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投资银行在中国
二十五年进展历程  
专注气候与发展



2 欧洲投资银行在中国
山东沿海防护林工程



欧洲投资银行在中国 3

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是无国界的全球挑战。《巴黎协定》制定了气候变化应对计划，避免
环境灾难的发生。欧洲投资银行（简称欧投行）是气候项目的全球领军者。欧投行正在全面
对标《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按照该等目标开展工作。

气候行动可以拯救地球，为全球经济提供巨大推动力。我们在气候领域的投资可以创造就
业机会，减少污染，为全球数百个国家提供帮助。自2007年以来，气候领域的投资一直是我
们在中国业务的重点。中欧双方的共同目标是降低能耗、减少排放以及保护环境。

欧投行在中国为大量林业项目提供融资支持，是我们为气候行动做出贡献的有利佐证。它
显示了欧盟和中国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我们在中国的项目表明欧投行在成为欧盟气候银行的同时也可以帮助世界其他国家和地
区。这也巩固了我们在林业及其他诸多气候行动项目投资方面的全球领军者地位。

展望未来，中国计划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这将创造振奋人心的合作机会。欧投
行期待未来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实现更多的共同目标。

Teresa Czerwińska
欧洲投资银行副行长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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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欧盟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欧双方的对话与合作涵盖国际关系
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金融、技术和文化。我们相互协商，共同探讨当今时代最紧迫、最具
挑战的议题。中欧之间商品和服务的每日贸易额超过15亿欧元。在欧洲和亚洲关系日益紧密
的大背景下，双方的目标一致，都希望在未来建立更加富有成效的中欧关系。

欧盟近期与中国的合作为许多重大项目提供了支持，并为双方的合作关系设定了更高的目
标。双方近期开展了多项重要谈判，包括已达成一份原则上获得批准的全面协定。该协定是一
个宏伟的里程碑，有助于加强欧盟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开展更多项目以应对气候变化并推动
发展。

新冠疫情为制定国际通行措施提供了契机，这将惠及欧洲、中国及许多其他地区。当各个国家
相互支持、团结合作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所作为、取得胜利。互助团结是遏制疫情的关键，但
在疫情期间，我们也不能忘记气候危机等其他全球挑战。

欧盟和欧洲投资银行有一个长期、全面的愿景，即与中国及全球的其他许多国家保持合
作。2020年是中欧建交45周年，也是欧洲投资银行在华开展业务的25周年。这两个重大事件
是实现这一愿景的基石。

我们满怀信心并期待，中欧将维持长期、紧密的合作关系，开展更多优质项目。

Nicolas Chapuis 
欧盟驻华大使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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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项目新增森林面积约80万80万公顷，
每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约达250万250万吨，
创造全职工作岗位达12万12万个。

1995年至2020年期间，欧投行在中国

提供的贷款累计达3030亿亿欧元。

能源项目每年减少碳排放达340340万万吨，

创造全职工作岗位近170017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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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投行在华业务

过去25年，欧洲投资银行始终致力于在亚洲开展长期投资。我们的贷款经理、工程师、经
济学家及其他专家，一直在开发并评估有利于改善气候和振兴经济的优质项目。我们与其
他欧盟机构和国家合作，为诸多气候和发展计划提供贷款和赠款，确保其顺利实施。

欧洲投资银行近期在中国的业务，均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及其他气候合作联合
声明的指导下开展。双方最近一次发布气候合作联合声明，是2019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
第21届中欧峰会。目前，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合作，推动可持续发展、多边主义，以及联合国
系统的三大支柱——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

《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帮助我们聚焦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欧洲投资银
行已将气候行动确定为在华业务的重点，以所有对华贷款均用于支持气候和环境项目为
目标。

过去三十年中，我们在中国的投资超过30亿欧元。这些投资项目遍布中国的20多个行政
区域，撬动了90亿欧元进入林业、能源、交通及其他行业。

在亚洲，我们主要与政府、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合作，有时也与商业银行和民营企业合作。
欧投行在中国的主权贷款，由财政部作为合作窗口代表国家谈判签约，再通过一级或多
级转贷，到达最终受益人。

我们在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投资发挥着催化剂作用，能够吸引私营部门的资金，帮助
亚洲各国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能源 28%

其他 7%

交通 23%

林业 41%

欧投行贷款 
（按行业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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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万欧元） 欧投行贷款 项目总成本 签约年份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沙地综合治理建设
生态经济防护林项目

300 600 2020

长江经济带珍稀树种保护与发展项目 200 417 2019 

江西水运一期 200 639 2019

包头能效项目 100 350 2019

湖南森林提质增效示范项目 100 204 2018

中国进出口银行气候变化框架贷款 300 600 2017

中国林业框架贷款 225 469 2012

中国气候变化框架贷款二期 500 793 2010

四川灾后重建 119 263 2009

中国气候变化框架贷款一期 474 1,028 2007

北京首都机场扩建 433 2,509 2005

广西公路发展 56 521 2001

成都饮用水工程 25 100 1999

平湖油气开发 55 770 1995

总计 3,087 9,263

过去25年 
欧投行在中国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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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投行项目所在省份以及林业项目分布

主要贸易伙伴
欧盟和中国均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也是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2015年至2020年期
间，中国从欧盟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一跃成为欧盟第一大贸易伙伴，欧盟则上升为中国的
第二大贸易伙伴。

目前，对于彼此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繁荣，欧盟和中国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双方均
致力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并为此签署了《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根据我们与中国财
政部签署的贷款协议，我们在中国发放的贷款，将用于支持地方政府及其他公共实体。

财政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统筹考虑欧投行主权贷款资金使用方案，共同制定中国利用
欧投行贷款项目规划，并指导和督促有关单位和地方进行项目执行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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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潍坊诸城造林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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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投行 
为推进林业建

设和恢复 
投资13亿欧元13亿欧元

改善森林和生物多样性
欧洲投资银行在中国投资的植树造林项目金额已达13亿欧元，是中国林业项目的主要投
资者之一。这些投资为中国实现建设生态环境文明社会的目标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以欧投行帮助中国东部黄海流域的县区改造荒地的林业项目为例。该项目位于山东省境
内，面积达36,000多公顷。项目宗旨是改善盐碱地的恶劣立地条件，通过植树造林，帮助
其抵御恶劣气候。欧洲投资银行为该项目提供了3,300万欧元的贷款，用于大幅增加该区
域15个县区的森林覆盖面积。通过该项目实施，森林覆盖率提高了1.5%。这不但有利于
固碳释氧，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更有利于减缓风暴潮的危害，涵养水源，改良土
壤，防止土壤流失，改善区域微气候，以及提高生物多样性。

在新冠疫情期间，习近平主席表示，植树既是以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
秩序加快恢复，又是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案例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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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民安小区37号楼节能改造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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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建筑物能耗
欧投行对中国节能项目的投资可追溯到2013年，此类投资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2011
年至2015年）提供了支持。“十二五”规划的一项重点即是降低全国建筑物的能耗。建筑物
能耗在中国能源供应中的占比很大。

在中国的严寒气候地区（例如北方省份），寒冷天气可长达六个月，气温可低至零下40℃。
这些地区的家庭必须获得长期供暖，因此会导致能耗和污染大幅增加。

2015年，欧洲投资银行批准了5,000万欧元贷款，用于提高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住宅的
能源利用效率。2013年至2017年，哈尔滨的780多栋建筑、约500万平方米的住宅实施了
节能改造，在住宅建筑外墙增加了保温层，并安装了热计量表测量家庭用热情况。

该项目可使部分建筑的热量需求减少43%，每年约节能250千兆瓦时，减少6.4万吨二氧
化碳温室气体的排放。

提升黑龙江省的居民生活质量

在该项目实施以及欧投行评估过程中积累的知识，帮助黑龙江省修订和更新了既有供暖居
住建筑节能改造的技术规程，使其对此类建筑节能率的标准要求从50%提高到了65%。



14 欧洲投资银行在中国

改善内河水运
目前，内河运输是一种最具成本效益、环境友好的运输方式。欧投行与中国开展合作，
提高中国内河航道的运输能力和效率，支持中国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2019年，欧投行通过中国进出口银行投资2亿欧元，用于改善江西省的内河航道。该项
目将加深航道、延长上游通航期，使船舶可以抵达上饶和鹰潭等重要地级市。项目完成
后，该航道的通航能力将升级到三级通航标准，即使是在枯水期，也适于1,000吨级船
舶通航。

水运运输价格越低廉、效率越高，越能够促使人们放弃碳密集型的运输方式，从而减少
温室气体排放、改善气候。

该水运项目总投资为6亿欧元，将在信江（江西五大河流之一）下游建设八字嘴航电枢
纽。该枢纽将于2022年底投入使用，联合其他航运枢纽和梯级船闸，将显著提升信江的
航运能力。

江西信江八字嘴航电枢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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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安全的渔业养殖业
江西水运项目包含两条鱼道和一个鱼类人工增殖放流站。该项目也会实施相关工程降
低对水生生态系统的影响，以保护环境、促进经济发展。

欧投行投资 
2亿欧元 2亿欧元 

改善江西省水运

江西信江八字嘴航电枢纽工程一期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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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投行

欧投行是欧盟的贷款机构，为可持续投资项目提供资金和专业知识。过去60年，我们在160多个国
家投资了12,000多个项目，投资金额逾1.2万亿欧元，撬动了高达3万亿欧元的投资。我们的全球业
务重点面向气候行动、创新、环境可持续性、基础设施及小型企业。

我们是全球领先的气候融资服务商，被称为欧盟气候银行。我们在卢森堡拥有近3,400名员工，在
世界各地设有50个地方办事处。

2020年，我们连续11年超额完成气候行动目标，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240亿欧元，占我们全部贷
款的37%。我们引领全球各国共同应对全球变暖。

我们的中国团队位于北京和卢森堡，为欧投行的中国业务提供全程协助。

2013年，欧投行在北京设立了区域办事处，代表银行监测在中国和蒙古国开展的项目。

任涛
高级贷款经理
3 +352 4379 85207
U t.ren@eib.org 

Tibor Jona
新闻专员
3 +352 4379 84105
U t.jona@eib.org 

使用Maxioffset FSC® Mix印刷。

EIB使用的纸张均已获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因为造纸之人爱护树木。 
FSC提倡以环保、有益于社会和经济可行的方式管理全球森林。

众所周知，书本是人类的良师益友。只要我们选择适当的纸张来印刷书本，同样能够保护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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