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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银行文件

银发〔2018〕180 号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开展银行业

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各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

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江

苏银行：

为提升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的能力，落实

《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2016〕228 号文）

等文件精神，大力发展绿色信贷，人民银行制定了《银行业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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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以下简称《方案》，

见附件），现印发给你们，并就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方案》是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开展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基

础参照。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要加强组织协调，根据《方案》要求，

结合辖区实际，抓紧制定辖区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

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实施细则并抓好评估落实工作，充分发挥中央

银行职责作用，着力提升金融机构绿色信贷绩效。

二、2018 年为《方案》试行期。试行期间，开业不满 3 年的

金融机构，如有数据可得性和稳定性问题的，是否列入评价对象

范围，由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确定。

三、《方案》试行期内，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研究部门应于每期

考核完成后 10 日内，将辖区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上

季度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结果报送人民银行研究局。未经人民银行

研究局核准，评价结果不得公开发布。

四、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研究部门要切实加强对辖区内银行业

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的跟踪监测，保证绿

色信贷业绩评价工作依法合规顺利开展。《方案》实施过程中如遇

新问题、新情况，要及时向人民银行研究局反馈。

请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省会（首府）

城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相关金融机构，并组织做好

贯彻落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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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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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方案
（试行）

一、总则

（一）为落实《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银发

〔2016〕228 号文）等文件精神，引导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加

强对绿色环保产业的信贷支持，制定本方案。

（二）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是指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依据信

贷政策规定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业绩进行综合评

价，并依据评价结果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实行激励约束的制

度安排。

（三）绿色信贷业绩评价面向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人）

开展，坚持绿色导向、商业可持续、激励约束兼容，按照客观、

公正、公平原则稳步推进，依法尊重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合规

自主经营。

（四）人民银行负责 24 家主要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

信贷业绩评价工作，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

省会（首府）城市中心支行负责辖区内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法

人）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工作。

（五）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每季度开展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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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价指标和方法

（六）绿色信贷业绩评价指标设置定量和定性两类，其中，

定量指标权重 80%，定性指标权重 20%。后期，人民银行根据条

件变化，酌情调整指标权重。

（七）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包括绿色贷款余额占比、

绿色贷款余额份额占比、绿色贷款增量占比、绿色贷款余额同比

增速、绿色贷款不良率 5 项（定量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见

附 1）。

（八）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性得分由人民银行综合考虑银行

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日常经营情况并参考定性指标体系确定（定性

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见附 2）。

（九）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数据按照《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建立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的通知》（银发〔2018〕10 号）

有关规定采集，统计口径为本外币贷款。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境内本外币贷款余额使用社会融资规模中对实体经济的本外币

贷款口径数据。

三、评价结果和运用

（十）绿色信贷业绩评价结果纳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宏

观审慎考核。

（十一）人民银行对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报送的定性指标

数据进行校准及不定期核查。未如实填报评估数据的，一经发现，

人民银行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并要求限期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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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则

（十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依据本方案及时制定符合辖区实

际的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十三）本方案可根据绿色信贷政策和业务发展变化适时调

整，由人民银行负责解释。

附：1.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

2.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性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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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

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

一、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体系

指标及权重指标及权重指标及权重指标及权重 评分基准评分基准评分基准评分基准 满分满分满分满分

绿色贷款余额占

比（20%）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占

比平均值
4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占比平均值
16

绿色贷款余额份

额占比

（20%）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份

额占比平均值
4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份额占比平均值
16

绿色贷款增量占

比（20%）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增量占

比平均值
4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增量

占比平均值
16

绿色贷款余额同

比增速

（20%）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同

比增速平均值
4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同比增速平均值
16

绿色贷款不良率

（20%）

纵向：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不良率

平均值
4

横向：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不良

率平均值
16

二、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说明

（一）绿色贷款余额占比。

绿色贷款余额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

款余额/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贷款余额×

100%。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额占比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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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横向基准：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

余额占比平均值=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

款余额/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贷款

余额×100%。

（二）绿色贷款余额份额占比。

绿色贷款余额份额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

色贷款余额/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额。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额份额占比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

2.横向基准：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

款余额份额占比平均值=1/当期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数

量。

（三）绿色贷款增量占比。

绿色贷款增量占比=（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

贷款余额-上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当

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上期末该银行业

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0%。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增

量占比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

2.横向基准：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

增量占比=（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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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上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当

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上期末全

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100%。

（四）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

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绿色贷款余额-上年同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额）/上年同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100%。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额同比增速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

2.横向基准：当期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

余额同比增速平均值=（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

绿色贷款余额-上年同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

贷款余额）/上年同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

款余额×100%。

（五）绿色贷款不良率。

绿色贷款不良率=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不良

贷款余额/当期末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额。

1.纵向基准：最近三期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不

良率平均值按照算术平均法计算。

2.横向基准：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

款不良率平均值=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不

良贷款余额/当期末全部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绿色贷款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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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三、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量指标评分方法

（一）计算各项指标实际数据值，即指标值，记做 X。其中，

将绿色贷款不良率转换为 1-X，以便使指标变动方向一致，并更

具可比性。

（二）计算每个指标不同评分基准的基准数据值，即基准值

（其中，纵向基准值记做 B1，横向基准值记做 B2）。

（三）计算每个指标不同评分基准的标准差数据值，即标准

差（其中，纵向标准差记做 Std1，横向标准差记做 Std2）。Std1

由该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最近三期数据计算，Std2由当期全部

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数据计算。

（四）各指标值以纵向基准设定基准的，按以下方法计算指

标得分：

1.以纵向基准值 B1为基准线，将指标值分为两个区间，其中：

区间 1 为[B1-2×Std1，B1]，区间 2 为（B1，B1+2×Std1）。

2.若指标值≤B1-2×Std1，则得 20 分。

3.若指标值落入区间 1，则得 60-（B1-X1）/（2×Std1）×

40 分（X1代表所有落入区间 1的指标值）。

4.若指标值= B1，则得 60 分。

5.若指标值落入区间 2，则得 60+（X2-B1）/（2×Std1）×

40 分（X2代表所有落入区间 2的指标值）。

6.若指标值≥B1+2×Std1，则得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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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标值以横向基准设定基准的，按以下方法计算指标

得分：

1.以横向基准值 B2为基准线，将指标值分为两个区间，其中：

区间 1 为[B2-2×Std2，B2]，区间 2 为（B2，B2+2×Std2）。

2.若指标值≤B2-2×Std2，则得 20 分。

3.若指标值落入区间 1，则得 60-（B2-X1）/（2×Std2）×

40 分（X1代表所有落入区间 1的指标值）。

4.若指标值= B2，则得 60 分。

5.若指标值落入区间 2，则得 60+（X2-B2）/（2×Std2）×

40 分（X2代表所有落入区间 2的指标值）。

6.若指标值≥B2+2×Std2，则得 100 分。

计算方法可用示意图表示如下：

（六）按权重加权计算各项指标得分，并将各项指标得分加

总得到定量指标总分。

（七）关于特殊定量指标值得分的计算方法。

1.若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因业务经营范围限制没有

开展绿色信贷业务，则横向、纵向基准原始分均为 20 分；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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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业务经营范围限制而没有开展绿色信贷业务的银行业存款类

金融机构，则横向、纵向基准原始得分均为 0 分。

2.若参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在评估覆盖期内新开办绿

色信贷业务，则纵向基准评估原始得分为 60 分。对于非新开办

绿色金融业务且无法取得最近连续三期绿色信贷统计数据的参

评银行业存款类金融机构，其纵向基准用最近两期数据或上期数

据。

3.特殊情况下指标的计算方法由人民银行另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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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

绿色信贷业绩评价定性指标体系、说明和评分方法

指标类别指标类别指标类别指标类别

及权重及权重及权重及权重
指标内涵指标内涵指标内涵指标内涵 满分满分满分满分 评分规则评分规则评分规则评分规则

监管部门外

部评价

（100%）

执行国家绿色发展政策情况 40

人民银行研究

部门综合考虑

银行业存款类

金融机构日常

经营评定得分

《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度》执行情况 30

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部门综合

考虑银行业存

款类金融机构

执行情况评分

后提交研究部

门

《绿色信贷业务自评价》工作执行情况 30

当 年 第 二 季

度、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及下

年第一季度考

核，以银保监

会当年绿色信

贷实施情况自

评价结果为基

准，结合当季

银行业存款类

金融机构绿色

信贷业务重大

事项进行综合

打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