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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视可持续发展管理为持续提升业务运作的方式，可持续发展管理
对企业而言不仅仅是一种管理模式，更是一种长远利益的追求。我们
利用专精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科学的工作方法协助客户迈向更具有
持续性的未来。我们为各类客户提供定制化服务：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企业
•上市企业
• IPO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
•民营企业
•国企

产业园区
•工业园区
•智慧园区

政府单位
•国家部委
•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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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组织
•公益基金会
•行业协会

4

分类 服务内容

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与合规 • 可持续发展目标设定及战略规划
• 可持续发展绩效指标体系搭建

• 可持续发展管理系统搭建

• 信息披露

• 报告鉴证

绿色金融创新及生态产品价

值实现

• 绿色债券鉴证
• 绿色信贷咨询

• ESG尽职调查

• 责任投资咨询

• 绿色保险技术服务

气候变化 • 绿色/低碳发展规划

• 碳资产管理

• 能源可持续管理

• 资源可持续管理

安健环（HSE）管理 • HSE管理体系构建

• HSE尽职调查

• 环境产业/行业调研

• 环境税咨询

可持续供应链 • 供应链合规及风险管理

• 可持续供应链管理体系搭建

• 供应链ESG尽职调查

• 冲突矿产合规、报告及

鉴证

社会影响咨询 • 社会影响评价

• 公益组织及模式设计

• 活动可持续管理体系

德勤可持续发展服务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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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可持续发展服务优势

凭借德勤的突出优势，我们坚信能为客户提供最适合的高水准专业服务，实现客户的可持续发展

• 德勤拥有175年历史，成员所网络遍及全球• 德勤深耕包括审计及
鉴证、管理咨询、风险咨询、财务咨询、税务以及法律咨询等在
内的全方位的专业服务，拥有多维度交叉服务的实力

• 2020财年，德勤成员所全球总收入达到476亿美元，全球总收入
在“四大”中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最大的专业私人服务机构

• 德勤全球拥有约312,000 名专业人士，遍及全球逾150个国
家和地区

•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服务范畴拥有900多名合伙人及专业人士
• 拥有多样化背景的专业团队，包括税务、财务、环境等
• 拥有专精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研究机构BIO

领先的专业人员
• 德勤已为众多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合规相关服务
• 德勤凭借专业的技术背景和丰富的行业经验，已在全球
完成约200 个CDM 项目的审定、核查或WCD报告审核工
作

• 德勤已为数十家金融机构、公司和企业境内外发行绿色
债券提供鉴证服务

• 德勤已为多家企业提供冲突矿产合规咨询、鉴证等服务

丰富的成功项目经验

• 2019年，德勤连续第九年被高德纳列为全球排名第一的咨询
机构

• 被《财富》杂志列入2018年“改变世界的公司”榜单
• 2017年，被ALM Intelligence评为企业风险管理（ERM）咨询
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 2014年, 德勤被独立调研机构Verdantix评为可持续发展服务
第一品牌

丰富的外部荣誉

• 德勤赞助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编制GRI Standard中文版
• 德勤推出可持续发展奖,该奖项得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
• 德勤专家兼任TCFD专家
• 德勤专家参与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领导计划的《绿
色债券002℃——扩展气候金融的指南》的编制工作

• 德勤专家协助UNDP开发工具SDG Accelerator
• 德勤的可持续发展团队与香港各专业及机构监管机构(包括香港联交所)
就各种ESG议题紧密合作

• 德勤是中国绿金委理事单位

深入的可持续发展合作

• 清洁发展机制（CDM）指定经营实体（DOE）资质
•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CBI）授权的有资质的CBS审核机构，GBP
的观察员

• 伦敦金银市场协会（LBMA）官方指定的，在中国地区唯一提
供ISAE3000鉴证服务的供应商

• 德勤在全球126个国家均设有分支机构，在本土法律法规、环
境监管熟悉程度及方案实施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

齐备的专业技术资质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与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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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大力倡导绿色消费，
引导绿色消费金融创新，促进消费升级

银保监会对绿色消费的定义为：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
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
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
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
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种
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

2016年

《关于促进绿色消费
的指导意见》

国家发改委等十部门

2016年

《关于加大对新消费领域金融
支持的指导意见》

人民银行、原银监会

《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
潜力的若干意见》

2018年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
商业消费的意见》

2019年

国务院办公厅

• 加强宣传教育

• 规范消费行为

• 严格市场准入

• 完善政策体系

• 倡导绿色生活方式

• 加快消费信贷产品

创新

• 支持绿色消费

• 进一步提升金融对

促进消费的支持作

用，鼓励消费金融

创新，规范发展消

费信贷

•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 鼓励金融机构对居民购买

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家

电、节水器具等绿色智能

产品提供信贷支持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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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绿色消费和绿色金融产品正在多领域落地实践

绿色消费信贷

• 特斯拉车主汽车消费贷款

中信银行与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
拉达成汽车消费贷款业务战略合作，
向其车主推出多种融资方案，最低首
付仅需20%，最长期限可达5年，还
有多种弹性尾款方案可供选择。

中信贷款客户可享受特斯拉在豪华汽
车品牌中率先推出的“保值承诺”服
务：提车三年后可选择以近50%的购
车价将Model S出售给特斯拉。

• 绿色建筑按揭贷款

兴业银行面向个人客户和家庭购买绿
色建筑、被动式建筑、装配式建筑的
住房提供住房按揭贷款。并给与绿色
建筑贷款客户差异化的资源安排和授
信政策，享受灵活的还款方式与还款
宽限期待遇，同时在满足监管政策要
求的前提下，可在兴业银行现行按揭
贷款利率基础上，给与适当优惠。

2016-2017年，兴业银行在太湖新城中，
对39个在售绿色按揭楼盘中的26个楼
盘开展了绿色按揭贷款。

• 绿色标识产品消费贷款

马鞍山农商银行根据客户购买住宅的
绿色认证等级，区分利率优惠幅度。
与此同时，匹配绿色消费贷，用于购
置绿色家居用品、节能家电等配套设
施。

绿色家具产品要求符合产品生命周期
绿色评价指标（GB/T 35607-2017），
绿色家电是获得中国一级或二级能效
标识的产品，以及获得中国节能认证
的所有产品。

• 低碳信用卡

兴业银行兴业银行自2010年开始推出
低碳信用卡业务，与北京环境交易所、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合作发行，倡导
“绿色、低碳”生活理念，鼓励客户
参与绿色消费，赠送碳减排量，倡导
碳中和。

截至2019年，兴业银行低碳信用卡累
计发卡量73.35万张，累计购买碳减排
量379,867吨。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绿色消费

绿色建筑融资 购置或租赁新能源汽车融资 绿色标识产品消费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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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的服务–
绿色金融创新，拓展投融资渠道

个人

家族办公室

企业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绿色消费

绿色信贷咨询

中国银监会要求各银行

对照绿色信贷实施情况

关键评价指标，组织开

展本机构绿色信贷实施

情况自评价工作，并每

年将自评价报告报送银

监会。德勤针对银监会

要求，结合银行自身管

理的需要，协助个人、

家族办公室和企业开展

绿色信贷实施情况的检

查与评估工作，协助满

足合规要求，从借贷双

方提升绿色信贷管理水

平。

ESG尽职调查

德勤可协助家族办公室

和企业对拟投的绿色产

业相关企业进行ESG尽

职调查，评估拟投企业

的ESG风险，从而在做

出投资决定前对投资项

目的ESG绩效有完整的

了解。对于重大环境或

社会风险领域的投资，

参照IFC《社会和环境可

持续性绩效标准》、

HSE指南及相关监管要

求开展环境与社会风险

评估。

绿色保险技术服务

德勤借助丰富的风险

管理、环境管理及金

融保险行业咨询等服

务经验，可为企业提

供环境责任险及定制

化绿色保险产品的顶

层设计支持、完善并

优化绿色保险环境风

险评估体系，从而有

效预防绿色保险的运

营和管理风险，降低

保险公司绿色保险的

理赔风险及企业突发

事故损失风险。

责任投资咨询

德勤一直致力于为国内外

各类家族办公室、企业提

供绿色投融资的投前、投

中、投后全周期责任投资

建议，帮助客户系统而明

确地将重要的ESG因素纳

入投资分析和投资决策，

如协助制定基本面策略、

量化策略、smartbeta 策

略、被动策略和强化被动

策略等，帮助家族办公室

和企业构建有效的责任投

资体系，规避投资中ESG

风险，实现长期可持续的

价值回报。

绿色债券鉴证

德勤凭借自身在绿色债券鉴证服

务方面丰富经验，以及齐备的绿

色认证资质，协助金融机构、公

司、企业对境内外发行的绿色债

券、社会债券、可持续发展债券

进行鉴证。通过在发行准备期和

存续期内的鉴证，一是可以满足

监管机构的要求或倡议，二是可

以满足投资人和利益相关方的期

望。我们的服务包括：

• 绿色债券发行前评估鉴证服务

• 绿色债券存续期鉴证

• 绿色债券发行和存续期管理相

关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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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勤的服务–
构建价值生态产品核算体系、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家族办公室

企业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绿色消费

绿色信贷报告鉴证

德勤根据ISAE 3000针对绿色信贷信息及数据

执行鉴证审计程序，并出具独立第三方出鉴

证报告。外部鉴证不仅可以增强企业绿色消

费信贷的可信程度、有效降低发布风险，提

升绿色信贷透明度，同时可以通过第三方的

检验发现企业在绿色信贷产品管理和追踪过

程中存在的不足，还可以针对发现的缺陷以

及不足提出有效的改进建议，协助提升企业

可持续的绿色消费产品创新。

绿色消费战略规划路径

基于企业自身管理、绩效考核及信息批

露需要，协助企业制定基于外部有关绿

色消费的政策法规、公司战略方向一致

的绿色消费战略方向和实施路径，帮助

客户建立绿色金融服务体系，建立生态

产品价值实现支撑体系，构建价值生态

产品核算体系、梳理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路径，并协助绿色消费产品的创新开发。

绿色信贷与投资信息披露

家族办公室和企业发布绿色信贷和投资信息披露是提高

绿色信贷透明度和品牌建设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外部

合规、企业管治甚至获得投资和消费偏好的重要需要。

通过编制和披露绿色信贷进展和投资影响的相关信息，

家族办公室和企业能够加强利益相关方沟通、增强对资

源的吸引力、提升品牌优势。

德勤参照国际主流标准和原则，依据德勤全球可持续发

展先进经验，为客户提供专业的信息披露服务，帮助客

户满足监管要求及利益相关方对信息透明度的诉求，如：

• 绿色消费白皮书

• 绿色信贷影响力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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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中国内地）：4006789135

咨询邮箱：RAMN@deloitte.com.cn

与您携手迈向更具有持续性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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