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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的力量令人敬畏。人类历史，自始至终伴随着风暴、洪水、干旱和火山爆发的威
胁。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时刻，我们已经意识到，要战胜人类自身行为造
成的气候变化，就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学会统御大自然的力量。目前，欧洲投资
银行半数以上的投资，都集中于气候行动和环境可持续性领域。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资
助绿色转型，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包括地热能、水电和风力发电。因此，我们今年的主
要报告，都选择了将这些自然力量作为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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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投资银行概览
欧洲投资银行（EIB）是欧盟的银行。我们是全球最大的多边金融机构，
也是气候行动的最大资金提供者之一。

自1958年成立以来，欧洲投资银行对欧洲和世界各国项目的投资已超1
万亿欧元。虽然我们所有的工作都或多或少涉及到气候行动，但主要活
动则集中在以下领域：气候和环境、发展、创新和技能、中小企业、基础
设施和凝聚力。

欧洲投资基金隶属于欧洲投资银行集团，专注于为中小企业提供支持，
资助新业务、增长、创新、研发、就业和区域发展。

欧洲投资银行与其他欧盟机构合作，共同促进欧洲一体化、推动欧盟发
展，并支持欧盟的政策。这项工作并不局限于欧洲境内。欧洲投资银行
在160多个国家/地区开展活动，每年为欧盟及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
们提供帮助。

自成立以来，互联互通一直是欧洲投资银行工作的核心。欧洲投资银行
的投资，拉近了欧盟所有国家之间的联系。2022年，我们成立了欧洲投
资银行全球部（EIB Global），旨在应对全球挑战，并在各大洲创造增长
和机遇，提升我们发展融资的影响力。

在多边主义价值不断受到质疑的今天，欧洲投资银行将持续努力，彰显
一体化、精诚团结的欧洲的力量。





新冠疫情爆发，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卫生及经济危机。各国迫切需要找
到疫苗，研究出控制病毒传播的解决方案。欧洲投资银资助了新冠疫苗
的开发和生产，并在欧盟境内外，为其他医疗措施提供了大力支持。为遏
制危机对欧洲企业及经济造成的影响，欧盟采取了多项措施，在这一过
程中，欧洲投资银行集团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冠危机刚有所缓解，俄乌战争又突然爆发，引发了新的全球危机。为
应对这一危机，国际社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欧洲投资银行也通过联合
一揽子乌克兰援助计划（EIB Solidarity Package for Ukraine），调动金
融支持，满足乌克兰的迫切需求。此外，欧洲投资银行正与欧盟委员会
合作，努力为乌克兰提供进一步资助，帮助乌克兰政府为滞留在乌克兰
的人们维持关键的公共服务。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绿色程度最高的多边贷款机构，欧洲投资银行致力
于推动经济蓬勃发展，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平等和可持续发展。我们与
公共和私营伙伴合作，以对社会贡献的大小、改善人们生活的程度，作
为衡量自身成功的标准。

欧洲投资银行通过投资，积极支持绿色转型。作为欧盟的气候银行，欧
洲投资银行正通过全球行动，助力实现《巴黎协定》（关于气候变化的
国际性条约）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欧洲投资银行承诺在未
来十年内投资1万亿欧元，用于改善气候和环境的可持续性。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的
投资

绿色投资

可持续能源和自然资源
融资额 

调动的投资总额

债券市场募资额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 
融资额

小型企业融资额

投资的小型企业提供的
工作岗位数

*  相关企业指因截至2022年底欧洲投资银行与中介机构合作的业务，而在2022年获得欧洲投资银行资助，或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9月
期间获得欧洲投资基金融资的中小企业/中盘股公司。

推动创新、数字和人力 
资本的投资额

2600亿欧元 4.9万亿欧元 724.5亿欧元

365亿欧元 442.8亿欧元 141.1亿欧元

187.2亿欧元 530万个 *155.2亿欧元

2022年回顾



获得了更加安全的水源 

启用5G服务

受益于改善后的健康服务
（包括新冠疫苗）

家庭实现了通电 

新增人次选择使用公共
交通工具出行

完全来自于可再生能源的 
发电能力

受益于改善后的 
基础设施

面临洪水的风险有所
缓解

救助站或临时住宿设施中的
乌克兰难民

5.701亿 234700人

2540万人 1700万人

1.504亿人

850万户

660万新用户

15800 MW 310万人

*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在欧盟以外的融资总额，除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的项目外，还包括欧洲投资银行在欧盟境外和在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项目。

欧洲投资银行2022年的融资额为651.5亿欧元，
其中108.2亿欧元涉及全球活动*

https://www.eib.org/en/about/key-figures




支持乌克兰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乌克兰当局和乌克兰人民，支持独立的乌克兰。

为应对这场危机，作为欧盟和国际社会的一分子，我们通过“联合一揽
子乌克兰援助计划”，调动金融支持，满足乌克兰政府对流动资金的迫
切需求。此外，欧洲投资银行正与欧盟委员会合作，努力为乌克兰提供
进一步资助，帮助乌克兰政府为滞留在乌克兰的人们维持关键的公共
服务，确保食品、医疗用品和燃料的供应，支持乌克兰的交通、能源、城
市发展和数字项目。2022年，欧洲投资银行共批准了两个主要资助计
划：

•  战争爆发后不久，批准了第一个一揽子计划，金额为6.68亿欧元，用
于帮助乌克兰政府应对紧急需求。

•  2022年7月，批准了第二个一揽子计划，金额为15.9亿欧元，用于修
复乌克兰受损的基础设施，重启相关重要项目。该计划已拨出超10
亿欧元的资金，帮助乌克兰修复被战争破坏的道路、桥梁和铁路。

作为欧盟银行的社会和文化部门，欧洲投资银行研究所（EIB Institute）
亦向受战争影响的乌克兰人提供了250万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欧洲投
资银行帮助调整了5900万欧元捐赠款，将其用于修复乌克兰的火车和
铁路，在被战争摧毁的桥梁处安装临时桥梁，帮助流离失所的人们改善
医疗和解决住房问题。 

另外，欧洲投资银行通过东部伙伴关系技术援助信托基金（Eastern 
Partnership Technical Assistance Trust Fund）向乌克兰提供了近
1800万欧元的捐赠款，支持约70万难民的社区照护。该伙伴关系基金
得到了奥地利、法国、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瑞典和英国的支
持。欧洲投资银行正继续与欧洲伙伴合作，探索如何为乌克兰及乌克兰
难民提供进一步的支持。

http://www.eib.org/ukraine




新冠疫情
欧洲投资银行始终坚守在欧盟应对新冠疫情的第一线，并与世卫组织
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携手合作，迅速采取响应行动。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的紧急支持，为中小企业和创新型初创企业提供了保
障，确保它们能够在极端不确定的环境下进行投资。我们预计将通过欧
洲担保基金筹集2000亿欧元的资金，支持因新冠疫情举步维艰但本身
具有生存能力的公司。

此外，欧洲投资银行还资助了新冠疫苗的开发和购买、控制病毒传播的
解决方案，以及其他与新冠危机有关的公共卫生项目。

欧洲投资银行将为Spindiag GmbH提供1500万
欧元贷款，资助这家年轻的公司，开发供医疗机构

使用的、基于PCR的诊断测试平台。

http://www.eib.org/covid-19


新冠疫情期间，欧洲投资银行资助了意大利初创公司
Eggtronic。该公司发明的电源转换器能效优异，产生的
碳足迹远远小于同类设备。



气候与能源
气候变化是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能否实现气候目标，
将决定我们下一代的福祉。欧洲投资银行设定的气候与能源目标，正在
成为欧洲及其他地区的新标准。欧洲投资银行不再支持化石燃料项目，
我们将把50%的投资用于支持到2025年为止的气候行动和可持续发
展。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将欧洲推入了能源危机，导致采取行动的必要
性更加迫在眉睫。这场入侵警醒我们保护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性—— 
能源是一个安全问题，而脱碳则是战略自主问题。 

欧洲投资银行的业务加速了绿色增长和经济的脱碳化。我们支持节能
和可再生能源项目，这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并强化能源安全。我们采取
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增长。

欧洲投资银行还致力解决气候变化对弱势群体的影响，保护生物多样
性，促进可持续农业。我们保护自然资源，努力为子孙后代创造安全的
环境。欧洲投资银行资助的每个项目，无论是创新、小型企业还是基础
设施，都必须与我们的气候目标保持一致。

https://www.eib.org/climate




创新
创新是欧洲保持竞争力、创造高价值就业机会的原动力。欧洲投资银行
支持各个不同阶段的创新，支持改善生活水平的创新理念。

我们资助大规模的研发，也资助小型的专业公司。我们投资电信、航空、
医药和数字化等领域，这种投资所带来的认可效应，为这些领域的项目
吸引了更多的私营部门融资。欧洲投资银行集团为欧洲公司解决后顾
之忧，使它们能够专注于创造和开发最先进的技术。

借助欧洲投资银行的贷款，高校得以建立并扩大研究设施，初创公司得
以扩大员工规模、升级设备。在欧洲投资银行的帮助下，前沿理念被成
功地转化为商业案例。

欧洲投资银行支持一家开创性的西班牙公司
Anaconda。该公司开发了一种具有成本效益的治
疗方法，帮助医生挽救生命，并降低中风后致残的

风险。

https://www.eib.org/innovation




包容
欧洲投资银行为小型企业和年轻人赋能，并向女性企业家提供贷款和
培训，支持女性企业家发展。我们为低收入群体、个体经营者和微型企
业提供融资和商业建议，为其项目成功保驾护航。

通常情况下，我们的贷款上限为项目成本的50%。欧洲投资银行发挥催
化剂作用，激发私营部门的参与，增加对项目的投资。

欧洲投资银行是西巴尔干半岛小企业的主要贷款
机构，帮助了近3万家公司，维持了50万个工作岗

位。在我们的支持下，塞尔维亚的1800多所学校提
高了网速、升级了数字设备，确保了在新冠疫情期

间，教师能够向居家学生提供远程教学。





可持续性
欧洲投资银行通过在国际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来筹集资金。凭借优秀的
信用评级，我们能够以优惠利率筹集资金，进而使客户受益。

欧洲投资银行的资本市场专家创建并发展了绿色和可持续的债券市
场。我们是最大的超国家绿色债券发行机构，支持可再生能源、能源效
率、清洁水源和卫生设施。

http://www.eib.org/investor_info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是欧洲投资银行下属的一个发展部门。该部门成
立于2022年，旨在增强我们融资业务的影响力。过去十年（2012-2022
年），欧洲投资银行在欧盟以外的投资超过700亿欧元，每年从私营部
门筹集数十亿的资金。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通过积极加强与世界各地
的地区社会、企业和机构的沟通，扩大了欧洲投资银行的影响力。

在金融不发达的地区，人们通常很难获得银行服务，欧洲投资银行也为
这些地区的当地小额信贷机构提供支持。一旦能够获得信贷，企业就可
以雇用更多的工人，妇女就能够独立，流离失所的人会减少，家庭也能
通过努力摆脱贫困。

我们将向各地区提供更多的行业专家，与地方合作伙伴分享我们的知
识和经验。我们基于在多个国家和部门工作中获得的经验，为客户提供
独立建议。这些咨询服务可能附属于欧洲投资银行的金融产品，但也可
以独立于任何融资而单独提供。

疫情期间，欧洲投资银行以合理利率（而不是非正
规贷款机构的高利率）向刚果的小型企业提供了贷

款，帮助这些企业及社区渡过难关。

http://www.eib.org/global




为应对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和其他危机，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
系，与全球金融机构持续合作，将我们投资于国际和国家伙伴银行的十
亿美元级别的资金，裂变为万亿美元级别的资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欧洲投资银行的参与大大刺激了私营部门的参与，吸引了新的投资。

要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巴黎协定》的目标，仅发展中国家每
年就需要超过2万亿欧元的额外投资。

作 为 欧 盟 气 候 银 行，欧 洲 投 资 银 行 努 力 支 持《 欧 洲 绿 色 协 议 》
（European Green Deal）。这份协议是欧盟制定的蓝图，目的是通过
气候、能源、交通和税收政策，在2030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至少减少
55%（与1990年的水平相比）。然而，欧盟在全球排放量中的占比仅为
10%，因此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不仅将助力欧洲开展脱碳工作，还会将
这一工作扩展到全球其他国家/地区，为全球绿色协议提供助力。

欧盟委员会制定了一项规模达3000亿欧元的全球门户计划，支持在数
字化、气候、交通、卫生、能源和教育领域改善全球和区域连通性的项
目，而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正是这一计划的重要盟友。发展贷款和金
融伙伴关系加速增长，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繁荣，也提高了城市的创新能
力，并强化了经济。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支持各国努力通过与女性领导的企业合作，改善
性别平等，增强对职场女性的赋能。我们帮助数百万人摆脱了困境，帮
助他们获得了清洁水源、电力、疫苗、良好的医疗和适当的废物处理系
统。





我们的承诺
欧洲投资银行对欧盟公民负责。欧洲投资银行支持促进欧盟优先事项
和目标的项目，包括气候和环境可持续性、创新和技能、基础设施、中小
企业、凝聚力和发展。欧洲投资银行确保其支持的所有项目，无论是能
源、交通、工业还是农业领域的项目，都符合《巴黎协定》的目标。我们
的人才队伍包括经济学家、工程师、金融分析师和气候专家，在日常工
作中与全球各地的当地专家、机构和政府紧密合作。

http://www.eib.org/cr






欧洲投资银行集团由欧洲投资银行（EIB）和欧洲投资基金（EIF）组成。

欧洲投资银行是欧盟的银行，也是全球最大的多边借贷机构，总部位于卢森
堡，在欧洲及其他地区拥有庞大的地方及区域办事处网络。

欧洲投资基金致力于改善欧洲和欧洲以外诸多国家小型企业的融资获取途
径，通过设计、开发风险和增长资本、担保和小额信贷工具，以促进创新，推动
就业。

欧洲投资银行全球部是欧洲投资银行下属的国际发展部门，成立于2022年，
践行欧洲投资银行数十年来对全球发展、气候行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融资
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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