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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可持续发展目标 1投资者地图

SDG投资者地图（以下简称为“地图”）是一份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编制的市场分析，用以帮助私营投资者（基金、银行和公司）甄别
与 SDG一致的投资机会和商业模式。

“地图”作为一种实用的工具和公共知识产品，将为私营部门提供有关
投资机会的有效数据和信息，从而撬动资源投向 SDG领域。具体而言，“地
图”将特定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需求和政策重点转化为了具体的投资机会领域
（IOA2），阐明了可执行、可盈利的商业模式是哪些，并指出在哪些领域私
营部门可以和政府合作从而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

“地图”的受众

“地图”的受众主要包括投资方，尤其是大型资产配置者、资产管理者
以及想要制定新的投资方案的企业。

私营部门对 2030年议程的重要性

2015年，由所有联合国成员国达成共识的 2030年议程和 17个 SDG表达
了联合国对全世界的呼吁：为消除贫困、保护地球并确保所有人享有和平与
繁荣而采取行动。

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为实现 SDG全球面临每年 5-7万亿美元的融资缺
口 3。受到疫情影响，缺口资金很可能成倍增长。填补融资缺口不仅依靠公共
财政，私营部门也应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目前市场缺少足够的
数据和普遍被接受的相关标准和框架，政府、金融机构和投资者面临着一个
重要挑战，即如何甄别支持 SDG的融资项目，并核算相关的成本和风险。助
力 SDG的投资机会的确存在，但我们需要用一种易于理解且基于实证的方式
将相关信息披露给投资者，让市场知道如何对现有资产配置再利用，如何催

化从公共到私营部门的融资创新，以同时产生资本的财务和社会 /环境的综合
回报。

为帮助填补 SDG融资缺口，UNDP设立了 SDG Impact（可持续发展目标
影响力）这一旗舰倡议计划，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实现 SDG所需的洞见和工具。
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

• SDG 影响力管理：提供更好的决策手段，以推动资本能够流向发展所需
之处。包括设立 SDG影响力标准、设计 SDG影响力认证和展开影响力
管理培训。

• SDG 影响力情报：提供数据和洞见，以加速资本向 SDG领域流动。包
括可通过在线系统来检索 SDG投资机会和商业模型数据的 SDG投资者
地图。

• SDG 影响力推进：集合联合国在超过 170个国家和地区的联络网资源，
利用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与公共部门的互信关系，助推
SDG投资的供需匹配与合作，关注投资者，展开政策对话。

旨在引导投资策略的“地图”的研发过程分为四个关键步骤（图 1），经
过了深度的桌面调查和在中国有针对性的利益相关方征询，通过不断迭代的
研究验证，“地图”的目的是筛选和甄别出与发展需求以及政策优先事项均
相一致的领域，再从中提炼出具体的投资机会领域。

UNDP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投融资倡议（SDG Financing Initiative）

2018年，UNDP驻华代表处建立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政策促进平台（SDG 

Financing Platform），通过召集包括政府、金融机构、学术界和发展机构在内
的众利益相关方，为推动可持续金融提供工具指导和政策建议，目标是最终
促成一套适用于中国语境和国际标准的 SDG影响力标准。

1  以下简称 SDG，即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2  全称为 Investment Opportunity Areas
3  联合国环境署 . 2018. Rethinking Impact to Finance the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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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6月，驻华代表处出版了《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支持项目目录（中
国）》4 。该目录将与 SDG对标的投融资项目进行了总结和分类，秉持的原则
是其囊括的项目可以对某个或多个 SDG产生正面影响，同时不对其它 SDG产
生严重负面影响。该目录为在中国推动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提供了有效工具，
服务的受众广泛。

目录的开发过程对中国的发展和融资格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调查，与相
关行业和投资者进行了数百轮意见征询。根据中国官方行业分类代码，从行
业和分支产业中筛选出了一系列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潜在领域。这一成果为
编制中国版 SDG投资者地图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打下了坚实基础，即确定与国
家发展优先事项相一致的产业和分支产业工作。

SDG投资者地图（中国）

步骤 1&2:  确定国家优先发展需求和重点关注的子产业

前两个步骤的目的是结合国家发展需求和政策优先事项，找出有推动发
展潜力、刺激投资需求和有明显政策倾斜的产业。研发过程仔细研究了中央政
府政策文件，如十三五计划，以及权威国际组织发表的发展评估报告，例如
UNDP的中国人类发展报告。

中国的国家发展背景

中国具有全面加快可持续发展投融资的巨大潜力。首先，中国的经济体量、
发展阶段和增长前景使得投资驱动力强劲。2019年，中国人均 GDP超过 1万
美元，2017年，中国宣布中等收入人口超过 4亿 5。据估计，到 2030年，中
国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12万亿美元 6。目前，中国
是为数不多的从疫情影响中复苏的经济体，预计会出现比其他许多国家更乐
观的增长前景。其次，中国的决策制定者、投资者和公众都不再只是纯粹注
重经济增速，而是明显转向了“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模式，并逐渐增加对企
业行为的要求，期待它们担负更高的社会责任。中国在推动 SDG进程的一
些方面表现出色，例如消除贫困、提高公民生活水平、应对环境压力问题等。
2020年 12月，中国宣布农村极端贫困率从 2015年的 5.7%下降至 2019年
的 1%以下。2018年，单位 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率分别比前一年下降
了 3.1%和 4.0%7。

尽管中国已经取得这些进展，但是挑战仍然存在，新冠疫情也加剧了一
些挑战。截至 2017年底，中国 60岁或以上人口为 2.41亿人，估计到 2050年

4 https://www.cn.undp.org/content/china/en/home/library/po\z6verty/technical-report-on-sdg-finance-
taxonomy.html

5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1-17/China-s-GDP-per-capita-just-passed-10-000-but-what-does-
this-mean--NkvMWAMYNO/index.html

6 商业与可持续发展联盟，“更好的商业，更美好的世界”，亚洲，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alition, Better Business, Better World, Asia, 2017.

7 中国外交部 ,《中国落实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 (2019)》，中国北京，2019年 9月 . 链接
 地址：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topics_665678/2030kcxfzyc/P020190924780823323749.pdf 

从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优先项出发

…到投资机会领域

1. 确定国家优先发展需求

2. 确定重点关注的子产业

3. 确定重点地区

4. 筛选更具体的投资机会领域

图 2生成 SDG投资机会领域 (IOAs)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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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达到 4.87亿，占人口的近 35%8。在工业依赖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下，人口老
龄化和环境退化导致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如今 85%的死亡是由非传染性疾
病导致 9。在环境方面，由于气候变化、侵蚀和污染的影响，中国 40%以上的
耕地退化 10，中国必须用不到 10%的耕地养活全球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11。中国
还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空气污染和交通拥堵对于健康的潜在危害显
著 12。

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中国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加速对 SDG的
投资是必需的。例如，根据中国做出的 2060碳中和承诺预测，实现变暖幅度
控制在 1.5℃的愿景，中国需从现在到 2050年间增加约 138万亿元人民币（21

万亿美元）的额外投资 13。私营部门有不同的方式和机会对这些议程做出重大
贡献，但是迄今为止，即使增长率很快，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资金依旧只
有一小部分。截至 2019年 6月，在国内超过 13万亿元人民币（2万亿美元）
的投资基金资产中，只有 0.13%是 ESG（环境、社会和治理）基金 14。另一个
例子是疫情后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将大部分资金倾注于基础设施投资，主要
包括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 15，截至 2020年 6月底的地方政府特别
债券的 63%投入了这些领域，投资绿色领域的比例较低 16。

UNDP编制的投资者地图，包括本文所述的中国版在内，筛选出了与国家
发展需求和 SDG一致的产业和子产业，之后根据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SASB）制定的可持续行业分类系统（SICS）将它们进行分类。作为全球认可
的实践标准，“地图”可以将产业和子产业根据可持续发展的指标进行定义、
归类和整合。

 

食品和饮料

SASB 可持续行业分类系统 

医疗保健

基础设施

可再生与替代能源

技术和通信

中国发展优先领域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医疗保健

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科技创新

图 2中国发展优先领域与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
可持续发展行业分类系统（SICS）领域对应图

根据中国的发展需要，中国版“地图”确定了 5个重点领域：可持续农
业、农村发展、医疗保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技术创新，与 SASB制定的
SICS中的 5个可持续发展行业相对应，即食品与饮料、医疗保健、基础设施、
可再生与替代能源以及技术和通信（图 2）。

在这 5个领域中，根据职能部委和相关监管或政策机构（如中国人民银
行和财政部）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地图”进一步确定了 14个子产业领域，
在表 1中用深色进行了标注。

8 全国老龄办 , http://en.csr-china.net/a/BestPractices/BestPracticesList/2018/1204/390.html
9 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国别（中国）方案（2016-2020）
10  农业农村部 , http://www.moa.gov.cn/ztzl/2015lhjj/gd/201503/t20150310_4431363.htm
11 世界粮农组织 , 国家一瞥 http://www.fao.org/china/fao-in-china/china-at-a-glance/en/
12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的研究，2015年 20%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来自公路运输。IEA,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Highlights 2017, 国际能源组织 , 法国巴黎 , 2017, http://www.iea.org/
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co2-emissions-from-fuel-combustion-highlights-2017.html.

13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 (2020), A Study on China’s Low-carb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ransition Roadmap.

14 https://www.pionline.com/esg/why-china-missing-out-trillions-sustainable-investment 
15 https://chinadialogue.net/en/climate/chinas-economy-is-recovering-quickly-as-are-its-carbon-

emissions/
16 Vivideconomics, 2019, Greenness of Stimulus Index. 链接地址：http://www.vivideconomics.com/wp-

content/uploads/2020/09/GSI_92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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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战略 融资战略 职能部委部署

国务院 人民银行，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委，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

农业农村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 …

中国国家战略：《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实施方案》
（2016）[1]。

中国在第 75届联合国大会上承诺：在 2030年前达到
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2020）。

中国人民银行等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
的指导意见》。

《公司治理守则》收纳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
等新说法作为上市公司指导原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2]

要求 2020年开始，所有上市公司以及债券发行人披露与
运营相关的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信息。

《绿色投资指引》[3]为中国资产管理行业的绿色投资提
供了第一个全面、系统的绿色投资行业自律标准。

《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 版）》[4]不再包含煤和
天然气，并增加了氢能源和可持续农业等方面。

总体战略

融资策略

《全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规划（2015-2030）》关注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同时，鼓励社会
资本进行对农业资源利用、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方面的
投资。

《“十三五”农业农村科技创新专项规划》[6]提倡促进
农业现代化科技建设。

《农业绿色发展技术导则（2018-2030）》[7]  提倡更深入
地研究发展、展示并使用智能农业技术（例如智能传感
和实时监控）。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 2016年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卫
生与健康科技创新的指导意见》。

《促进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纲要（2019-2022）》[8]  

聚焦医疗行业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发展。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知，要求各省健康委建立网
络平台，以防治新冠肺炎疫情，同时用于一般医疗保健。

职能部委部署

附注：
[1] 国务院，2016
[2]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与生态环保部共同拟定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2018
[4] 人民银行；国家发改委；中国证监会，2020
[5] 农业农村部，2015
[6] 农业农村部，2015
[7] 农业农村部，2018
[8] 国家发改委；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NHC)；工业和信息化部 (MOST)；财政部等，2019



5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中国发展优先领域

可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 医疗保健 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技术创新

SASB

对应产业 食品与饮料 医疗保健 基础建设 可再生与替代能源 技术和通信

子产业

农产品 生物技术与制药 电力设备与发电机 生物燃料 电子制造服务与原始设计制造

肉类、家禽和乳品 医疗设备供应 通用天然气与分销 太阳能技术和项目开发 硬件

加工食品 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供水服务 风能技术与项目开发 互联网媒体与服务

非酒精类饮料 医疗保健分销 垃圾管理 燃料电池和工业电池 半导体

酒精类饮料 护工管理 工程与建造服务 林业管理 软件与 IT服务

烟草 药品销售 家庭建造 纸浆和纸制品 电信服务

食品零售与分销 房地产

餐饮 房地产服务

表 1为中国 SDG投资者地图筛选出的子产业

中国的制度环境

中国政府自《联合国 2030年议程》发布以来，一直表现出积极推动落实
的态度。中国政府的“共同富裕”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与联合国的 SDG高度
一致；在 2020年 9月的联大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在 2060年之前实现
碳中和的郑重承诺也同样回应了这些目标 17。 

和许多其它国家不同，在中国，政策制定者的有效监管是推动可持续发
展投融资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点在绿色金融的发展上尤为明显。近几年，中
国已经成为在绿色经济和绿色金融体系政策推动方面的先行者。自 2016年以
来，政策改革逐步开始建立绿色债券市场、绿色保险、绿色贷款和其它绿色

17 https://news.cgtn.com/news/2020-09-23/Full-text-Xi-Jinping-s-speech-at-General-Debate-of-UNGA-
U07X2dn8A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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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金融产品及服务的整体发展框架和规范。相关职能部委也大力支持政
府在高质量发展方面的努力，特别是注重利用政策激励、撬动、加速多方面
的技术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为了确保地图中包含的子产业对 SDG有所贡献，开发工作建立了严格的
纳入和排除标准，规定所包括的子产业必须：

1）与国家发展战略和政策相一致；
2）与国际社会发展倡导的最佳实践相一致；
3）为 SDG相关领域产生社会效益；
4）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惠及 SDG特别关注的目标群体。

同时，根据国际最佳实践，地图使用三步法来排除可能对 SDG产生明显
负面影响的子行业：

- 排除那些政府不鼓励的、以及不在如联合国机构和多边开发银行 18等
国际组织提供援助或开发性金融范围内子产业。排除的子产业包括酒
精饮料、烟草和侵犯人权的产业等。

- 参考《欧盟可持续金融分类方案》“不产生明显负面影响”（Do No 

Significant Harm）原则，排除那些可能对 SDG造成重大损害的子产业 19。
- 如果某些子行业具有（在环境或社会绩效方面）负面影响较小、且可
实现相等或更低成本的替代产业，也应被排除。

根据这些标准对所有子产业进行筛选后，一些潜在的可以对某个 SDG有
所贡献的子产业被排除，原因是已有它们的替代方案，可以产生更小的负面
影响或更经济地实现相同目标。被排除在外的子产业包括与化石燃料相关的
产业（可以创造就业机会，但也可能对环境造成重大损害）和畜牧业（可以

18  UNDP项目层面的《社会和环境流程》将社会和环境标准纳入了总原则（包括人权、性别平等
和环境可持续性），以了解潜在的项目社会和环境风险及其重要性，并确立如何处理项目的潜
在风险和所需的社会与环境影响评估及管理方案。UNDP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尽职调查政策规定
了一套排他性标准，概述了本组织认为不可接受的商业活动。世界银行 (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 )
环境和社会框架使世界银行和借款方能够更好地管理项目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并改善发展成果。

19 欧盟可持续发展目录指定的 DNSH针对于环境
项目，但该过程也适用于其他可持续发展目标。

20 分析的基本单位为中国 27个省和自治区。

提供食物，但其他非动物性产品也可以提供同等供给，且对环境影响更小、
潜在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成效更好）。相同的纳入和排除标准也适用于较微观
层面的的 IOA级别。

步骤 3: 确定重点关注的区域

一旦确定了重点产业和子产业，第三步就是进行地区间比较 20，以分析对
每个子行业来说，哪个地区既有很高的发展需求和潜力，又有强有力的政策
倾斜支持以刺激行业的增长。该步骤的分析基于政策和制度指数，发展需求
和 /或潜力指数。

政策 /制度指数体现了某一个行政地区在多大程度上将政策重点放在某个
子产业上。该指数收集并挖掘了来自约 10,300份完整的、最相关的省级政府
机构发布的政策文件中的数据，以及相关性较低的政府机构发布的 29,900个
政策文件中的数据 (例如标题和说明 ) (表 2)。

比重 机构

70%

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厅

财政厅

比重 机构

10%

农业农村厅

卫生健康委员会

水利厅

自然资源厅

生态环境厅

工业和信息化厅

科学技术厅

表 2政策文件收集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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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用于文档归类 21 的自然语言处理实例
21 左上方气泡中的中文词是关键词的示例，该研究通过
自然语言处理根据上下文相似性对文档进行聚类。

• 传统的政策文件分类分析使用关
键词筛选，但是这样的方法存在
一定的问题：中文的措辞在很多
情况下较为模糊，不同的词汇都
可以描述相同的意思。

• 因此，地图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方
法对文本相似的文件进行聚类分
析。

• 图 3展示了一份文本“地形图”：
每一个图点表示了一个与农产品
相关的政策文本，地形线接近则
表示文本内容相似。这一办法可
以快速将不同文本进行整合归
类，并排除不相关的文本。

• 在进行文本地形图筛查之后，剩
余的的政策文件被分类到与农产
品对应的类别。

• 对于每一分支领域，重复同样的
筛查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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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地区间政策和制度指数比较
注 :阴影越深，指数越高

 

              
              
              
              
              
              
              
              
              
              
              
              

               
              
              
              
              
              
              
              
              
              
              
              
              
              
              

图 6地区间发展需求或 /和潜力指数比较
注 : 阴影越深，指数越高

其次，发展需求和 /或潜力指数显示了某个子产业在某个行政地区在多大
程度上具有巨大的发展需求和 /或发展潜力。在这种情况下，“发展需求”被
定义为某地区的某个子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实现 SDG间的距离。“发展潜力”
意味着有可能利用其天然禀赋（例如，对可持续农业发展有利的可扩展耕地
或对风能、太阳能开发有利的气候条件）催化某些子产业。

发展需求和 /或潜力指数采纳了 39个指标（表 3），数据均来自公开来源，
包括国家统计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能源局、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中国知网、
企查查（公司数据库）和新闻媒体的出版物等。

一些行政地区已经对某些行业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环境的支持，
也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如图 4右上区域代表了拥有很强的政策倾斜
和发展空间的地区，值得市场关注；另外左上区域代表了一些地区有强政策
倾斜和一定的发展需求，存在挖掘市场机会的空间，因为这些地区提供了较
成熟的政策环境来培育市场，这在中国语境下尤为重要。图 5和图 6展示了
中国各省份在两项指数方面的排名。

强政策支持
低发展需求 /潜力

强政策支持
强发展需求 /潜力

低政策支持
低发展需求 /潜力

低政策支持
强发展需求 /潜力

发展需求和潜力指数

政
策
和
机
构
指
数

低

低
高

高

图 4政策和制度指数与发展需求 /潜力指数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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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产业 指标

农产品

农业增加值占 GRP的比重 (%, 2018)

主要农产品加工产量 (2018)

人均农业用水量 (立方米 /人均 , 2018)

肉类、家禽和乳品
牧业增加值占 GRP的比重 (%, 2018)

畜产品加工产量

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人均医疗卫生机构数量 (2018)

人均卫生技术人员数 (2018)

人均养老机构数 (2019)

人均养老机构床位 (2019)

医疗保健分销 人均参与医药分销的公司数量（根据注册经营范围）(2020)

电力设备与发电机
国有经济电力、蒸汽、热水生产和供应业固定资产投资占 GRP
的比重 (%, 2017)

人均电力消费量 (千瓦时 , 2018)

天然气设备与分销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投资占 GRP的比重 (%, 2017)

人均天然气终端消费量 (立方米 /人均 , 2017)

供水设备与服务

人均水务设施数量（按注册经营范围）(2020)

人均用水量 (立方米 /人 , 2018)

人均水资源量 (立方米 /人 , 2018)

垃圾管理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吨 /人，2018)

人均无害化处理厂数（座） (2018)

人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 (吨 /日 /人 , 201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 2018)

废水排放总量（吨 /人）

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吨 /人）

人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吨 /人）

生物燃料 人均生物燃料生产公司数量（按注册经营范围）(2020)

太阳能技术与项目开发 人均光伏发电并网运行累计装机容量 (千瓦 /人 , 2019)

风能技术与项目开发 人均风电发电装机累计并网容量（千瓦 /人 , 2019)

燃料电池和工业电池 人均燃料电池和工业电池公司数量（按注册经营范围）(2020)

互联网媒体与服务

移动互联网用户占常住人口的百分比（％，2018）

农村宽带接入用户占常住人口的百分比（％，2018）

人均互联网公司数量（按注册经营范围）（2020）

人均移动电话用户 

忙 /闲时加权平均可用下载速率（Mbit / s，2018 Q1）

各省信息化发展水平 (2015)

电子商务销售额占 GRP的比重 (%, 2018)

软件与 IT服务

软件产品收入占 GRP的比重 (%, 2018)

信息技术服务收入占 GRP的份额 (%, 201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经费占 GRP的比重 (2018)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综合发展指数 (2019)

表 3发展需求和 /或潜力指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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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 确定投资机会领域（IOA）并收集支持数据

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巨大体量和疫情复苏下形势的不断变化，“地图”的
编制工作优先确定了一部分优先子产业以及相应的 IOA。第一版的“地图”在
首个阶段重点选择了“农产品”和“医疗服务”子产业中的 IOA。未来进一步
的开发工作将会在其余产业中筛选甄别更多 IOA。

根据可持续影响力、市场潜力和政策支持三个维度，地图对所有初步确
定的 IOA进行了评估（图 7）。在可持续性影响这一指标上，我们选择 IOA的
标准包括：该 IOA对 SDG可做出的贡献；增加对该 IOA的投资是否可以更好
地服务于弱势群体和服务不足的群体（例如，农村人口、残障人士、老人和
儿童）；该 IOA是否会对任何其它 SDG造成明显负面影响。在市场潜力方面，
考虑了 IOA的市场规模、回报概况和增长潜力等因素。关于政策支持这一维度，
考虑了政府为促进 IOA的发展所做的相关推进措施。

最终我们筛选出了五个“农业产品”领域的 IOA和六个“医疗保健服务
提供”领域的 IOA（图 8），他们在实现或超出市场预期方面有着巨大潜力，
另外，他们与优先发展目标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目前发展需求也较为紧迫。
每一个具体的 IOA都会从 17个相关数据点进行具体考量。这些数据点方向包
括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市场潜力、对 SDG促进或阻碍的影响力等。这样全面
的考量使得地图的信息更加细致，能够更好地帮助投资者进行决策。

 
互联网医疗保健 

老年护理 

用于慢性病管理的职能家居医疗设备 

基于 AI技术的医学成像 

医院智能信息系统 

独立临床实验室(ICL) 

心理健康服务 

私立医院（普通科）和社区医院 

儿科 

辅助生育 

手术机器人 

牙科护理 

无害有机种植中药 

跨境医疗 

特殊医疗保险 

运动康复 

  

市场潜力 政策支持 

 
可持续性影响

 
可持续性影响 政策支持 

图 7在“医疗保健服务提供”和“农产品”子产业中初步确定的 IOA的排名
（根据可持续影响力、市场潜力和政策支持）三个维度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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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 医疗保健

子产业： 医疗保健服务提供
产业:  食品与饮料

子产业:  农产品

IOA: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AloT)农业解决方案
·农场机械化与设备
·通过第三方服务机构进行耕种的新方法
·无人机农业
·冷链物流与仓储

IOA:

·互联网医疗
·基于AI技术的医学成像
·高级护理
·用于慢性病管理的智能家用医疗设备
·独立临床实验室（ICL）
·医院中的智能信息系统和临床决策支

持系统（CDSS）

图 8中国 SDG投资者地图确定的关键 IOA 

以农产品子产业中的冷链物流和仓储系统作为示例，在中国，这一市场
目前还是由零散的中小企业组成，市场成熟度较落后于西方国家，食品安全
和食品浪费仍是一项挑战。接受采访的投资者认为，该领域潜藏着巨大发展
潜力，尤其是在人口密集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仓储设施不足，但需求却最为
集中。这些城市群是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显然需要改善冷库基础设施。冷
链物流是资本密集型业务，竞争激烈，需要大量资产投资和高质量的运营管理，
有市场准入门槛高并导致市场失灵的潜在投资风险。(图 9)

 图 9为“冷链物流和存储”子产业收集的部分数据点实例 

经济因素

·内部收益率（IRR）预计约为10％-20％。
·2018年在新场外交易市场（OTC）上市的公司的净利率在-2.4％至8.1％之间。
·冷链物流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率约为3％。
·2019年市场价值约为3390亿元人民币。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4700亿元人民币，

到2025年将达到5500亿元人民币。
·投资周期大约需要3-5年。

冷链物流和仓储系统

政策促进因素

・自 2017 年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强调需要发展冷链农产品连锁物流。
・2020年2月发布的1号中央文件指出，政府将对发展冷链物流投入更多预算分配，

建立机制和监管框架。以推动冷链连锁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冷链物流行业仍处于发展初期。
・市场尚未规范，需要加强法律和监管框架。

风险因素

・由于新鲜农产品的冷链物流需要在低温下进行，因此比常温储存和运输消耗的
能源更多。如何减少碳排放仍然是一个挑战。

可持续发展影响力因素

・提高食品质量，减少浪费和损失。
・目标2.消除饥饿、实现粮食安全、改善营养、促进可持续农业。
・目标7.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可负担的、可靠的、可持续的和现代的能源。
・目标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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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

SDG投资者地图是将可持续发展需求和优先政策转化为有数据与实证支
撑的市场分析的一项尝试。中国版“地图”是UNDP制作的 12份全球地图之一，
其目的是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资于可持续发展领域。当前阶段，通过对于
政策文件和数据的全面分析以及与专业人士的深入访谈，中国版 SDG投资者
地图列出了一系列农产品和医疗保健服务提供领域提供的投资机会领域。“地
图”着重强调了这两个子产业中最具有投资潜力的商业机会，并标明了具有
市场潜力的地区。

在“地图”的编制过程中，分析工作仍然面临着缺少相关数据和和影响
力投资相关定义和实践标准的挑战。虽然在激励市场关注和投向缺乏资金的
可持续发展领域方面，“地图”的出炉是一项积极的举措，但在实践中，仍
存在的技术困难是如何将定性证据定量化，以使支撑证据令人信服。

另外，中国版“地图”指出了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时，发展规划决策和推
动投融资流向发展领域的决策之间存在不完全协调。金融和货币政策并不总
是与发展规划和国家战略保持一致，尚未实现不同的政策主体间协作效应的
最大化。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开展可持续发展投资并推动总体市场发展的可
持续性对政策方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需要协调、可衡量并及时的政策，
同时让财政、货币或金融政策框架与国家发展优先事项和需求始终保持高度
一致。

中国 2021-2025年间的十四五规划至关重要，将会为“联合国十年行动（UN 

Decade of Action）”的成功落实释放正确的政策信号，加速可持续发展投资。
“十四五规划”还在针对疫情后的复苏和新的气候承诺做出相应回应，都将
为可持续发展投融资提供市场机会的切入点。中国对于大力发展可持续金融
明显表示出正面的积极态度，以及对实现碳中和也做出了郑重承诺。未来关
于 SDG投资者地图的编制工作会更加关注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产业
与子产业。

有关简报内容的后续讨论请联络：

徐青博士 qing.xu@undp.org

UNDP驻华代表处可持续金融业务负责人

石蓉博士 rong.shi@undp.org

UNDP驻华代表处经济学家

Nikolaj Moesgaard先生 nm@impactintel.comImpact Intelligence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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