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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is another new way for China to move towa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and 
green finance is an essential support for its development, which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and rise of green 
high-tech industries.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interest in this nascent field has been "high daily". As the foremost advocate of 
global green finance, China has been gradually becoming the "flag-bearer" of the global brand while steadily advancing 
various tasks. The national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and the construction plan for the Greater Bay Area (Guang dong
Hong Kong, and Macao) have also brought huge development space and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green finance. The 
neighboring cities around the Greater Bay Area may have integrated such conditions as "intensive new resources, developed 
economic systems,  high-quality livable environment, and complete infrastructure."  Based on precise positioning and 
functions, Maca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Macao") needs to find breakthrough points in 
economic 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to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egional role and assist the country's strategic function. The 
promo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the key and requires both "building a platform for each other" and 
"performing their respective duti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Outline of the Development Plan for 
Guangdong-Hong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fter this referred to as the "Outline") and draws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he five green finance reform demonstration areas, and makes suggestions on how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platform advantages and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of Macao's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to support the corporate development of 
the Gulf Region. 

Keywords: Macao, Green Finance, Green Intelligence 

澳門綠色金融發展路徑探索 

楊 鈺 
商學院，澳門城市大學，澳門，中國 

摘要：綠色發展是我國未來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又一新路徑，而綠色金融是其發展的重要支撐，有利於促進綠色高新產

業的發展與興起。近年來，全球針對此初生領域的關注熱度可謂是“日趨高漲”。中國作為全球綠色金融的主要倡導

者，在穩步推進各項工作的同時也逐漸成為全球標榜的“旗手”。國家“一帶一路”的倡議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規劃，也為綠色金融帶來了龐大的發展空間與無限的可能。大灣區兄弟城可謂是整合了“密集的創新資源、發達的經

濟體系、優質的宜居環境以及完備的基礎設施”等優勢條件，在定位及功能明確的基礎上，澳門特別行政區（以下簡

稱“澳門”）在發揮更大的區域作用與助力國家戰略功能上，如何在經濟增長及轉型上找到突破點尤為重要，而“科

技創新”的推進至為關鍵，需要“相互搭檯”與“各司其職”雙管齊下。本文主要圍繞《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

（以下簡稱“綱要”）》，借鑒五大綠色金融改革示範區經驗，就如何充分發揮平臺優勢，探索澳門綠色金融發展的

可行性以支持大灣區共同發展建言獻策。 

關鍵字：澳門，綠色金融，綠色智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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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引言 

金融業並非近幾年才有的新興行業，過去百年來，金

融業對於現代經濟社會的影響可謂舉足輕重，其與第一、

二和三產業都息息相關，其乃是其他產業的關鍵催化劑。

對於澳門而言，無論身處在哪個發展時期，金融業始終有

著缺一不可的地位，所以相較于傳統金融業，綠色金融就

是在自身優勢以及特色的基礎上，尋找差異化發展的路

徑。 

《綱要》將“綠色金融合作”納入大灣區發展規劃中，

澳門應有“由近至遠”的全球視野和“自裡到外”的全

國大局觀念，探索設定好方向和路徑以融合發展需求。當

前，澳門也正致力於完善各項金融基礎建設，積極響應國

家的支持，澳門將拓展以人民幣計價結算的證券市場、打

造具有澳門特色的綠色金融平臺，同時改革推進租賃特色

金融等相關業務範圍。政府正不斷完善現有的相關配套政

策與措施，與此同時，與大灣區鄰近兄弟城市積極探索城

市的錯位發展與合作。充分發揮“綠色金融特色示範中心”

作用；另一方面，澳門擁有的中葡平臺優勢，在助力推動

大灣區與海外的綠色金融市場互聯互通上定可大有作為，

需緊緊圍繞大灣區“綠色產業集聚”和“綠色平臺建設”

兩大核心任務，將“近期工作和長遠目標”、“現實能力

和發展需要”這兩條主線統籌起來通盤考慮、突出重點以

便以點帶面形成可複製、循環式的“閉合式滾動”。 

2.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概況 

2.1. 基本概況方面 

粵港澳大灣區的規劃中擁有占全國5%的人口，其占

全國土地的0.6%，創造了全國13%的GDP業績。大灣區在

2017全年中的GDP增長，便就已經高達10.2萬億元（CNY：

人民幣），這相對於一個俄羅斯國家而言，其數值的超越

已經不僅僅只是一串單純的數字增長這般簡單了。粵港澳

大灣區的GDP增速位列全世界四大灣區之最，另外，粵港

澳大灣區的人口總數之和、佔地面積之比、港口集裝箱輸

送量以及涵蓋的大型機場旅客輸送量均位居全球各大灣

區之榜首[2]。其中最大的貢獻要素——金融，則是促使其

經濟快速發展的不竭動力，金融的發展也是同樣也服務於

區域經濟的，而且在經濟的資源整合過程中處於舉足輕重

的地位。粵港澳大灣區現擁有香港、深圳以及廣州(以下

簡稱“港深廣”)這三大巨頭金融重鎮，以及港交所和深

交所兩大證券交易所，匯聚來自全球眾多的銀行、保險、

證券以及風投基金等跨國金融巨頭[1]，金融基礎的堅實為

後續發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地基。 

 

2.2. 金融財政方面 

《綱要》中明確了將“香港、澳門、廣州以及深圳”

等四大核心城市的整體規劃以及如何在未來發展特色金

融的具體定位。從發展特色金融的角度看，香港——未來

在金融領域中需要充分發揮其引領的作用，深入打造服務

於“一帶一路”國家建設的投融資平臺，並進一步提升和

鞏固其在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澳門——打造其成為世界

旅遊休閒中心的同時，國家繼續支援其打造成中國與葡語

系國家之間的金融服務平臺網，著力建設使其成為葡語系

國家人民幣清算中心；廣州——進一步強化國際商貿中心

功能之特色，國家同時將全力支援其完善並實現現代化特

色金融服務體系並打造區域性私募股權交易市場圈；深

圳——奮力打造創新創意之都，且大力支持以深圳證券交

易所為主要核心的資本市場 [1] 。 

目前從中央到地市的三級政府層級中，“自上而下”

的金融財政政策模式一條線可為貫通始終：廣東省政府根

據國家層面的政策綱要、未來方向戰略、政策範圍及紅線

制定發展方針，珠三角九市各市政府再根據上級方針政策

結合自身的財政資源以及區域內的產業發展目標細化各

金融財政的相關補貼政策。 

 

2.2.1. “粵”金融財稅政策 

《綱要》劃定的珠三角九市（包括：廣州市、深圳市、

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以及

肇慶市等），金融財稅政策設計的領域“和而不同”，基

本囊括了金融人才、金融創新、科技金融、融資租賃、股

權投資、金融機構落戶、小額貸款和普惠金融等。政策豐

富，涉及細分領域側重點取決於各市[4]，具體如下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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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城市建設與展望——第三屆粵港澳大灣區研究生論壇 
表表1 珠三角九市金融財稅政策 

序

號 

珠三角九市 

城市 側重領域 相關政策 

1 廣州市 金融人才、小額貸款、

機構落戶、普惠金融、

資本市場、國際金融城 

設立小額貸款保證保險資

金；獎勵交易所入駐國際金

融城市；出臺金融創新獎和

金融研究成果獎  

2 深圳市 金融人才、金融創新、

金融機構落戶、融資租

賃、普惠金融、股權投

資、小額貸款 

獎勵引入金融人才的機

構；出臺金融創新獎和金融

科技獎；按股權投資機構管

理費規模給予獎勵  

3 珠海市 科技金融、資本市場、

融資租賃、股權投資 

向科技型企業提供貸款和

擔保的商業銀行和融資擔

保公司分別最高獎勵250和

150萬元 

4 佛山市 金融人才、資本市場、

融資租賃、股權投資、

債券融資 

設立支持企業融資基金，助

企業解決續貸資金難題 

5 惠州市 金融機構落戶、資本市

場 

對金融機構的總部及各級

分支機搆落戶，最高獎勵

500萬元。對新上市企業最

高獎勵1 000萬元，對從外

地遷入的上市公司獎勵700

萬元 

6 東莞市 融資租賃、融資擔保、

小額貸款、資本市場 

對遷入或新設立的融資租

賃、融資擔保和小額貸款公

司最高獎勵100萬元 

7 中山市 中小微企業的融資擔保 雙管齊下助中小微企業獲

得融資擔保，特撥金融業發

展專項基金以扶持金融業 

8 江門市 科技金融、普惠金融、

研發融資 

激勵企業向銀行和小貸公

司融得研發資金 

9 肇慶市 金融機構落戶、股權投

資 

對銀行、證券、期貨、保險、

公募和信託等落戶最高獎

勵1000萬元。新設銀行分

支機搆和股權投資機構最

高獎勵300萬元 

（資料來源：財政部稅務總局） 

與廣東珠三角九市相比，香港與澳門的金融財政相對

而言簡單且涉及領域較少。 

2.2.2． “港”金融財稅政策 

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投資推廣署的香港稅制可

得，其稅項非常少，而且稅率幾乎是全球最低：企業利潤

在200萬港元以內只需繳納8.25%的所得稅，超過200萬

港元部分的所得稅稅率則為16.5%[5]。其不徵收間接稅和

流轉稅，並且明確規定只有源自於香港本地的利潤才須要

在香港進行課稅，否則免之。香港不需徵收利息稅，且其

虧損的部分可以不斷結轉，重要的是在此期間無任何時間

上的限制，直至其全部由後續商戶所賺取的利潤中逐一抵

消[6]。 

 

2.2.3． “澳”金融財稅政策 

    澳門金融政策較為寬鬆是一大特色，澳門特別行政區

政府財政局規定：企業在60萬澳門元以下的利潤豁免企業

所得稅(在澳門對應於“所得補充稅”)，超出該金額的利

潤徵收12%的企業所得稅[7]。 

“港澳”在財政補貼層面更傾向於補貼納稅人，幫助

其減輕稅費負擔；香港還設有創新及科技基金，擁有科技

創業培育計畫等對科技企業和中小創企業的扶持基金，但

並未發現專門對金融行業的專項扶持政策，這或與其金融

已經高度發達有關[8]。另外，香港和澳門均對經濟實行積

極不幹預政策，這是與內地政府較大差異的地方。 

綜上所述，粵港澳大灣區珠三角九市的金融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和豐富程度逐步遞增，呈閉合狀循環態勢。政府

正通過不斷的出臺與地區金融財稅相符的政策，以期吸納

更多的金融機構加入，逐步引領形成更好與完備的金融集

聚地，以便後續發展出具有各市特色的金融產業，在擁有

更多財政資源後，再次出臺更好的金融財稅政策達成可持

續發展的目的。 

3. 綠色金融發展優勢 

當前，不論是在國家政策、社會投入以及金融業務等

層面對於綠色金融發展的扶持上都有大力傾斜： 

《綱要》對港澳與內地金融合作，特別在著力深化澳

門與內地金融結合方面上給予了大力支持，這對於我國經

濟發展由“高速發展”邁向“高質發展”有特別的意義

及要求。當前不論從經濟基礎、市場現狀亦或政策支持力

度等方面來說，都是發展綠色金融的黃金時期；另外，中

國人民銀行印發《關於支持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發行

綠色債務融資工具的通知》1/[12]，是推動綠色金融改試驗

區發展的重要舉措；今年七部委聯合發布《綠色產業指導

目錄（2019年版）》，綠色企業可以節省綠色項目跟蹤

等成本，更便捷的使用募集資金用於企業流動資金的補充、

經營狀況的改善，幫助企業順利渡過資金難關和長遠發展。

從產業的角度上看，其界定了全產業鏈的綠色標準與範圍，

充分利用綠色債券市場快速發展的契機，為綠色金融改革

1 當前在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五省（區）選擇部分地區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

新試驗區（試驗區），承擔五大任務，意在根據當前綠色產業發展過程中面臨的金融問

題進行有意義的嘗試，鞏固完善試驗區綠色金融政策、措施、實踐等層面取得的經驗，

以期在全國等更大範圍內進行推廣，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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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區的發展創新提供更多資金支持，能夠幫助其擺脫地

方金融的約束。 

44.  現有綠色金融產品分析 

當前，綠色金融產品的可行性已在國內代表區域裡逐

步鋪展探索開。以浙江、江西、廣東、貴州以及新疆五省

（區）為代表選擇部分地區設立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

該金融試驗分析承擔著五大任務，具體如下列表2 所示： 

表2 綠色金融試驗區產品進展 
類

別 

試驗區 

產品種類 試驗區 最新進展 

1 綠色債券 浙  江 泰隆銀行發行全國首單小微企業綠

色金融債；中國農業銀行浙江省分

行發行國內首單銀行間市場經認證

的綠色信貸資產化產品“農盈” 

浙江衢州 設立綠色債券項目部，累計入庫132

個項目，總投資共計810億元 

浙江湖州 截止至2017年9月，金融機構累計

承銷綠色債券13.1億元，另外有30

億元籌備發行；安吉縣城市建設投

資集團有限公司發行綠色債券獲國

家發改委批准 

廣  東 廣州銀行籌備發行50億元綠色債

券，定向投放在花都區綠色產業的

項目上 

貴  州 貴州銀行申請150億元綠色金融債

支持城市垃圾處理、節水節能等綠

色項目 

江  西 萍鄉匯豐投資有限公司發行20億元

綠色債券用於海綿城市；九江銀行

籌備發行40億元綠色金融債；江西

香米業發行全國首單在區域性股權

市場備案的綠色私募可轉債 

2 綠色股票

指數 

廣  東 廣州碳排放交易所發佈中國碳市場

100指數 

3 綠色擔保 浙江湖州 成立註冊資金1.7億元的政策性融資

擔保公司，優先支持綠色小微企業 

4 綠色保險 浙江湖州 全市23家保險財險機構提供綠色保

險保障269億元；德清縣率先啟動推

廣環境污染責任保險工作；湖州市

推進環境污染強制責任保險、船舶

油污損害強制責任保險的試點工作 

綠色保險 浙江衢州 安全生產和環境污染綜合責任保險

的保費合計962億元，提供的保險保

障超過108億元 

貴  州 環境污染責任保險業務平臺在貴陽

正式發佈；2018年在遵義市、黔南

州、貴安新區開展環境污染強制責

任保險試點 

5 綠色信貸 浙江衢州 截止至2017年8月，綠色信貸貸款

餘額佔全部貸款比例13.01% 

廣  東 廣東省四會市農商銀行推出創新信

貸產品“碳排放配額抵押貸款”；

廣州市花都區2018年全區綠色信貸

佔全部貸款餘額比例達8% 

貴  州 推出“茶人貸”、“獼猴桃貸款”

等綠色惠農信貸產品；農業發展銀

行貴州省分行支持貴州省貧困地區

高標準農田建設貸款 

江  西 與北京銀行南昌分行簽訂了綠色信

貸戰略合作協議，支持重點產業工

業和企業的節能改造項目，累計投

放貸款11.3億元；截止至2017年

末，江西省綠色信貸餘額超過1500

億元 

新  疆 截止至2017年10月，昌吉州24家銀

行金融機構綠色信貸達146.19億元 

（資料來源：中國碳交易網） 

5． 灣區綠色金融發展現狀 

5.1． 頂層佈局未統一 

大灣區具有的“一個國家、兩種體制、三個關稅區”

等特殊復雜情形是面臨的現實與挑戰。現行的三地財稅體

制差異化以及三地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不同，亦對財政資

金使用的高效性與綠色項目推動的可行性有所影響，不利

於三地協同高速推廣與發展。行政區劃的壁壘，現行存在

的三種貨幣並行在下一步如何實現綠色金融對接、資訊溝

通以及交易慣例與資源配置等協調上增加了一定難度。 

5.2． 產品創新遇瓶頸 

一方面，現有的綠色產品服務種類有限且趨於傳統化，

容易造成綠色需求與綠色投資不成正比，最終致使資源配

置效果“很骨感”；另一方面，綠色市場在對外開放性學

習上缺少整體構建規劃，致使已有的綠色發展經驗未能貫

通運用於大灣區建設中，綠色金融產品的引進在大灣區生

態建設應用中仍處於“瘦身”狀態。 

5.3. 綠色標準仍有差異 

當前推出的綠色標準尚未與各行業產業的技術標準

達成共識，界限的模糊亦阻礙綠色項目和產業最終的落地。

雖然三地政府在內部的協調機制上有形成粵港澳聯絡會

議，但權威性、執行力與監督權在綠色金融業務中尚不能

滿足深度合作的需求；綠色資訊披露與資訊不對稱使得資

金難以精確落實到綠色項目與產業上；項目投資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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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健全，目前仍停留在民間機構與企業自行探路期，容易

出現項目的“夭折”與“優汰劣勝”現象。 

金融業作為澳門的傳統產業，長期以來在澳門的經濟

發展中扮演著核心的角色，但其現有的金融產業因受金融

體系相對單一以及市場有限等因素的制約，在短時間內很

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澳門綠色金融產業的發展應著重在

“金融與實體、金融與科技” 相結合上。。 

55.4． 金融跨境總協調不足 

跨境區域協調的難度源自於現三地不同的司法體系

和行政體制，同為省級行政區的三地，彼此之間並無任何

隸屬關係。雖廣東與香港和澳門之間的跨境協調在過去長

年的歷史積澱中也在不斷取得進展，但合作的深度和廣度

依然不足，因在國務院正式為成立大灣區之前，三地行政

體制和發展理念的差異是導致的協調總動力不足的核

心。  

6． 綠色金融路徑探討  

縱觀多方因素為綠色金融在大灣區的發展提供了廣

闊空間。但想要結合大灣區各城市的復雜情況從而促進綠

色金融合作卻並非易事。澳門發展綠色金融不是對現有金

融產業的否定，而是在現有澳門金融環境和金融產業的基

礎上在金融服務對象、服務領域以及服務模式等方面進行

創新。想要乘此“綠色東風”，也需有“摸著石頭過河”

的過程，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便對綠色金融未來的頂層

佈局、產業行業標準和市場發展路徑等方面的整體規劃有

更高的考核要求，澳門需將“法律制度、高質發展、財稅

政策、產業化、社會化和國家化”等一系列問題納入首要

考量；另外，股權投資的考量對綠色金融的發展也尤為重

要。 

6.1． 綠色金融頂層佈局 

澳門頂層機構的指引需為更好地推進大灣區各城市

間綠色金融與產業的協同整合上 “下功夫”。澳門與葡

語系國家的緊密聯系是未來構建澳門綠色金融服務平臺

的關鍵樞紐。積極推動各項政策制度的系統集成，分析空

白盲區以發揮自身優勢，統籌各方面資源形成合力，始終

站好“綠色金融特色示範中心”的定位。減少並盡可能消

除“投資重復”以及“建設重復”等大量資源浪費問題

在大灣區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出現。 

6.2． 灣區互通共識方面 

綠色金融項目的落地需要持有政策的“准入牌”，大

灣區各城市在項目與產業上的綠色屬性務必達成統一的

默契，逐步形成“並軌合道”。“定性”之後“量化”的

層面便能如魚得水，澳門可與周邊的鄰近城市從“構建各

項目綠色等級評估體系上細化操作流程，模範借鑒城市內

部簽訂的“軍令狀”，與周邊各城市攜手簽訂綠色項目責

任狀以及“一把手責任狀”，研究設立各城市之前綠色企

業項目中共用資源庫，以及設立綠色項目投資清單“一張

罔平臺” 等工程項目合作上具體細化，真正實現粵港澳

三地之間的綠色項目在“識別技術操作以及綠色金融產

品認定”真正意義上的互聯互通，交叉享用。 

6.3． 吸納優質社會資本 

在市場化的制度安排下，綠色金融還可以通過多種金

融工具和交易方式發揮其金融杠杆作用。供應鏈金融則不

失為服務於特色金融的一種管道模式。從長遠看，澳門可

持續的綠色金融發展之路要讓更多的社會資本參與進來，

而不是僅靠政策性的資金去支持發展。除信貸和債券外，

現有的綠色金融產品種類還比較單一與欠缺，澳門在綠色

保險以及綠色基金等方面需要不斷進行產品更新，拓寬融

資管道和融資來源；澳門亦可制定相應的政策和激勵措施，

鼓勵和引導各類金融機構開展金融實體業務，鼓勵各企業

和金融機構在前期大膽“先行先試”；設立專項“評審考

核基站”，在海外投資和貿易項目上採用嚴格評審標準的

綠色“准入門檻”，降低項目實施過程中可能引發的社會

與環境風險。 

6.4． 打造多元化金融市場 

澳門在主打自身優勢與特色的同時，需高舉中央提倡

的“堅持創新協調與開放共用”的新發展理念這面大旗，

繼續嘗試多元化綠色金融產品的開發與應用，考慮與兄弟

城市共同探索構建具有國際化競爭優勢的灣區綠色金融

創新市場。一方面，澳門與葡語係國家有著獨特的淵源與

合作平臺，在綠色金融合作上可與其簽訂相關的綠色金融

互惠政策；其次，搭建綠色融資租賃平臺可為融資租賃資

產及產品交易提供充足的流動性支援，真正發揮澳門財富

集中優勢；另外，可考慮打造面向華人華僑的綠色理財產

品，成立綠色資產理財服務平臺。 

6.5． 構建綠色智慧創新體系 

“綠色”是大灣區發展的一項基本理念，也是其發展

的要義。大灣區周邊各兄弟城市在前期分工與合作達到一

定階段後，後續“綠色智慧化”可持續發展與管理階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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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必經之路。因為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途徑“智慧化”

則是可持續的關鍵。如若僅是對現有的金融市場體系、金

融資源訊息、物業物流以及交易平臺系統資源的簡單整合，

那想要實現整個大灣區城市群的規劃及建設便是遙不可

期的。對當前於國家倡導的“綠水青山才是金山銀山”上

更有所詮釋：未來的發展必須與“綠色同行”，水資源、

能源、動植物以及氣候環境等自然資源的保護及監控納入

重中之重。而此時，技術創新的應用便可助力兩者平衡。

澳門可借力大灣區毗鄰城市（例如深圳等地），通過強大

的雲端與大數據等前沿技術，採用資訊化手段實現對綠色

金融項目與資源的相互流通，並在科技引進層面研究學習

雲端，從而彌補當前資訊技術上的不足。 

其次，傳統的經濟模式已經發生驚天動地的轉變，作為一

種獨立的生產要素——資訊化大大助力大數據的銜接與

運轉；未來是數字經濟的新時代，是持續的技術創新與綠

色商業模式創新的完美結合。澳門各項經濟發展也將由原

有的實物商品領域過渡到數字抽象領域，從而實現一場特

色金融變革；且當前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也取得積極的進

展，未來的數據邊際成本會大大較低，澳門可在政策投放

及投融資項目上引導企業向環境友好型方向發展。 

77． 結論 

大灣區經濟已成為推動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隨

著經濟產業的迅速發展以及不斷增長的人口規模，灣區的

生態服務系統將面臨著更加復雜和嚴峻的挑戰。《粵港澳

大灣區生態足跡報告2019》指出，如果全球人口都採用

大灣區的生活模式，世界一年需要2.5個地球來提供生態

系統服務，由此可見，綠色金融發展正當時。澳門作為大

灣區發展中的一員，在發揮“綠色金融特色示範中心”的

站位上，就必須充分發揮金融的導向和撬動作用，助力實

現應對氣候變化、節能減排和資源高效利用等經濟活動在

資金融通和風險管理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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