。CI Ventures成立的目的是为具有较高保育价
值但缺乏主流投资的传统市场和新兴市场提供融
资解决方案。

除贷款资本外，CI Ventures还向企业提供技术援
助和利用保护国际网络的机会，以提升企业实现增长
并产生影响力的机会。
该基金计划在10年内投资100宗交易，并向投资伙
伴再募集2亿美元。为此，基金已经成功地吸引了共同
融资，从最初的130万美元投资中又撬动了790万美元。
投资示例：
JALA是一家由女性领导的科技初创企业，通过
改善水质管理，帮助印尼虾农提高产量，增加环境
和经济效益。CI Ventures向JALA投资了15万美元，
这个基于收入的融资机制为公司提供了非稀释性资
本来源，满足公司发展初期的资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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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机构

其他多边机构

国际金融机构(IFIs)是多个国家为支持发展而成立的金融机构，包括多边开发银行
(MDB)、区域开发银行、双边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国家而非公司发放贷款，他们关
注的项目和产业范围广泛，对保育和可持续项目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国际金融机构通常设
有多个部门，以不同的方式开展投资。部分国际金融机构有赠款机制，其结构类似于多边
机构(见下文)支付不求回报资本的方式。几乎所有国际金融机构都有优惠贷款安排，以低
于市场的利率向某些(通常是低收入)借款国提供资金。

包括联合国计划和组织在内的其他多边机构会向需要技术援助的国家提供赠款和援助，以
及提供资源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这些机构主要提供不求回报的投资资本，但也有例外情况：
全球环境基金(GEF)通过非赠款投资模式提供投资资本，例如，对影响导向的Meloy基金的早期
投资。自2009年以来，对海洋的双边和多边援助总额已达54亿美元(海洋融资，2019)。

发展金融机构(DFIs)与多边开发银行密切相关并常常与之捆绑在一起。发展金融
机构亦是多边机构，由于资本结构不同，它们以低于商业银行的商业利率对中等收入
国家的私营部门进行投资。发展金融机构的资本结构有助于它在难以开展纯商业融资的
地区进行投资，因此在促进投资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发展金融机构的资本通常作为混合
资本堆栈的组成部分，配合其他类型的资金降低投资风险。发展金融机构与多边开发银
行依据同样的广泛框架运作业务——例如,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开发协会(分别针
对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的多边开发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DFI)在“世界银行”的框
架下开展工作(包括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其他融资工具)。捐助国通常不能接受多边开发银
行和发展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一般来说，多边开发银行和发展国家融资机构通过债务
而非股权机制进行融资。
近年来, 多边开发银行宣布将致力于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包括亚洲开发银行50亿
19
20
美元的健康海洋行动计划 ,欧洲投资银行25亿美元的可持续蓝色海洋战略 以及世界银
21
行由瑞士信贷管理的2860万美元的蓝色经济体可持续发展债券 。多边开发银行的许多
新资源侧重于建设新的废物管理能力，以处理海洋塑料垃圾，所有这些都表明，多边
开发银行愈发关注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

包括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UNEP FI)和联合国全球契约等机构明确强调将提供更多
的企业和投资者融资，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201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开始主办
“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原则”，逐步增加新的签署机构，开发新的方法，提升融资原则的产业
针对性，从而推动金融机构将融资原则付诸实践。

私人融资
股权投资者
顾名思义，股权投资者主要通过股权进行投资，但是，许多投资基金除了购买股票外，还
会利用贷款实现理想的风险回报。因此，许多投资基金，为了简单起见，在这里统一归为私募
股权投资者，实际上都采用了股权和债务组合投资。

影响力投资者
影响力投资者在可持续蓝色经济领域越来越常见，近年来，包括Althelia Ecosphere和
Encourage Capital在内的诸多著名机构进入该领域的投资市场。影响力投资者除了寻求社会
或环境回报外，还寻求财务回报，但通常会在单个项目中同时使用这两种方式，以获得理想的
风险调整后回报。因此，个别基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受任务驱动的，通常会面向某一特定产业，
如渔业或保护区。到目前为止，影响力投资在蓝色经济领域所占份额相对较小，没有规模超过
1亿美元(实际投资额可能更少)的投资流入，究其原因并不是投资者群体缺乏兴趣；事实上，
聚焦海洋蓝色经济的影响力基金正在大量涌现，就连老牌基金也纷纷表示有兴趣投资蓝色经济
相关项目。影响力投资者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具有吸引力投资主张的可用项目，要么是因为
这些项目风险太高，要么更多的是因为项目规模太小，而影响力基金通常愿意为50万美元起步
的项目投资。
然而, 对较低经济回报的容忍度以及影响力资本能够与其他资本混合使用以获得更大效益
的能力(尤其匹配多边开发银行贷款)推动影响力投资者在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的早期阶段发挥
关键作用，如果投资的前提条件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特别是金融知识和商业规划，将有更多
的影响力投资流入蓝色经济。

19 www.adb.org/news/adb-launches-5-billion-healthy-oceans-action-plan
20 www.eib.org/en/press/all/2019-283-the-eib-commits-eur-25-billion-for-the-sustainable-blue-economy#
21 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9/11/21/world-bank-and-credit-suisse-partner-to-focus-attentionon- sustainable-use-of-oceans-and-coastal-areas-the-blu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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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者

案例研究
Circulate Capital海洋基金
Circulate Capital成立于2018年，旨在投资南
亚和东南亚的废物管理和回收设施建设，南亚和东南
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洋塑料废物来源地区。
Circulate Capital旨在通过地方合作、创新、政策
工作和供应链，尽可能地减少海洋塑料污染。该基金
投资于三大领域：废物收集；分拣/处理；以及回收/
终端市场。

关键事实：
 投资者类型：风险投资
 投资阶段：早期、创业
 资本类型：股权、准股权、债务
 基金规模：1.06亿美元
 成立年份：2018年
 典型投资：大于200万美元
 典型投资期限：超过5年
 地理位置：主要分布在印度、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蓝色经济目标产业：废物管理

项目参与者
美国国际开发署、海洋保护协会、百事可乐、
宝洁、陶氏、达能、联合利华、可口可乐和雪佛
龙菲利普斯化学公司。

项目内容
该基金为废物管理项目提供前期(种子期后)资
金，支持项目开展第二轮融资并在成长期验证商业
模式。鉴于其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发展足迹，该
基金希望根据当地情况投资各种废物管理业务模式。
该基金及其投资者通过投资提供技术专长和成长支
持，以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和废物管理解决方案。
迄今为止，已对200多个项目进行了投资评估，首批
交易计划于2020年初启动。
项目运作方式
Circulate Capital的结构相对独特，其投资者
都是塑料领域富有经验的领先品牌——他们除了向
基金投入资金外，还贡献技术和采购专业知识，以
帮助投资组合扩大规模并产生最大影响。因此，该
基金能够利用其支持者的技术专长，调整贷款结构，
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而投资者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只寻求较低 (个位数) 经济回报。2019年6月，
Circulate Capital宣布与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
达成一项投资担保协议，支持该基金构建混合交易，
大大降低了投资风险。基金在技术专家委员会支持
下进行投资决定，该委员会包括废物管理方面的主
要学者和非政府组织，以确保投资符合环境、社会
和治理(ESG)方面的考虑。最终，该基金寻求与其他
私人投资者和家庭基金展开共同投资，以加快该地
区废物管理解决方案的发展步伐。

与影响力投资者不同，风险投资者不愿意用降低经济回报来换取更高的社会和环境效
益。相反，风险资本(简称风投)青睐于投资多种项目或产品(尽管通常属于同一产业，例
如技术)，并预期其中许多项目会以失败收场，但成功的项目将表现得格外出色，具有高
增长率和可观回报，可以抵消其他项目的失败损失。这种高风险、高回报策略对经济回报
有很高预期，难以应用于保育项目，尽管风险资本可以在培育蓝色经济新的初创企业和海
洋技术方面大展身手，例如风险资本非常适合在机器人监测生态系统或创新型可再生能源
领域同时投资许多项目,从中找到可以实现产业变革的突破之星。
专注于海洋经济的风险投资者更是少之又少，而且与影响力投资者存在重叠之处，因
为从定义上看，关注蓝色经济看重的是“影响”。 然而，一些寻求将影响导向型风险投
资与其他投资工具（如项目加速器或“蓝色产业集群”）结合起来的混合实体已经将更多
风险资本带入了这一领域。著名的实践案例包括冰岛海洋集群对其培养的学生项目的投资，
以及Katapult ocean的加速器计划，该计划的部分投资主要关注蓝色经济的技术创新(见
案例研究)。

商业银行
商业银行在融资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处理交易、提供账户和提供财富管理等多种重要角
色。
我们此处要重点探讨商业银行通过向不同产业的私营企业提供贷款而发挥的融资
作用。商业银 行的贷款可用于从项目融资到建设和经营融资，再到再融资(即以更有利
的条件对部分偿还的现有债务进行重组)的多种方式。
商业银行在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活动中的真实规模取决于可持续蓝色经济所包含的产
业界
定。荷兰商业银行特别注重投资可持续蓝色经济，ASN银行、Triodos、荷兰合作
银行和荷兰银
行对蓝色经济融资的贡献也得到欧盟的认可(欧盟委员会，2018)。渣打
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等其他银行率先规划了蓝色经济
领域的潜在投资机会，或在塞舌尔蓝色债券（Seychelles blue Bond）等早期蓝色经济投
资模式中提供上述银行服务。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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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基金
养老基金是一种金融产品，将个人的养老金缴款集中起来用于低风险投资，为退休做储
蓄准备。因此，养老基金长期持有大量投资者的储蓄，是规模最大的资本来源之一。数据显
示，经合组织区域内的养老基金2018年持有资产达27.6万亿美元。Willis Towers Watson的
数据显示，全球养老基金资产高达40.1万亿美元。
养老基金规模庞大，眼光长远，倾向于投资提供低风险且经通胀调整后的回报的大型项
目(超过5亿美元)。尽管养老基金经常出现在项目债券以及港口、酒店地产等沿海基础设施的
大规模投资中，但它们在蓝色经济领域的应用却乏善可陈。吸引养老基金资本更多地参与可
持续蓝色经济的关键是找到足够大规模的项目，并展示出比传统的股票和债券投资更具有竞
争力的风险和回报水平。这样做不仅会增加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资本流动，也会推动将可持续
蓝色经济原则纳入从养老基金购买养老金计划的公司运营中。

众筹
众筹是新近崭露头角的资本来源，利用互联网聚集大量人群的能力来为项目提供资金支
持。从本质上讲，众筹的运作方式与传统投资十分相似，要么是通过股权模式，让很多人成
为股东，要么是通过债务模式，让很多人成为债权人。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规模，典型的个
人出资要远远小于传统投资者的出资，但可以通过资本聚集达到可行规模。极富吸引力的项
目能够聚集大量资金，但这种模式能否成功依赖于受欢迎程度，所以不是可靠的投资来源。
然而，众筹的多变性能够弥补投资中“缺失的中间环节”，即小额信贷(低于5万美元)和较
小影响力投资(高于50万美元)之间的差距，这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关于保险的说明
与本章所探讨的其他资本提供者不同，保险并非资本提供者。但除了在投资前提条件章节中概述的内容
外，我们也有必要探讨一下保险在促进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这主要表现在两个不同方
面：一是运用保险手段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以及在非传统环境下如何做到这一点；二是气候变化给保险业本
身带来的挑战，以及这与海洋核心作用之间的关系。
保险是一种必要的风险缓释工具，可防止因损害、不当行为或营商环境的其他变化而造成的财务损失风
险。在世界许多地区以及感知投资风险高的项目中，这种保险可以在降低风险、释放贷款和其他形式的投资
资本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GIZ, 2017)。然而，保费可能高到令人望而却步，从而导致个人和企业暴露于
风险之中，抑制持续发展。AXA XL和Willis Towers Watson是著名的保险公司，致力于提升保险能力和知
识，开发产品和服务，以扩大保险覆盖范围(也称为减少覆盖缺口)。
另外，保险业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即使不是最大的挑战，也是其产业面临的一大主要挑战(安永，
2008)。保险业通过共同努力改进预测模型，现在处于有利地位，能够了解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和后续保险机
会，并应用新机制来应对这些风险，同时将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以前没有保险的新社区。参数保险的应用是
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参数保险，又称指数保险，是指投保人的赔付条款取决于由指数用数字定义的触发事
件的发生。由于数据可得性和风险模型方面的进展，参数保险在高度复杂的环境事件上的应用有所增加。参
数保险作为一种工具，将依赖海洋经济的社区面临的经济损失风险转移到市场。发展这些新的保险机制不仅
提供了缓解气候风险财务影响的方法，而且帮助世界上拥有最少资源的社区和地区实现自我保护，例如，为
加勒比渔业开发的海岸模式（CCRIF SPC，2019）。特别是由于珊瑚礁、红树林、海草草甸、盐沼、沙丘和湿
地对沿海经济及其保护至关重要，这些生态系统很可能是发展新参数保险的候选对象，未来，海运、渔业等
产业也可适用于参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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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模式

本章旨在概述可持续蓝色经济投资现有的投资融资模式，重点介绍的投
资模式能反映前一章中所介绍的资本类型，并将其分类为纯影响力投
资、债务投资、股权投资和混合投资，并在混合投资类别下列出了其他
替代结构。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包括所有投资模式，而是选择与蓝色经济切实相关
的投资模式，并简要概述了每种模式的结构、规模、应用、局限和未来
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的潜在应用。

模式

页码

纯影响力模式

70

赠款

70

企业社会责任(CSR)投资

72

债务模式

74

小额贷款

74

循环贷款基金

76

银行贷款

78

保护影响力债券

80

项目债券

82

主权债券

84

股权模式

85

影响力投资

85

种子融资

87

众筹投资

89

混合模式

91

保护信托基金

91

碳信用额计划

93

债务互换

95

为了帮助说明不同投资模式在蓝色经济中的应用，我们开发了一个热图，来证明本文涵
盖的主要投资模型与蓝色经济部门之间的拟合优度，以了解投资规模、风险和风险容忍度以
及潜在回报等方面的平均兼容度。
投资模式和投资项目之间的风险容忍度差异或兼容度越大，图中的数字就越大，方块的
颜色就越蓝。如果风险容忍度相似（例如，投资模式和投资项目在规模、风险和回报方面有
着类似的需求），热图中的数字就会很小，方块就会显示绿色。
由于混合模式在本报告涵盖的所有蓝色经济产业中应用十分有限，所以混合模式被排除
在热图之外。我们希望通过热图为蓝色经济产业就当前可以采用的投资模式提供一些指示，
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图所使用的数据有限，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仅作示例。
包括投资模式的普及程度、使命的一致性以及感知风险和实际风险之间的差异在内的诸
多变量没有纳入考虑范围，但这些变量会影响投资的可能性。例如，虽然按面值计算的保护
影响力债券看起来很适合工业渔业，但实际上，银行贷款对渔业等传统产业的普遍性和适用
性意味着银行贷款是更有可能使用的融资工具。关于热图的更多信息以及热图的创建方式，
请参阅本报告结尾处的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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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匹配度

低匹配度

纯影响力投资
赠款

企业社会
责任投资

债务投资
小额贷款

循环贷款
基金

小额
银行贷款

保护影响力
债券

股权投资
项目债券

主权债券

大额
银行贷款

影响力投资

种子投资

债务互换

众筹

自然资本

生态系统服务

例如，红树林修复
自然基础设施

例如，湿地修复
工业规模渔业

例如，购买新的船舶

海洋商品

小规模渔业

例如，Meliomar投资

水产养殖

例如，养殖场扩张
海洋生物勘探

例如，海洋生物制药
自然基础设施

例如，沙引擎
滨海和海洋生态旅游

例如，生态酒店

海上交通运输

海洋及滨海开发

例如，船舶翻新
可再生能源：风能

例如，GODE风电场
可再生能源：潮汐能

例如，启动安装
可再生能源：波浪能

例如，公司首次公开募股
可再生能源：浮式太阳能

例如，种子科技投资
废物管理

例如，回收创新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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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影响力投资

赠款的一大优势在于非常适合为推动未来资金流动的工作提供融资支持，特别是创造对
投资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某些地区可能缺少这些投资条件）。例如，在很多国
家，赠款融资支持的工作促成了新政策框架的制定，有助于实现可持续管理，推动投资流动。

赠款

来自慈善机构、政府开发援助和企业的赠款是海洋保育现有的主要资金来源，也是致
力于发展可持续蓝色经济的社区、非政府组织和早期企业的重要资金资源。赠款没有财务
回报预期，在商业融资不愿考虑的项目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对于缺乏收入来源或
处于发展最早期阶段的项目更是如此。尽管赠款举足轻重，但在实现向蓝色经济可持续融
资转型方面仍存在诸多挑战。


投资规模：5万—5000万美元



预期回报：不适用



风险容忍度：不适用



资本提供者：慈善事业、政府开发援助、企业



适用投资：不同产业的前期(投资前)项目；特别是与保育有关项目


关键例子：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Ventures (将赠款用作投资资
本)；为蒙特利湾水族馆研究所(MBARI)提供资金支持金

赠款虽然具有明显优势，但也给项目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赠款通常有固定
期限，在一定期限内支付赠款且不能保证在这一期限结束后是否会续签赠款。因此，在某些
情况下，所取得的进展和作出的变革在没有续期赠款的支持下就会土崩瓦解。在没有将新专
业知识或工作方式制度化的项目中，这种情况更加严重。赠款还可能妨碍财务可持续发展，
因为它们可能造成资金依赖，破坏项目的长期健康。
未来最大的赠款机会以及利用赠款资本实现更大效益的方法都来自于将赠款资金与其他
形式的资本结合使用。目前，赠款资金往往局限于特定项目或方案，不允许与其他资金混合
使用。尽管如此, Conservation International Ventures等企业采取的初步措施表明，
发挥赠款的巨大作用，推动实现更远大的蓝色经济投资目标，可以为未来增长创造巨大
机遇。
延伸阅读
“海洋融资”编制了有用的地图资源（定期更新），重点介绍已知的海洋赠款资金：
https://fundingtheocean.org/funding-map。

大多数赠款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一年（除某些例外情况外），赠款要么是捐助方基于想要执行
的特定概念主动提供，要么是组织根据想要获得资助的理念主动寻求。海洋可持续项目赠款提供
者分为三类：慈善组织(特别是通过高净值个人和慈善基金会)、公共部门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
(ODA)，以及企业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的赠款(有别于本章后面提到的有间接回报预期的企业社
会责任投资)。尽管三个类别的融资获取方式存在一些差异，但无论提供者是谁，赠款的使用模
式基本一致。
赠款，以及更广泛的慈善事业，在规模上差异很大，向领先机构提供的最大一笔赠款金额高
达数千万美元。然而，赠款的可用性仍然有限，没有足够的赠款来支持世界上所有的保育和可持
续发展活动。世界上许多最著名的海洋相关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包括蒙特雷湾水族馆研究所
(MBARI)，很大程度上依赖赠款资助工作。赠款往往附有非常严格的报告和基于结果的管理要求，
以确保实现有针对性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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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企业社会责任(CSR)是一种企业慈善形式(有时称为企业捐赠)，即企业通过投资于不寻求
经济回报的资本来实现社会和/或环境效益，与纯赠款的区别在于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间接惠益
于企业业绩(例如，通过促进新市场开发或优化供应链)。虽然近年来，企业在新兴市场推动
培养新技能和技术专长，同时投入资金抵消负面的社会或环境影响，但是企业社会责任投
资主要还是围绕企业的相关供应链进行。

投资规模：每家企业每年约2350万美元(慈善援助基金会，2018)

预期回报：无直接经济回报，但有间接效益

风险容忍度：高，通常是为了降低供应链或市场地位的关键风险

资本提供者：大型企业，包括零售商(例如，Sainsbury’s)和消费品公司(例
如，联合利华)

适用投资：所有产业，特别适用于供应链产业(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渔业、
水产养殖和废物管理);

关键例子：玛氏珊瑚礁修复(www.mars.com/news-andstories/articles/coral-reef-rehabilitation)；海洋交易所：
(www.oceanexchange.org)

因此，需要关注企业捐赠应用的背景，企业实体的捐赠动机以及这些动机是否与可持续发
展保持一致。支持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关键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包括支持可持续发展的健全法
律框架、界定可持续行为的强有力监督机制和标准，以及确保企业对其投资负责的有效保证框
架。企业社会责任投资的主要来源是大型企业，最新研究显示，英国主要上市公司富时100指数
（FTSE 100）成员的平均投资额为2350万美元。大型零售商（尤其是超市）以及消费品公司积
极解决塑料垃圾问题就是企业社会责任投资于蓝色经济的一个显著例子。
虽然蓝色经济中的许多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都集中在供应链干预上，但是也有诸多投资
机遇可以扩大现有供应链活动（例如，玛氏通过关注生态系统恢复，更深入的理解企业供
应链的影响因素）以及确定新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领域，例如，公司有大量机会将企业社
会责任资源投资于航运业脱碳和减少船舶的环境足迹——例如，Wallenius Wilhelmsen预
计，到2050年有可能提供零排放物流服务，并携手合作伙伴通过Ocean Exchange实现脱碳
目标（Wallenius Wilhelmsen，2018）。同样，全球能源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投资还可用
于分享经验教训以及建立海外可再生能源新市场。

延伸阅读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虽然对企
业社会责任与蓝色经济关联的专项研究相对有限，但是有大量资源可以释放企业社会责任的优
势、影响以及公众和股东对其的感知价值，进行全球公司评级和排名的CSR Hub就是其中一项
关键资源。

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重要的不求回报的投资模式，广泛应用于蓝色经济中。企
业社会责任可以投资于蓝色经济的所有产业(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优先事项)，
但主要关注蓝色经济与企业供应链相关的产业，如航运、渔业、水产养殖和废物管理。
消费品公司玛氏(Mars)的珊瑚礁修复项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玛氏认为这是一项重要
投资，不仅因为可以推动实现环境保护目标，而且因为珊瑚礁是包括金枪鱼在内的多种
鱼类的养育场所，而玛氏旗下宠物护理部门需要大量的金枪鱼供应。这种战略可以间接
获取投资回报——减少公司的长期风险敞口（对于玛氏公司即是供应风险）。企业社会
责任越来越多地被企业用作开拓新市场的一种手段，例如投资于基础设施或教育。然
而，由于企业社会责任不受监管，且对实体如何披露企业捐赠不设要求，这种模式可能
会受“漂绿”影响，特别是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象征性投资来抵消企业对环境的有害
影响。例如，许多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公司在西非国家（尤其是尼日尔河三角洲）大量开
展企业社会责任投资，推动环境快速恢复，以抵消采矿业的有害影响(Uduji&OkoloObasi，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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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7年，全球仍有17亿人没有银行账户，尤其是在孟加拉国、中国和印度。因此，
扩大普惠金融服务依然存在巨大机会，特别是通过科技手段——三分之二没有银行账户的成
年人拥有手机(Demirgüç-Kunt等，2018)。与此同时，世界上许多地区，特别是非洲(鱼产品
净进口国)，在渔业和水产养殖方面具有强劲的增长潜力。提供小额贷款，配合公共和慈善行
动，持续改善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可以推动农村和沿海社区获得短期贷款，从而摆脱贫
困，并逐步获得更大规模的融资，特别是影响力投资。

小额贷款

小额贷款是目前规模最小的金融工具，旨在将世界上的赤贫群体纳入金融体系。虽然
存在基于股权的小额贷款，但小额贷款通常是以无担保的债务形式提供(利息支付相对较
高)，既可以是商业银行提供的营利性贷款，也可以是作为小额信贷机构(MFI)的非政府组
织和成员组织(MBO)提供的非营利贷款。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现有7000多家小额贷款机
构，未偿还贷款额高达70亿美元。







Grameen Bank为成功开展包容性的小额贷款提供了一种有效方法
(www.grameen.com/method-of- action)，为如何避免上述小额贷款的一些常见陷阱提供了指
导。

投资规模：低于5万美元(在新兴市场通常少于1000美元)
预期回报：全球平均37%，有的甚至高达70% (MacFarquhar, 2010)
风险容忍度：高，通过利率体现
资本提供者：商业银行、成员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适用投资：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生态旅游和废物管理的当地应用
关键例子：商业银行：Grameen bank，
(www.grameen.com)；非政府组织：SIFFS(www.siffs.org)

捐赠

投资者

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小额贷款已被应用于小规模渔业和水产养殖，特别是用于购买新
船只或渔具的资本支出，以及用于购买水产养殖饲料的业务支出。小额贷款的主要市场包括
印度次大陆和非洲，但小额贷款的原则及应用具有普适性。小额贷款并非没有批评之声，最
新文献表明，小额贷款的成功高度依赖于几个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见第三章) (世界银行，
2017)，其中最主要是具有更多参与者的更广泛生态系统，以创造普惠融资，包括支持性公共
补贴、获取其他金融产品(尤其是储蓄账户)，以及至关重要的是，提升终端用户的金融素养 。
对于渔业和水产养殖来说，小额贷款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将贷款提供与可持续渔业捕
捞联系起来，这与产业的盈利能力直接相关。此外，许多小型渔场难以摆脱中间人来获得经
济独立，中间人通常既提供贷款，又从渔民手中购买鱼产品；所以，小额贷款需要结合当地
社区的情况开展工作，并密切关注当地改革融资渠道和取得长期成功的事态变化。南印度渔
民协会联合会(SIFFS-www.siffs.org)的示例说明，小额贷款可以在给予初级生产者更大的
产品控制权方面发挥作用。

1

1

2

小额信贷机构(MFI)

3

6

渔场

4

5

3

6

2

在投资期限内，投资者将获得利息回报。

3
.
3

家庭

渔民

4

4

5

1

捐助者提供不求回报的资金来帮助建立
小额信贷机构。投资者向小额信贷机构
提供投资资金。

6

5

小额信贷机构向当地企业和其他借款人
提供小额贷款，并约定还款期限。

4

当地企业或借款人将资金汇集成当地MBO。

5

成员组织根据需要向当地企业和借款人
释放储蓄，以支持贷款偿还。

6

当地企业和借款人偿还小额信贷机构的利
息通常高于平均贷款的利率，因此使小额
信贷机构对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成员组织(MBO)

延伸阅读
MIX market (www.themix.org)提供有关普惠金融和小额贷款的全面数据，并携手
Global Findex Database就小额贷款状况提供研究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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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循环贷款基金已经应用到了蓝色经济的渔业领域 (而且还有推广空间)，但
在陆地上，诸多循环贷款基金致力于能效投资和减排项目。因此，循环贷款基金在蓝
色经济的潜在应用可以扩大到包括促进航运能源效率和脱碳的多种项目以及以社区为基
础的投资之中，以提高沿海旅游、鱼类加工或废物管理设施的能源效率。更广泛地说，
循环贷款基金非常适合社区项目，是资助社区监测海洋保护区、沿海清理和废物管理工
作或红树林修复的重要工具。

循环贷款基金

循环贷款基金(RLF)，有时也被称为绿色循环基金，向无法获得资金的小农户和小企业
主提供贷款。在这方面，循环贷款基金与小额贷款有一些共同之处。在循环贷款基金中，贷
款从中央基金中拨付，在个人偿还贷款时予以补充。一旦资金得到补充，基金就可以向其他参
与者发放新的贷款，从而实现“循环”。与小额信贷一样，循环贷款基金的风险容忍度较高，
在借款条件(包括接受何种抵押品)上比传统贷款机构更加灵活。







投资规模：一般是“缺失的中间投资”，2万-300万美元
预期回报：一般为5-8%
风险容忍度：非常高
资本提供者：专业贷款基金。可能是更广泛的保育信托基金的一部分。
适用投资：中小企业和各行各业中需要资金但无法吸引主流融资的行
为体(特别是渔业，但也包括社区保育项目和保护区)
关键例子：加州渔业基金

4

社区项目

2
3

循环贷款基金在全球应用广泛，为因规模太小或风险太高而无法获取商业银行贷款
的社区、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循环贷款基金属于 “缺失的中间投资” ，通常向不求
经济回报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最小投资额在2万美元左右，最大投资额在300万至500
万美元之间。贷款应在项目到期时偿还，如果发生违约，贷款通常会被免除。到目前为
止，循环贷款基金更多地应用于陆地项目，在可持续蓝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但渔
业是一个例外情况，因为循环基金能够向寻求更新船只、渔具或购买捕捞配额的渔民提供援
助。加州渔业基金是渔业专项循环贷款基金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循环贷款基金通常由慈善组
织、政府资助和私人投资混合提供资金。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和世界银行在内的一些多边组织
将参与循环贷款基金。许多循环贷款基金在社区层面进行管理，由当地的利益相关者决定基
金的接受者，对这类社区主导基金需要进行审慎监督，向投资者保证负责任地使用基金。
虽然循环贷款基金比传统融资更加灵活，但在某些情况下也需要抵押品担保，尽管对抵
押品的要求比商业机构更加灵活。例如，加州渔业基金在向渔民发放贷款时，接受渔具、船
只、配额和个人担保作为抵押(Community Vision, 2019)。为了支持在海洋环境下的积极发
展，循环贷款基金的关键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包括在海洋环境运营的法律保障以及即使没有
回报预期也能为项目提供担保的上述要求。对于社区管理的基金，培养和加强金融知识和严
谨性是循环贷款基金成功的关键所在。

社区管理的循环贷款
基金

1

纯影响力资金投资于社区管理的循
环贷款基金。

2

循环贷款基金支持发展保育项目。

3
.
1

4

项目收益返还给循环贷款基金。

继续投资新项目。

纯影响力资本

摘自：Orskov Foundation(2019)。

延伸阅读
世界银行为社区主导的循环贷款基金制定了有些过时的最佳实践指南：http：
//siteresources.worldbank.org/INTCDD/Resources/mf4.pdf。
美国经济发展署(US Economic Development Administration)关于循环贷款基金推
动经济发展项目的指南：www.cdfa.net/cdfa/cdfaweb.nsf/pages/edarlfprogram.html。
了解关于加州渔业基金的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s：

//communityvisionca.org/cafisheriesf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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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

银行贷款是最常见的金融工具之一，也是项目早期重要的融资工具，前提是借款人有
财务偿付能力，并且由于银行贷款通常是无担保的，因此，借款人必须有明确的贷款偿还
手段。对于大多数项目来说，如果有明确的贷款偿还手段，并且银行可以在特定市场(偏
远社区和一些新兴市场的限制)提供贷款，那么贷款就是一种直接且通常是最可取的融资
方式。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贷款不适用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诸多方面，特别是需要募
集新资金的领域。





银行贷款适用于蓝色经济的诸多产业。但是，上述问题为海洋经济新兴产业获取商业贷款
设置了重重障碍。此外，商业贷款本身往往不需要贷款人采取可持续实践。然而，人们日益
认识到，贷款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改变企业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行为，从而改进某些产业
的运营。旨在促进航运可持续发展的“波塞冬原则”(Poseidon Principles)就是银产业发挥
影响的示例之一。
以制定《负责任投资原则》和《可持续保险原则》而闻名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UNEP FI)最近制定了《负责任银行的原则》(www.unepfi.org/banking/bankingprinciples)，
概述了贷款机构可以开展的关键措施和活动，以更好地将可持续发展纳入投资决策，改善银
行对环境的影响，助力银行与客户共享繁荣。

投资规模：中等至大型投资
预期收益：利率一般为4-20%，视贷款规模和市场而定
风险容忍度：中等
资本提供者：商业银行

适用投资：借款人证明偿还贷款能力的最“主流”项目。在蓝色经济中，这意味
着现有的银行贷款适合于不采取创新行动的传统产业，例如，贷款给主流渔业公司或
沿海度假胜地。

商业银行贷款原则上广泛适用于诸多蓝色经济产业及其运营企业，为不同规模的企业
提供定期、中期和长期的融资选择。银行贷款附有利率和还款计划。例如，银行贷款可以
帮助企业解决现金流问题，同时也可以为高资本基础设施的投资提供前期资金。因此，银
行贷款是一种债务工具，可连本带利偿还。银行贷款可以“有担保”( 如果借款人违约，一
开始就协定好以资产形式的抵押品来支付)，也可以“无担保”(不需要担保)。后者通常是
个人贷款。银行贷款大体上可以分为小额个人贷款(最高100万美元，用于小企业或抵押贷
款)和大额企业贷款(多为几千万美元)。
在评估项目的适用性时，贷款人会仔细审查企业的财务可持续性和项目可行性，可能包
括审查业务战略、现金流和其他领域。因此，如果盈利能力和现金流未经证实(导致银行对
贷款偿还能力缺乏信心)，小型企业和初创企业很难获得商业银行贷款。在不确定的金融环
境中，例如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企业偿还贷款的可能性存在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越来越不愿
提供信贷，对借款公司的规定也越来越多。
因此，贷款拨备的主要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包括：良好的业务运营、丰富的金融知识和
完善的商业规划以及抵押品的可用性或现金流的稳定性。如上所述，投资环境也会影响银行
提供贷款的意愿。要使银行贷款更适合蓝色经济的发展，关键是要提高借款人对可持续项目
的认知，了解蓝色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差异以及降低投资感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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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影响力债券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可以从本地扩展到全球。从理论上讲，影响力债券可
以用于任何经过共同商定、具有充分可靠的监测和数据评估技术的项目。基于自然的基础设
施是推广使用影响力债券的关键机会，可以将减少的土地损失和洪水风险作为衡量标准。

保护影响力债券

保护影响力债券(CIB)或环境影响力债券(EIB)是指私人资本根据议定的可衡量保
护结果，预先投资于保护倡议或计划的一揽子金融方案。保护影响力债券类似于“按
成功付费”(PFS)和“按绩效付费”(PFP)，即投资者为环境或保护计划提供资金，签
约方根据议定和规定的结果为服务付费。投资对象与政府部门、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
织合作，支持交易结构。当议定的保护结果得到证实时，投资者将得到投资回报。









投资规模：中等
预期回报：低至中等
风险容忍度：中等
结果资助者：基金会或慈善家；国际金融机构；政府部门；非
营利组织；公司赠款。
投资者：基金会或慈善家；影响力投资公司；银行；投资基
金；机构投资者。
服务提供者：非政府组织；社区
适用投资：渔业；碳封存；自然基础设施
关键例子：路易斯安那湿地环境影响力债券

2
3.

(www.edf.org/sites/default/files/

1

结果资助者（例如政府，非政府组织，公用事
业）决定了结果合同，同时给以环境影响为目
标的中介支付服务费。

2

中介设计和架构债券交易，并且寻找投资者。

3
1
4

投资者提供预付资本。

5

环境效应得到实现，之后通过第三方评估组织
得到估计。

6

评估组织向结果资助者确证环境效应。

7

结果资助者基于环境效应的实现程度，再次
向投资者支付包括财务收益在内的资金。

中介和服务提供者签署合同来执行保护活动。

documents/EIB_Report_August2018.pdf)，犀牛影响力债券。

近年来，人们愈发重视结果导向型的投资和融资工具，因为它们有潜力吸引私人资
本参与保护融资，并弥补“保护融资”的缺口。由于投资者只有在项目成果实现的情况
下才能获得回报，因此降低没有成果的风险是设计宗旨之一，进而提升成果，推动创新
并引入更多资本流入。原则上，这样就能更有效地实现保育成果。保护影响力债券的参与
者通常包括私人投资者、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CBO)(或保护服务提供商)，以及一旦
实现债券的议定成果而为其提供资金的机构——通常是政府部门、慈善家或非政府组织。
影响力债券的成功高度依赖于能否准确地衡量债券所要达到的具体结果。因此，影响
力债券发挥这一作用的前提条件是有足够的技术和知识能力来准确地比较前后影响，以便能
够适当地评估债券所依赖的议定结果。保护影响力债券旨在将环境目标结果在未来所节约
的成本货币化（在确定投资结构时，通过绩效指标进行定义，例如，因执法力度加强所覆
盖的海洋保护区比例）。成本节约源于实施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保护计划。一旦环境目标
得到实现和验证，投资者可以连本带息收回资本。但是，如果与业绩指标相比，干预措施表
现不佳，那么投资者将会获得很少利息甚至没有利息。2016DC水务融资（用于管理水资源的
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是影响力债券在绿色经济中应用的一个关键案例研究。虽然影响力债券
在蓝色经济中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但有证据显示影响力债券原则适用于滨海生态系
统，以提升滨海的韧性与保护 (Herrera等，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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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CPIC EIB蓝图

延伸阅读
EDF路易斯安那州影响力债券：http://cpicfinance.com/wpcontent/uploads/2019/01/CPIC-Blueprint-Case-Study-Environmental-ImpactBond-for-Coastal-Green-Infrastructure-by-Environmental-Defense-Fund.pdf
犀牛影响力债券：www.thegef.org/project/rhino-impact-bonds-innovativefinancing-mechanism-site-based-rhinoceros-conser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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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债券

债券根据发行方的不同而不同，可以细分为私人(公司和项目)债券和公共
(主权和市政)债券。债券大都拥有相似结构 (虽然不完全相同，因为公共债券
的收益率往往低于私人债券)，我们在这里将项目债券视为广义债券的一个分
支。在私营部门，项目债券是专门为特定项目(如新建风电场)的运营融资而发
行的债券，完全由项目收益偿还，而不依赖发行人d 其他潜在收入来源。与项
目债券相关的公司债券是公司为支持扩大、收购或（重新）投资特定业务领域
而发行的债券，通过公司的收入流偿还投资。







投资规模：中等至大规模
预期回报：中等
风险容忍度：中等
资本提供者：政府部门、商业银行、私人融资
适用投资：海运、海洋可再生能源。
关键例子：Gode Wind (Ørsted)；Nippon Yusen Kaisha航运绿色债券

日本航运公司NYK近日发行 “绿色债券”，收益将用于液化天然气燃料船舶、压载水处
理设备、二氧化硫洗涤系统和液化天然气加油船，这个案例说明项目债券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尽管碳密集型产业仍是投资重点，但在这种情况下，发行项目债券可以推动大型企业为
脱碳和替代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募集资金。因此，项目债券的关键前提条件包括目标地区稳
定的投资环境、能够支持项目债券投资规模的融资机构、支持追索和问责的明确法律框架，
而且重要的是，项目规模需要足够大——这一点是提高项目债券在蓝色经济领域适用性的一
个关键要素，目前，很少有产业能够满足此类债券发行的规模要求。但是，随着更多的海洋
能源发电技术(特别是波浪能和浮式太阳能)成为主流技术，项目债券用于海洋可再生基础设
施部署融资的可能性就会越来越大。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需要关注项目债券如何对它们所融
资项目的潜在环境影响负责，此外，还需要确保遵循关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气候债券
标准和绿色债券原则。
延伸阅读
法国农业信贷银行（Credit Agricole）对项目债券提供了清晰阐述（尽管没有针对可
持续项目）,而气候债券倡议 (www.climatebonds.net/standard)和国际资本市场协会就项
目债券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指南(www.icmagroup.org/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green-bond-principles-gbp)。

全球金融危机后，公共财政供应减少，政府部门通过提高贷款要求对银行施加严格的财
政限制，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项目债券已成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日益普
遍且广泛使用（产业和地域）的融资选择。就其对蓝色经济的适用性而言，项目债券在融资
光谱中处于较大一端，单个债券的发行额通常超过1亿美元。
项目债券寻求从资本市场获得特定项目的融资，而不是从银行借款。因此，项目债券为
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通过证券投资基础设施项目的渠道。项目融资结构，如项目债券，经常被
资本市场用来为这类大型项目或倡议融资。项目债券既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也可以在非
上市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由于期限较长且利率固定，基础设施投资以及相应的项目债券对长
期负债的各类投资者具有吸引力，如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因此，项目债券最适合海洋周边
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其应用也趋向于海洋可再生能源和海洋运输基础设施。在绿色经济领
域，项目债券往往被用于资助可再生能源项目，特别是风电设施，通过为海上固定风电装置
提供资金，展示出巨大的蓝色经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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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债券

股权模式
影响力投资

债券根据发行方的不同而不同，可以细分为私人(公司和项目)债券和公共
(主权和市政)债券。债券大都拥有相似结构 (虽然不完全相同，因为公共债券的
收益率往往低于私人债券)。
主权债券的机制与公司债券或项目债券基本相同，主要区别在于发行方是主权实
体，因此，风险偏好通常低于私营部门，票面利率通常也较低。







投资规模：中等至大规模
预期回报：中等(通常低于公司或项目债券)
风险容忍度：中等(一般低于公司或项目债券)
资本提供者：政府部门、国际金融机构
适用投资：政府部门认为任何有发展需要的产业，只要规模合适
关键例子：塞舌尔蓝色债券；挪威投资银行波罗的海蓝色债券

近年来，主权债券在蓝色经济中的应用较为突出，特别是塞舌尔发行了世界上首个主
权蓝色债券。塞舌尔蓝色债券是由塞舌尔政府设立，目的是为发展和运营一系列海洋保育和
可持续渔业项目提供资金。债券收益用于支持扩大海洋保护区、改善重点渔业治理以及发展塞
舌尔的蓝色经济。赠款和贷款将通过蓝色赠款基金和蓝色投资基金提供，这两个基金分别由塞
舌尔保护与气候适应信托基金(SeyCCAT，该基金还管理塞舌尔债务互换(见债务互换模式))和塞
舌尔开发银行管理。
塞舌尔债券成功的关键是，包括全球环境基金和塞舌尔政府在内的许多利益相关者积
极参与其中，推动债券顺利发行。如果没有达成交易的高度政治意愿(部分得益于债务互换
所产生的势头，这是一个平行发展的过程)，债券的发行可能难以实现，尽管如此，完成交
易仍花费了数年时间。
要想扩大蓝色债券的规模，构建和发行债券的过程必须更加精简，而且必须确定规模
合适的投资项目(至少是数千万美元)。
延伸阅读
蓝色自然资本融资机制(Blue Natural Capital Financing Facility)发布了一份
关于蓝色债券的有用指南，同时阐述了阻碍蓝色债券扩大规模的诸多障碍
(www.4climate.com/dev/wp-content/uploads/2019/04/Blue-Bonds_final.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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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简称GIIN)将影响力投
资定义为旨在产生积极、可衡量的社会和环境影响以及财务回报的投资。虽然股权是
常用方式，但影响力投资往往采用混合模式，可以包括债务和若干资本提供者，以创
造和支持成功实现盈利投资的良好环境。由于投资模式较为灵活且行为体的目标一
致，影响力投资可以适用于多种项目。值得强调的是，影响力投资、种子投资和风险
投资之间的区分存在大量重叠的灰色地带。







投资规模：每个项目50万-200万美元
预期回报：5-10%(经风险调整)，新兴市场往往更低(GIIN, 2017)
风险容忍度：中等到高水平
资本提供者：影响力投资基金，汇集来自私人和发展融资来源的资金
适用投资：自然资本项目(蓝碳、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渔业、水产养
殖、海洋保护区)
关键例子：Althelia可持续海洋基金 (www.althelia.com/
Sustainable-Ocean-Fund)；Sky海洋风险投资
(www.althelia.com/sustainable-Ocean-fund)

影响力投资往往依赖于多种发展金融资源来获得融资，在绿色和蓝色经济融资中表现
突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常见。到目前为止，可持续蓝色经济领域的影响力投资主要
集中在自然资本和产品创新项目。蓝色经济的影响力基金募集金额通常低于1亿美元，部分
是因为缺乏适当规模和风险调整后回报的可投资项目，以及海洋投资普遍存在不确定性。
因此，相对于大规模影响力基金的陆地投资而言，海洋影响力基金从私人和发展金融来源
获得融资更具挑战性。海洋影响力投资的确切规模很难进行量化，因为许多影响力基金可
能将海洋投资与一般的环境基金捆绑在一起。到目前为止，关注蓝色经济的已知专项基金
总额至少达到2亿美元，包括关注塑料垃圾、渔业、水产养殖、保护区和滨海开发基金。影
响力投资的关键前提条件包括开发机构和项目国政府与影响力投资者进行接洽的强烈政治
意愿，明确的抵押品，以及从目标项目到投资者参与的充分金融知识和商业规划能力。其
中后两项可以通过影响力基金的合作伙伴(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和发展机构)提供技术援助，
使项目达到投资准备就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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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来看，投资者在2014-2019年期间有意开展的影响力投资高达56亿美元
(NatureVest和EKO AM, 2014)。可持续蓝色经济并未从中获得很大份额；如果加强合作，创
新投资模式，蓝色经济的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亦有大量机会吸引影响力投资，例如，围绕海
洋保护区的可持续旅游业和新企业融资(Iyer等，2018)。
现有投资的可复制性和可推广性是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幸运的是，许多组织已经开始
制定蓝图(见下文)，以促进项目复制，并为可持续蓝色经济的影响力投资提供标准框架。
下面的示意图是假设的混合影响力基金方法，混合私人金融投资和发展金融投资，在公
共和慈善机构的支持下进行项目投资。

投资者

投资者

1

4

1

投资者

4

1

+

1

多个投资者(例如，私人投资者、发展
金融、慈善事业)投资影响力基金。



2

影响力基金携手提供金融支持的公共和
慈善组织投资项目。



4

3

政府部门

2

3

可持续蓝色经济
项目

4
2

投资规模：小规模(100万美元以下)
预期回报：不确定。高失败率导致种子投资的高风险、高回报。
风险容忍度：非常高，投资者基于对产品理念的信任参与投资。
资本提供者：作为天使投资人的高净值人士；Katapult Ocean等风
险投资基金(见案例研究)
适用投资：跨产业的早期项目，特别是生物勘探、可再生能
源、水产养殖、航运
关键例子：Coral Vita (www.coralvita.co/)；Fish2.0
(www.fish2.0.org/),欧盟蓝色投资计划
(https://webgate.ec.europa.eu/maritimeforum/en/frontpage/1451)

项目向影响力投资者支付本金和财务回
报，同时产生环境和社会影响。

影响力基金支付投资者财务回报。

慈善事业

延伸阅读
GIIN有许多关于影响力投资的资源，特别是确定影响力投资预期基线的影响力投资核心
特征(https：//thegiin.org/characteristics)。Encourage Capital(http：
//investinvibrantoceans.org/)与环境保护私人投资联盟(www.cpicfinance.com)均已制定
了渔业投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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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投资是对新公司进行的高风险早期投资。以股权为基础的种子投资往往依赖
于通过家人、朋友以及天使投资者(投资自己资金的资本提供者，有别于投资他人资
金的风险资本者)和风险资本者的非正式贷款。种子投资通常是初创企业的第一轮投
资，在许多产业都很常见，以技术为基础的投资尤为突出。种子投资通常与项目加速
器或孵化器相关联，以建立储备企业。所得款项通常用于产品开发、市场研究和其他
前期资本支出。





影响力投资基金

2

种子投资

与本章中的许多其他投资模式不同，种子投资不是一种新的机制或注重可持续项目的
投资模式，因此，种子投资可以广泛应用于蓝色经济中——只要企业有好的想法，并且处
于早期阶段，就有可能吸引种子投资。种子投资的应用过于普遍，因此很难估计投资规模。
要想获得种子投资，企业需要一个可以在现有市场上扩大规模的想法或方法； 如果没有
明确的产品(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纯粹基于寻找新的可持续发展融资方式的项目不太可
能吸引种子投资。因此，种子投资的关键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包括扎实的金融知识、良好
的投资环境以及完善的商业模式和计划。蓝色经济项目对早期投资资本的需求与种子资本
的可用性之间存在巨大差距(ImpactAssets, 2012)。种子投资典型的高风险方法与可持续
融资通过降低财务回报换取环境利益的宗旨背道而驰，加上蓝色经济的诸多投资都存在不
确定性，因此，在海洋环境中这些挑战更加严峻。
创新型企业家以及那些考虑以技术驱动产品提供高回报（除了致力于可持续蓝色经济
外）的人士最适合吸引种子投资。例如，Coral Vita等公司采用创新方法来解决独特的蓝
色经济和保护挑战，可以吸引种子资本来扩大规模和推动增长。加速器和孵化器有助于企
业为种子投资做好准备，对发展新的投资项目有很大帮助。例如，Fish 2.0和Katapult
Ocean，专门针对开发可持续的海产品或促进可持续的蓝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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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种子投资是一种传统的投资模式，如果其前提条件能够得到满足，
那么在可持续蓝色经济中具有广泛的应用潜力。水产养殖、生物勘探、可再生能源发电以
及能够将创新和解决方案融入现有市场的其他产业更适合获得种子资本。
随着投资者对蓝色经济的信心不断增强，种子投资的可用性也会逐步提升。在此期间，
支持可持续发展创新的赠款资本(如欧盟Horizon 2020基金)以及不以高风险、高回报模式
运作的影响力投资是追求种子投资的可行替代选择。

2
1
1

1

投资者(天使、家人、朋友)为初创
企业提供种子投资。

2

作为回报，初创企业向投资者
提供股权。

家人

2

众筹是种子股权投资的一种形式，通过网络平台聚集投资者。通过平台，个人可
以选择投资相对较小的金额(通常小于1000美元)，与其他个人一起购买初创企业的股
权。这为那些没有能力吸引传统投资的初创企业以及没有资本进行更大规模投资的投
资者带来了投资机会，从而有可能释放大量新的资金来源。应该指出的是，对于不能
吸引主流资金的概念而言，众筹与其他任何种子投资一样具有较高风险。






天使投资人

初创企业

众筹

1
2
朋友

摘自：企业金融研究所（2019）：什么是种子投资？



投资规模：一般不超过100万美元
预期回报：5-10%
风险容忍度：高，如果能够通过平台找到使命一致的投资者
资本提供者：CrowdCube/Indiegogo等平台
适用投资：任何具有明确产品/服务的蓝色经济部门；特别是海洋生物勘
探，可再生能源和其他产业的技术应用。
关键例子：BlueRise通过众筹募集了65.7万欧元，但不幸的是企业已
经破产。

近年来，诸多众筹平台应运而生，提供了跨产业的投资机会选择。然而，海洋和可持续项
目投资只是偶尔出现在Indiegogo和Crowdcube等大型众筹网站上，尽管自2013年以来人们对众
筹作为可持续发展融资来源的整体兴趣一直在稳步上升(Martinez-Clement等，2019)。种子投
资的许多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也适用于众筹投资，尤其是明确的商业计划和适销对路的产品/服
务在投资中的重要性。同样，投资初创企业的许多风险也同样适用，例如，可持续蓝色经济项
目最著名的众筹投资之一BlueRise，一家专注于海洋热能转换的荷兰可再生能源初创公司，
通过众筹平台Symbid获得利率6%的65.7万欧元的种子资金。不幸的是，该公司未能吸引后续
投资，于2019年初倒闭。这个案例暴露出早期投资存在的固有风险。同时，众筹投资面临着一
些管辖权上的挑战，因为在许多国家，向公众募集资金是非法行为，除非在适当的证券监管机
构进行投资报备，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自众筹平台发展以来，许多国家都制定了允
许平台运作的相关法规，但在任何司法管辖区，都需要对众筹的合法性进行核查。

延伸阅读
ImpactAssets(www.impactassets.org)提供了大量资源，探究如何在影响力投资背
景下吸引种子资本，所考虑的诸多挑战和潜在的解决方案都适用于可持续蓝色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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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众筹为使命一致的投资者提供了一种投资机制，使他们能够轻松找到与自
己的优先事项和期望相匹配的项目，众筹投资是借助技术和互联网构建新型可持续融资方
式的典范。
提高全球蓝色经济项目众筹水平的机会众多，只要有明确的投资需求，众筹非常适合
确定来自不同领域具有共同使命的投资者并吸引他们参与其中。互联网的分散性意味着，
只要相关司法管辖区允许在线投资平台，无论处于何地，众筹都有可能成功推进。对于更
传统的种子投资来说，众筹是后续更大规模投资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投资项目

1

诸多个人通过众筹平台投资他们的理想
项目。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股权或其他
奖励。

1

混合模式
保护信托基金

保护信托基金(CTFs)是为保护项目提供赠款的私营实体(保护金融联盟，
2013)。保护信托基金有不同的财务安排，尽管许多基金一开始是管理单一的捐赠或
偿债基金，由捐助者、国家政府和私营部门出资，从中获得的利益被用来为保护活
动提供赠款融资。保护信托基金可以被视为捐赠者和实施组织之间的“桥梁”。接
受者通常包括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和政府机构。2012年，保护信托基金管理的
捐赠基金和偿债基金超过6.72亿美元(同上)。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投资者

付费
关键例子：FMCN(多个基金)(www.fmcn.org/en)；BACoMaB(单一基金
www.bacomab.org)；Blue Abadi Fund (混合捐赠/偿债基金的保护信
托基金)https：//tinyurl.com/rwcmsqr

投资者

众筹投资平台

延伸阅读
除了规模大、知名度高的众筹平台Indiegogo和CrowdCube之外，还有很多众筹平台，
包括StartEngine (www.startengine.com),Symbid (www.symbid.com),Seedrs
(www.seedrs.com)以及许多跨地域和货币运营的众筹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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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规模：基金一般在1000万至1.2亿美元之间，全球环境基
金建议最低资本额为500万美元
预期回报：不适用
风险容忍度：非常高
资本提供者：慈善组织、政府基金。
适用投资：保护区和不求回报项目(如渔业、蓝碳)；生态系统服务

保护信托基金(有时被称为环境信托基金)已经存在了二十多年，重点关注保护项目和活
动，尤其适用于为蓝色经济的保护区提供资金，特别是珊瑚礁和红树林周围的保护区。保护
信托基金以捐赠、循环基金或偿债基金为基础，通常是产生利息的大笔资金，为保护活动
提供资金(偿债基金随着时间的推移规模逐渐减少，直到没有资金剩余为止)。有捐赠或
循环基金的保护信托基金通常会将一部分资本进行低风险的安全投资，以产生更多的收入来
维持基金规模以及赠款发放(Mathias和Victurine, 2012)。
大多数保护信托基金建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有些是在非洲和亚洲地区，基金规
模从130万美元到1.2亿美元不等, 保护信托基金可以是管理单个项目的基金，也可以是管理
多个基金的大型基金，例如，位于墨西哥的FMCN管理着不同项目或地区的多个基金。保护信
托基金在蓝色经济中对于实现金融可持续发展、推进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等创新经济激励机制
以及作为中介机构加强公私合作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Bladon等, 2014)。保护信托基金通
常需要从他们资助的活动中获得10-15年的长期承诺(Mathias和Victurine, 2012)。鉴于保护
信托基金需要多方合作，成功开展需要满足若干必要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特别是关键政
府机构为保护项目提供资金的高度政治意愿，可靠完善的监测和报告机制，以及推动保护信
托基金建立和有效运作的健全法律框架。保护信托基金通常采用信托结构，受托人合法
拥有和管理捐赠资源(Bladon等，2014)。在不可能建立信托结构的司法管辖区，慈善基
金会和民间协会可发挥与保护信托基金类似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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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信托基金适合为不易产生收入但具有重大保护意义的项目提供资金。扩大投资活
动，为改善海洋生境、生态系统和保护区提供资金，是保护信托基金未来的投资方向。
然而，如上所述，一些司法管辖区不允许设立信托基金，因此这些地区首先需要满足
保护信托基金的前提条件，进而推动保护信托基金投资保护项目。
面的示意图显示了保护信托基金捐赠基金的情况，保护信托基金偿债基金的运作方式
与之类似，但保护信托基金以及投资产生的收益都将流向项目投资。注：偿债基金通常设
有到期时间。

保护项目

4

投资

1

捐助者投资建立保信托基金。

2

保信托基金一般会在低风险领域投资来获取
稳定回报。

3

投资产生的汇报回馈给信保托基金。

4

保信托基金投资产生的回报用于保护项目。

碳信用额计划

碳信用额是指通过封存二氧化碳或温室气体或降低其排放水平，从大气中清除二氧
化碳或温室气体所产生的金融资产。一个信用额度相当于减少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或等值
的温室气体。蓝碳（Blue Carbon,简称BC）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术语，指的是沿海生态系
统（即红树林、海草和盐沼）吸收的二氧化碳。以碳信用额进行交易的碳市场是潜在
的巨大市场，政府部门也出台了相关的经济激励措施，推动沿海生态系统吸引资本
流入，以恢复、保护和增强蓝碳封存能力。







投资规模：中等
预期回报：不适用
风险容忍度：高
资本提供者：政府机构；项目运营商；私人投资者
适用投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关键例子：蓝碳韧性信贷(BCRC) (www.climatefinancelab.
org/project/blue-carbon-resilience-credit)；SeaGrass Grow；
海岸生态系统服务协会(www.aces-org.co.uk)

保信托基金

碳补偿市场是一种成熟机制，支持转让中和额度，对另一方导致的环境破坏进行相对恢复。
在海洋碳信用背景下，碳补偿市场提供框架，通过对碳封存进行成本定价推动私人投资支持生
态系统的恢复、养育和保护。除南极洲外，其他各洲都有红树林、盐沼和海草草甸，它们都有
超强的二氧化碳封存能力，有可能为可持续的海洋经济提供重要的资金来源。

1

捐助者

延伸阅读
保护金融联盟已经为保护信托基金制定了有用的实践标准(https：
//tinyurl.com/ruccgrz)以及针对具体实施的多种指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还对环境信托基
金作了综合概述(https：//tinyurl.com/umqa5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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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蓝碳补偿目前在广阔的碳市场中仅占很小份额。现行履约市场(如《京都议定书》
批准或欧盟排放交易计划规定的市场)对于大多数蓝碳项目来说负担过重——行政要求严苛且
成本高昂。蓝碳信用更多地出现在更加灵活的自愿减排市场。因此，蓝碳信用目前只是该领
域的利基产品，最适合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减排补偿 (Vanderklift等，2019)。为了刺
激蓝碳信用的市场需求，蓝碳项目需要推广其广泛的伴随效益，以区别于其他碳补偿产品。
此外，蓝碳补偿可以纳入补偿产品池，以尽可能地降低风险(Herr，2018)。
发展和推广蓝碳信用的前提条件和辅助条件包括蓝碳补偿和伴随效益的标准计算方法、明
确的财务回报、对风险类型和水平的深入了解，对最佳实践的研究和指导以及政府政策和法律
框架的健全与完善(Vanderklift等,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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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蓝碳生态系统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对该领域的关注与日俱
增，诸多相关倡议应运而生。随着科学进步和认识深入，以及对碳补偿信用的需求增长，这
个市场将会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探索通过信用池降低蓝碳补偿信用风险。

债务互换

债务互换通常被称为“债务换自然”，是一种自愿性的金融交易，通过交换或免除
国家外债来换取对自然的投资和承诺。作为交易，债务互换依赖于债务债权人愿意免除
债务的货币价值，至少是部分免除。因此，债务互换减轻了债务国的债务负担，推动
更多资金流向保护项目。

3

1

滨海蓝碳项目

滨海蓝碳信用
买家

中介

4
2

1

中介资助滨海蓝碳项目，推动恢
复和保护活动。

2

滨海蓝碳项目为中介提供碳信用额
(通过核查)。

3

希望抵消温室气体排放的组织从中介
购买相当于预期温室气体减少量的碳
信用额

4

中介机构向组织提供相当于预期温
室气体减少量的碳信用额。








投资规模：中等至大型(可为保护活动提供巨额资金支持)
预期回报：低
风险容忍度：低
资本提供者：各国政府；商业银行；非政府组织
适用投资：野生捕捞渔业；海洋空间规划
关键例子：塞舌尔债务转换(https：//tinyurl.com/wxlyvj6)

债务互换本身并不是创新融资机制——在林业保护等生物多样性融资中的应用已经由
来已久。此外，债务互换还用于资助社会倡议项目，而且证明能够带来高于注销债务的超额
经济效益。塞舌尔近日推出的债务互换颇具影响，推动人们广泛关注债务互换在蓝色经济中的
应用。

延伸阅读
蓝碳倡议提供了大量资源(www.thebluecarboninitiative.org)；
Climate Focus概述了滨海蓝碳、碳市场和《巴黎协定》
(https://climatefocus.com/sites/default/files/20181203_Article%206%20and%20Coast
al%20Blue%20Carbon.pdf)。

由于双边债务的性质，债务互换通常发生在发达国家（债权国）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国）
之间，这被称为公共或双边互换。债权人也可以包括商业银行，在这种情况下被称为商业互换。
债务互换交易的性质决定了债务互换最适用于发展中国家。通常，中介机构(捐赠者)——
通常是一个保护组织——可以出资购买（以贴现率）和构建债务，并支持设立机构(通常以信
托基金的形式)，管理收益并投资于当地的保护项目。塞舌尔成立了塞舌尔保护和气候适应信
托基金(SeyCCAT)，以管理债务互换和单独蓝色债券交易的收益。

为了成功进行债务互换，债权国需要有承认保护成果价值的政治意愿，而债务国需要在管
辖范围内采取有利的环境政策并发展强大的技术和执行能力。债务交换对债务国有利，可
以减轻债务和偿还负担，同时彰显出对债务国抱有信心，带动更多投资流入。对于捐
助者来说，债务互换通常具有较高的杠杆率，因此属于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债务互换对债权
人也有吸引力，因为债务互换带来的好处超过了未来债务偿还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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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互换有可能调动大量的财政资源来保护环境。一项对多个小岛屿发展中国家(SIDS)
的分析发现，高达20亿美元的潜在可转让债务可以用于债务互换(Deutz, Kellett和
Zoltani, 2018)。此外，债务互换还可应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沿海地区。

保护组织

1

2

1

2
3
债务国政府

5
4

债权人

3

保护组织确保债务国政府愿意将政府资金用于保护计
划，并通过债权人提供更有利的贷款来释放资本。

保护组织与债权人接触，以更优惠的利率向债务人重
新发放贷款（再融资），以换取用于推动保护成果的
储蓄（交换）债务。

债务人将新释放的资金用于投资保护工作。

4

债务人将新释放的资金用于投资保护工作。

45

债务人根据现有的债务义务以更优惠的条件偿还
债权人。

保护计划

延伸阅读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债务互换概述
(www.undp.org/content/dam/sdfinance/doc/Debt%20for%20Nature%20Swaps%20_%20UND
P.pdf)。《生物多样性公约》起草的培训指南(www.cbd.int/doc/nbsap/finance/Guide_
Debt_Nov2001.pdf)。Convergence, NatureVest和自然保护协会提供塞舌尔债务互换案
例研究(https：//iwlearn.net/resolveuid/2f9af46e-aefb-45b6-bc68-b1e141d609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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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和关键信息
我们在编写《海洋融资手册》时使用的参考文献表明，可持续蓝色经济的投资模式种类
很多。然而，就投资机会和投资规模而言，蓝色经济依然落后于陆地经济，这主要是因为缺
少政治意愿和金融知识等关键的先决条件。此外，可持续蓝色经济尚处于发展初期，加上发
展中国家面临着一些金融挑战，而许多新的蓝色经济产业机遇正好存在于这些发展中国家，
这给蓝色经济投资制造了障碍。但随着更清晰的可持续发展投资治理框架的出台，以及可持
续发展投资技术创新的诞生，再加上金融知识的普及和商业规划能力的发展，许多现有的蓝
色经济投资障碍可能会被克服。
本文传达了关于可持续蓝色经济融资现状的5条关键信息：
1. 在讨论蓝色经济时使用统一的语言。使用正确语言是蓝色经济投资成功发展的关键。
债券、贷款和股权各自有着独特的含义，必须在合适的情境下使用，才能塑造共识，
吸引投资者参与。这可能需要在海洋保护领域开展金融相关的能力建设。
2. 政治意愿是海洋融资的基石。成功的融资需要诸多前提条件，但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包
括：围绕投资开展创新和构建治理架构的政治意愿、金融知识的具备以及为项目规划业务
增长的能力。
3. 金融系统尚未完全利用可持续蓝色经济带来的机遇。尽管存在这些蓝色经济投资模式，
实际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投资却很少，大部分投资来源于慈善机构（83亿美元）和政府开发
援助（50亿美元），尤其是在新兴产业。这一点符合最新研究结果，该研究发现，在所有
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项目中，有关“水下生物”的第14项目标获得的投资最少，这表明金
融系统仍未承认和重视海洋提供的或与海洋相关的资本和服务的价值。
4. 蓝色经济新兴产业存在众多私人投资机会。这包括影响力投资和风险投资机会。由于
规模和风险容忍度方面的原因，大规模投资（例如蓝色债券）成了例外，而非常态。对于
蓝色经济传统产业而言，关键在于将现有资本流引导至可持续发展实践并将可持续发展考
量纳入主流投资活动。
5. 要清晰地了解蓝色经济现状，需要提高现有资本投资的透明度。资本流，尤其是私人
资本，通常不会被主动披露；就算被披露，也不会围绕蓝色经济进行分解，这严重阻碍了
人们对蓝色经济融资现状的了解。因此，未来这方面有大量工作需要开展。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框架，阐述了增加投资的必要性；
“海洋行动之友”希望通过本文展示海洋融资现状，同时明确说明在增加可持续蓝色经
济产业投资方面存在哪些可能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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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规模

风险

回报

(1-6)

(1-6)

(1-6)

小额贷款

1

6

6

种子投资

2.5

5

6

众筹投资

2.5

4

4

影响力投资

4

4

3

循环贷款基金

3

4

1

保护信托基金

3

4

2

碳信用额计划

3

3

4

企业社会责任投资

2

4

1

小额银行贷款

3

2

2

保护影响力债券

5

3

3

债务互换

6

2

1

项目债券

6

1

2

投资模式

关于热图
收集充分的蓝色经济投资数据极具挑战性，因此创建描述蓝色经济不同产业资本流动或投资频率的图表存在诸
多限制。尽管如此，我们需要从理论上展示不同投资工具(投资模式)与不同产业的匹配度，以此凸显本文的论述主
旨——深入了解不同的资本类型和投资模式以及就资本类型和投资模式对蓝色经济产业的适用性达成共识。
有鉴于此，尽管数据有限，我们还是尝试采用主观示例方法来说明这些关系，确定了在项目和投资者层面主要
推动投资决策的三个关键变量——规模、风险和回报。我们为每个变量设定了变化范围(1-6，1为最低分，6为最高
分)，并应用于本文介绍的蓝色经济产业的投资模式和投资示例（包括假设投资和实际投资）。为了更容易获取组
合信息的平均值，我们给三个变量设定了匹配范围，如下所示：

规模阈值(以美元计)

风险/容忍阈值

潜在回报阈值

< 5万

1

很低

1

低(<2%)

1

大额银行贷款

5

1.5

2.5

5万-50万

2

低

2

保守(2-6%)

2

赠款

2

6

1

50万-100万

3

中

3

平均(6-10%)

3

主权债券

6

0.5

1.5

100万-1000万

4

高

4

高于平均 (10-15%)

4

1000万-1亿

5

很高

5

高(15-20%)

5

>1亿

6

极高

6

很高(>20%)

6

根据这些数据得到每个变量得分的差值，以此确定投资模式与蓝色经济产业的匹配度。例如，对于小额信贷和工
业规模渔业，分数差异是规模(4)，风险(3)和回报(3)。原则上，分数差异越小，投资模式对产业的适应性就越高。
每个变量都有自己的“匹配度”热图。

蓝色经济产业

自然资本

海洋商品

海洋与滨海开发

项目规模
(1-6)

风险
(1-6)

潜在回报
(1-6)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保护

2

5

1

自然基础设施

5

3

2

工业规模渔业

5

2

4

小规模渔业

3

5

2

水产养殖

4

3

4

海洋生物勘探

4

4

6

碳封存

2

5

1

基于自然的基础设施

5

3

1

生态旅游

4

3

4

海上交通运输

6

2

4

风能

6

1

4

潮汐能

3

3

3

波浪能

4

4

3

浮式太阳能

2

4

3

废物管理

4

4

5

平均每个变量的匹配度数字 (平均值)，得出本文中热图所用数字。

海洋融资手册：加大海洋融资，打造健康海洋

104

105

外部性

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重要表现，是在规划一项活动或说明其经济情况时没有考虑会影响
项目、发展或投资的因素。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外部性是指在项目开始没有“计入”项目的
生态系统服务和/或发展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例如，在建设燃煤发电厂时，缺乏监管的温室
气体排放就一种外部性。

首次亏损资本

首次亏损资本是投资交易的一种担保，通常作为资本堆栈的组成部分，以降低投资风
险。首次亏损资本通常是赠款或是非常优惠的发展资金，用于在违约时承担首次财务损失，
保护资本堆栈中的其他投资者免受损失。首次亏损资本在为发展新产业和缺乏商业前景的项
目融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显著降低投资风险。

担保

担保(更准确地说是财务担保)是一种合同承诺，即在借款人无法履行其义务的情况下，
一方（担保人）将履行第二方（借款人）对第三方（贷款人）的义务。因此，担保对于贷款
人来说是一种重要的保险工具，可以确保贷款人在违约时收回资金，降低投资风险。

总增加值

总增加值是一种经济生产力指标，衡量企业子公司、公司或市政当局对经济、生产者、
产业或地区的贡献。总增加值是指一个国家生产的商品和服务减去所有投入和原材料成本的
美元价值。

孵化器

孵化器是一个平台，通过提供指导、网络资源和工作场所，帮助个人和团体发展新
的想法，推动创新。与加速器不同的是，孵化器通常没有固定期限，虽然它们有时可能会
收取服务费，但它们并不投资于初创企业本身。因此，提供孵化器的实体各不相同，有企
业、学术机构和政府支持的平台，也有风险资本家和其他投资者。

信用评级是对借款人或债务人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这是一种评估贷款偿还
可能性的工具，通常用字母顺序表示级别。著名的信用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和
穆迪，为企业和国家提供信用评级，表明他们的信誉以及市场对其偿还债权人能
力的信心。

投资基金

投资基金是一种合法的投资实体，多个投资者将他们的资金投入到基金中，基金根据投
资者的优先事项和回报预期进行投资。投资基金可能以影响为导向，但都期望产生投资回
报，这是投资基金与慈善基金的不同之处。

生态系统服务核算是对自然生态系统为经济和社会提供的服务进行估价，以及将这
些价值纳入现行核算实践，特别是政府的核算。这是把自然作用纳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工
具。

海洋保护区

海洋保护区是指出于海洋保护目的而划定的免受人类活动影响的海洋空间。海洋保护区
的保护程度有所不同，有些保护区部分限制游客进入、开发或渔业活动；而最严格的保护
区，通常称为海洋自然保护区，严格禁止在该区域内进行任何资源开采。

海洋在为全球经济提供可交易的有形商品外，还会产生较抽象的直接和间接效益，这
些效益统称为生态系统服务，在全球和本地范围内提供，包括：所提供商品的生态基础(称
为供应服务)，例如，鱼类、海洋遗传物质和其他原材料(详见下文海洋商品章节)；对海洋
和滨海生态系统的调节服务，包括气候调节、污染控制和自然灾害保护；以及文化服务，
其中海洋与滨海栖息地提供重要的文化价值，具有美学、宗教和情感意义。

最大持续产量

最大持续产量(MSY)是一个渔业生物经济学概念，即渔业的开发水平将鱼类数量减少
到种群增长率最大化的程度，允许在种群数量开始下降之前在可能的最高点无限捕捞鱼
类。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大持续产量在现实中很难准确定位，因此经常被视为可持续渔
业管理的界限而非目标。

附录2
术语表

术语

含义

加速器

加速器，有时也被称为初创企业加速器，是帮助初创企业和极早期项目从“种子”
阶段快速成长到早期投资阶段的工具，加快项目在投资周期中的发展轨迹。加速器通常
作为专注于种子投资的投资基金组成部分，除了固定期限的早期投资外，还包括提供指
导和网络资源。

资产

资产管理公司

资本堆栈

信用评级

生态系统服务核算

生态系统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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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或公司拥有的具有市场价值的资源。资产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但必
须能够转换为现金(尽管现金本身也是一种资产)。资产所有权交换是金融的一个主要特
征。
在金融领域，资产管理公司(有时称为投资管理公司)是一种负责管理一个投资者(或者更
有可能是多个投资者)资产的实体，通常是现金、债务(贷款和债券)或股票。资产管理公司的
目标是管理投资者的财富，他们有责任(称为受托责任)为其投资者的最佳利益行事。

在一项交易中混合使用多种资本，不同类型的资本叠加在一起，扮演着从初级到高级的
不同角色。资本堆栈与风险和违约相关，本质上是通过确保高级投资者(首先是债
务，然后是夹层，然后是股权) 在发生违约时首先得到偿付并获得资本最大保护
来调整投资项目的风险。拥有混合资本堆栈，特别是具有担保机制的资本堆栈，可以显著
降低投资相关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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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融资

夹层融资是对资本堆栈中债务股权混合工具的描述，这种工具可以弥合债务和股权之间
的差距。夹层融资的结构大体类似于债务，但表现更像股权。夹层融资的风险容忍度高于传
统债务，因此更容易获取，但利率更高，在违约情况下可以转换为投资股权，为投资者提供
部分损失保护。

多边组织

多边组织是政府间实体，旨在汇集成员国的公共资源，为发展项目提供资金。最著名的
多边组织是联合国及其多个组织和机构，每个组织和机构都有具体的发展目标。其他多边
组织，如全球环境基金(GEF)和全球气候基金(GCF)，可能服务于具体目标，如低碳发展或保
护。多边开发银行(MDB)是一种专门致力于扶贫和发展贷款的多边组织形式。

参数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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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约定赔款的保险单，在触发事件发生时予以赔付。

慈善基金

慈善基金是一种非营利性资产管理机构，向符合基金目标(通常包括社会和环境目标)的
项目和活动发放赠款或无息贷款。慈善基金并不期望获得财务回报，但确实期望产生影响。

项目开发商

项目开发商是识别商业机会，并寻找资本(通常来自多个来源)来开发商业机会的行为
体。通常情况下，项目开发商是具有开发项目和吸引投资经验的企业家，但蓝色经济往往缺
乏个体项目开发商，社会组织正在越来越多地发挥这一作用，尽管他们在融资和创业方面往
往经验不足。

回报

在融资学中，回报是指投资所赚的钱，用初始投资的百分比来描述。例如，如果一个项
目的初始投资为50万美元，投资回报率为6%，那么投资者将净赚(0.06 × 50万)3万美元

风险

风险是指一项投资无法产生预期回报的可能性，或者在最坏的情况下，甚至无法收回前
期投资价值的可能性。风险是投资者决定采取如何运作的主要推动因素。风险有多种来源，
可以分为几个类别，特别是信用风险、项目风险、货币风险，以及近年来，气候风险等外部
因素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愈发突出。

风险调整回报

不同的投资者对投资回报以及风险容忍度有不同的预期。风险调整回报对投资者而言十
分重要，是衡量项目赚取回报所承担的风险的重要指标。风险调整投资回报是影响投资者进
行投资决策的关键因素。

证券化

证券化是指汇集本身不易吸引投资的不同类型资产。当这些资产进行打包处理后，人们
会认为它们更加安全，因此也就更具证券化和可投资性。通常是通过向其他投资者出售证券
化资产来获得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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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推进解决方案，应对海洋
最紧迫挑战的领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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