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气候风险管理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于2021年12月30日发布有关气候
风险管理的监管政策手册（“GS-1”）。GS-1就气候相关风险管
理的关键要素为认可机构提供指引，阐述金管局在评估认可机构气
候相关风险管理工作方面的方法和期望。

实践范围

“气候变化是威胁人类
福祉的主要风险之一。
与此同时，气候变化日
渐被视为金融机构和企
业的财务风险来源。这
将有可能导致经济活动
和资源配置发生根本转
变，并对全球各个经济
部门和金融市场产生深
远影响。”
金管局 监管政策手册 GS-1
气候风险管理

毕马威可以支持银行满足新监管要求，包括：将气候因素纳入战略制定过程，并将气候相关风险
纳入银行风险管理框架和压力测试，以确保有效管理固有风险和与气候风险相关的财务影响等。

金管局的期望
对于所有本地注册认可机构，GS-1的要求应在单独实体层面实施；如适用，应同时在并表层面实施，涵
盖其子公司。1

对于国际银行集团，应对所采用的集团层面或区域层面的流程进行评估，以确保这些流程适用于本地环境。
2

金管局将在评估时采用按比例的模式，并提供12个月的期限供认可机构实施相关要求。
3

中国银保监会关于推动银行业和
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
2020年1月

中国人民银行试点
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2021年

发布GS-1
气候风险管理

2021年12月

金管局气候
风险压力测
试试验计划
2021年

GS-1气候风险管理
（征求意见稿）
202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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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四大支柱，就气候相关风险管理的关键要素为认可机构提供指引：

四
大

支
柱

管治和概述
• 明确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的职责
• 设定风险偏好陈述书、气候目标和行动

战略
• 就内、外部因素开展战略层面评估工作
• 积极与利益相关者沟通，并制定相关战略
• 战略实施：实施稳健的政策和组织架构，有效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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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风险管理
• 在投资组合和交易对手层面开展风险识别和计量
• 开展气候风险情景分析，包括压力测试
• 监测和报告气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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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
• 根据TCFD的建议披露相关气候信息
• 最迟在2023年年中进行首次气候相关信息披露
• 根据“不遵守就解释”原则，至少每年披露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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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

实施

与利益相
关者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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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责制确保银行的气候风险管理
与董事会批准的风险框架一致

确认风险管理框架和相关气候风
险控制的有效性

董事会的角色

高级管理层

风险、容忍度和关键控制限额

管治框架

风险识别、计量和控制 风险监测、汇总和报告

三道防线模型 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 资源和能力

操作风险 信用
风险

市场
风险

流动性
风险

行为
风险

+其他
主要
风险

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负责奠定基
调，并在企业范围内逐级划分气

候风险管理责任

阐明银行在实施其商业计划时，
愿意承担的气候风险程度

政策框架 风险管理集团政策框架和风险政策必须包含气
候风险的相关议题

对可持续发展风险（涵盖：环境、
气候、社会和管治问题）进行分类

和界定

气候风险的影响可以波及至
所有其他风险类别

通过考虑气候风险问题，使风险管理
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要素

确保第一、第二和第三道防线了解各
自的风险管理相关职责

董事会的权限

指定的行政机关

制定一套气候风险指标，提供充分信
息，以支持各个层级（投资和贷款）
做出有效决策

针对具体风险类别制定子框架，涵
盖相关气候风险问题

配备技能精湛、积极性高且拥有正确
价值观的员工，支持业务发展和风险
管理

概述气候风险监督职能的任务和职责

制定风险偏好框架，明确气候风
险管理方法

概述管治机制，阐明企业范围内应对
气候风险问题的方法

战略

• 认可机构需要完成
战略评估流程，考
虑相关内外部因素，
包括现状评估。

• 与内外部利益相关
者沟通互动。

• 针对气候相关风险
周期相对较长的特
点，在战略考虑中
纳入更长时间跨度
的气候转变影响。

战略制定 战略执行
• 评估并强化组织结构

和业务流程（例如：
跨部门工作组）。

• 商业政策中反映认可
机构的高级战略目标
（例如：贷款评估和
定价）。

• 薪酬政策应与气候战
略保持一致。

• 确保为气候风险管理
职能分配充足的资源，
包括：人员、数据、
系统等。

气候风险与传统风险之间具有复杂的相互关联，会广泛影响银行现有的财务及非财务
风险。因此，无论何种组织架构，气候风险管理必须贯穿银行业务。第一步就是需要
建立稳健的风险管治框架和健全的风险战略。

管治与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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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构建的气候风险管理框架
Climate Related Financial Risks

Climate risk drivers|Transmission channels

Exposure Measurement metrics and indicators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Conceptual 
Consid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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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vs bottom-

up | Risk 
mitigations | 

Heterogeneities | 
Uncertainty

Data needs
Risk drivers | 

Vulnerabilities | 
Exposure

Credit Risk Market Risk Liquidity 
Risk

Operational 
Risk

Other risk 
types

Sensitive 
sectors and 
carbon-related 
assets

Alignment 
and financed 
emissions

Ratings and 
labels

Vulnerable 
exposure to 
hazards

Risk 
classification

Economic 
impact 

modelling

Forward 
looking 

assessments

Risk measurement approaches

4. Risk Management

3.
 R

is
k 

qu
an

tif
ic

at
io

n
2.

 E
xp

os
ur

e 
m

ap
pi

ng
 a

nd
 m

ea
su

re
m

en
t

1.
 R

is
k 

Id
en

tif
ic

at
io

n

Scenario Analysis

Sensitivity Analysis

Stress Testing

Other practices

毕马威协助认可机构在其风险偏好陈述书（RAS）中设置
气候风险指标时所采用的方法

指标 风险偏好 上报程序 当前 情景1-
2050

情景2-
2050

情景3-
2050

易受气候风险影响
的行业导致的预期
信用损失（ECL%）

15% 10% 12.5% 8% 9% 18%

示例：实施长期情景分析，预测当前指标
采用情景分析，以预测用于计量和监测指定情景下风险偏好
的指标。预测的指标有助于企业提前采取措施防范气候风险。

毕马威气候风险分析方法

Physical
Shocks

Transitional 
Shocks

— Average developments
— Frequency of extreme events

— Policy
— Technology

Reporting

Assessment at different levels

Macro-Economy

Markets

Supply Chains

Operations & 
Assets

Exposure

Sensitivity

Adaptive Capacity

Quantitative Effects

Qualitative Effects

Countries & Regions Sectors & Asset Classes Companies Facilities & Collateral

— Earnings potential
— Collateral
— Company values

— Ranking 
— Portfolio “temperature”

Balance Sheet Evolution

P&L and Risk
(e.g. via rating models, 

impairment, RWA)

Analyze KPIs

Develop 
“Climate Strategy”

Assumptions

Management Actions from 
“Climate Strategy”

Scenario Results

Scenario Setting Modelling of Cause-Effect Relationships Effects

Narrative & Basic Parameters

— Companies are expected to align with IPCC & 
IEA scenarios

— Large variety of IPCC scenarios
— Based on IPCC, NGFS has defined a set of 

reference scenarios

— Expansion of scenario parameters w.r.t. countries / sectors (transition risk) or 
regions / specific location of assets (physical risk) 

— Many cause-effect-relationships to consider – necessary to prioritize based on 
the portfolio

— Hardly any out of the box methodology available

— Horizon extending to 2050 or 2100

— Change of portfolio as a response to changes is part of the exercise

— Reporting to focus on measures and strategy

— Continuous involvement of CEO departments

毕马威压力测试模型
Model Inputs Hong Kong Extreme Weather Simulator Property Impacts

Damage Curves
The KPMG tool leverages the 
damage curves from Emanuel, 

Kerry.

Hong Kong Weather
The KPMG tool leverages large 
amounts of historical weather 
data published by the HKO.

Portfolio Data
The KPMG tool can load loan 

specific portfolio data, including 
collateral values.

Climate Stress 
Scenario

The KPMG tool is designed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KMA stress test, including all 
the key inputs (e.g. 

temperature, sea level, tropical 
cyclone occurrence and rainfall)

Extreme Weather Simulation Engine
• Use of historical tropical cyclone 

information and stress assumptions to 
simulate increased intensity and 
frequency of tropical cyclones.

• Significant amounts of Hong Kong climate 
data to forecast rainfall conditions an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rainfall, tropical 
cyclones and sea level rises.

Moving up the Damage Curve..
• KPMG has sourced and developed damage 

curves for Hong Kong.

• Storm surges, severe rainfall and sea level 
rises combine to push extreme events further 
up the damage curve.

• Once the shocks have been 
translated to the damage curve 
for a number of simulations by 
the Monte Carlo method, the 
damages will be converted into 
shocks on the property price.

• Property damages can be 
assessed and the impact on 
insurance claims can be 
assessed.

• Risk classification is also 
conducted to single out the 
Bank’s exposures that are highly 
vulnerable to climate risk. Below 
shows the visualization of the 
Bank’s collateral by risk severity.

Hong Kong Damage Curve – tropical cyclone

Hong Kong tropical cyclones’ frequency distribution Hong Kong storm surge distribution under tropical cycl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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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展风险评估，全面涵盖可量化和不可量
化的风险，例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
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声誉
风险、战略风险等。

• 识别气候相关风险以及此类风险传导至核
心风险类型的方式。

• 实施组合层面（例如：高风险行业/地区）
和交易对手层面的评估工作。

• 评估相关设施、运营和主要外包安排是否
易受物理风险的影响。

• 采用包括压力测试的气候情景分析方法，
来评估易受气候风险影响的领域。

• 随着时间推移，持续评估和改进此类方法
和工具。

• 开发多种情景，涵盖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 同时使用短期和长期时间跨度。
• 使用定量和定性评估，涵盖正在/未来将受

气候变化影响的所有主要敞口。
• 管理模型风险。

• 监测和报告气候相关风险敞口，以确保管
理在风险偏好范围内。

• 采用定量和定性工具来识别预警迹象。
• 组合监测至少应涵盖来自某些行业的风险

敞口（转型风险）和抵押品（物理风险）。
• 制定并及时更新高风险交易对手监测清单。
• 定期及时向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报告气候

风险。

• 实施行业层面控制措施，例如：放贷门槛、
倾斜政策等。

• 对高风险交易对手制定严格的贷款条款，
例如：降低贷款价值比（LTV）、缩短贷
款期限，或在定价中纳入气候相关因素等。

• 支持客户/借款人的转型过渡。
• 在发生极端天气事件时确保业务连续性。

• 制定清晰的框架，并辅以相应的政策和程
序支持。

• 采用三道防线模型，并界定岗位职责。
• 认可机构应根据金管局监管政策手册 IC-1

的要求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为了有效管理气候风险，银行需要量化整个企业范围内的气候风险因素，并部署必要
的工具和流程，对此类因素加以有效利用。以下5条原则将有助于银行完成这一转型。

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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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家银行
占香港贷
款总额的

80%

包括20家大型零售银行
和7家国际银行的分行在
内的27家银行参加了此

次试行压力测试。它们占
香港银行业贷款总额的

80%，为测试结果提供了
相当有意义的见解。

气候风险将会对银行的盈利能力、资本状况和运营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尽管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巨大，
但鉴于多年来建立的强大资本缓冲，香港银行业仍
能抵御与气候相关的冲击。

金管局气候风险压力测试试验计划（2021年12月）

综合评估结果

4

银行能力建设
尽管银行大幅提高了其衡量和评估气候风险的能力，但
仍存在以下主要差距：
• 数据粒度和可靠性不足；
• 缺乏广泛可接受的分类和识别气候风险敞口的标准；
• 气候风险发生的时间的不确定及缺乏相关历史事件；
• 缺乏公认的、经过验证的方法来捕捉前所未有的气候

变化情景。

行动
• 金管局表示有意在两年内再次推动试行压力测试，在

压力测试方面显著低于监管预期的银行，需要立即开
始弥补差距；

• 银行应总结此次压力测试的经验和教训，并在下一次
试行之前弥补相关差距；

• 将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纳入更广泛的气候风险管理框架；
• 绘制如何加强气候相关数据收集和质量的路线图。

测试情景

该测试侧重香港在21世纪中叶的预测的气候状况，并假设
温度可能会上升，导致海平面上升。
根据香港天文台在高温室气体浓度情景下的气候状况预测
而制定。

香港的物理风险将通过台风和洪水两大类气候危害表现出
来，从而导致资产贬值和业务中断。
香港住宅抵押贷款和其他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的脆弱性以
及与气候事件相关的潜在运营损失是评估的重点。
银行预计，在物理风险情景下，其在香港的房地产相关贷
款的预期信用损失将大幅上升。这些贷款的一年期预期信
用损失预计将飙升25倍。

银行还预计办公场所损坏和业务运营中断将会带来更大
的运营损失。

物业减值估计：在估计物业减值时，仅包括物业的物理损
坏，较少考虑市场对房地产价格看法的变化。一些用于估
计物理损害的方法是基于历史气候事件的数据，可能无法
充分反映史无前例的气候事件所造成的损害的严重程度。
气候灾害的经济影响：未将加剧的气候灾害的宏观经济
影响纳入其物理风险评估中。这种经济冲击可能会显著影
响借款人的一般还款能力。

物理风险

无序转型情景下，就2031年~2035年的5年区间开展评估工作。
有序转型情景下，就2021年~2050年的30年区间开展评估工作
（仅适用于本地系统重要性认可银行（“D-SIBs”））。
在这两种情景下，评估了对房地产开发行业和六个高排放行业的
潜在转型影响，包括：能源、公用事业、金属和采矿、运输、建
筑和制造。

转型风险将表现为银行信用风险敞口的增加，在无序转型情景下
尤为突出。
在此情景下，高碳排放行业贷款的年化信贷成本将比2019年增
长3倍，达到0.3%。
对金属、采矿和运输行业的敞口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较高的信
贷成本以及信用风险加权资产（“RWA”）的增加，导致银行
资本状况显著恶化。在无序转型情景下，D-SIBs的资本充足率
将在5年内平均下降3个百分点。

二阶影响：此次评估重点关注了转型风险对其在七大行业的敞
口直接影响，尚未充分评估高碳排放行业对其上下游企业或者其
他行业的溢出效应等二阶影响。

交易对手层面评估：行业层面的评估工作基于估算的方法。对
于未能在交易对手层面涵盖完整的风险敞口，尤其是中小型企业
客户的风险敞口，亦可能对估算方法中所采用的假设高度敏感。

转型风险

评估

模型假设/限制
模型假设/限制

评估

金管局于2021年1月试行启动气候风险压力测试（CRST），以评估气候变化对香港
银行业的潜在影响，以下汇总金管局2021年12月30日发布的结果报告。

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 2022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 香港特别行政区合伙制事务所，是与英国私营担保有限公司 — 毕马威国际有限公司相关联的独立成员所全球性组织中的成员。版权所有，不得转载。



气候相关信息披露是认可机构的不同利益相关者（例如：监管机构、投资者、客户和
存款人）了解其面临的相关风险及其应对此类风险的方法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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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相关财务披
露工作组（TCFD）
及其建议

TCFD是金融稳定理事会（FSB ）应G20集
团成员国财长的要求成立，目的是提高企
业和金融行业在气候变化相关财务风险和
机遇方面的透明度。

TCFD于2017年发布的建议侧重于要求企业
披露气候变化对当前和未来财务业绩的影响，
不涉及披露企业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相关建议可概括如下：

管治：企业应披露其为管理气候相
关财务风险和机遇而建立的管治架
构、监督和管理流程。

战略：企业应披露气候变化为其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划带来的实际和
潜在风险和机遇，并使用情景分析
来测试企业战略在各种气候情景下
的韧性。

风险管理：企业应披露其如何识别、
评估和管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

指标和目标：企业应披露其用于评
估和管理气候相关财务风险和机遇的
指标和目标。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fsb-tcfd.org

TCFD的11项建议

• 金管局期望认可机构最迟在2023年年中进行首次披露，
以期最迟在2025年使认可机构的披露与TCFD框架保持
一致。

• 认可机构应至少每年进行一次气候相关风险披露。

指标和目标
披露企业用于 管理
气候相关风险 和机
遇的指标，该 指标
应符合其战略 和风
险管理流程。

披露范围1、范围2和
范围3（如适用）相
关的温室气体排放以
及相关风险信息。

9 10

描述企业用于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的目标以及目标的完成情况。

11

管治
披露董事会对气候
相关风险和机遇的
监督情况。

说明管理层在评估和
管理气候相关风险和
机遇方面的角色。

1 2

战略
说 明企业识 别的 短
期 、中期、 长期 气
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说 明气 候相 关风险 和
机 遇对 业务 、战略 和
财务规划的影响。

3 4

说明在不同气候相关情景下企业战略
的韧性。

5

风险管理
说明企业用于识别
和评估气候相关风
险的流程。

说 明企 业用 于管理 气
候相关风险的流程。

6 7

说明企业如何将用于识别、评估和管理气
候相关风险的流程整合纳入企业的总体风
险管理之中。

8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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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毕马威可以灵活提供定制服务，助力客户应对气候相关财务风险。我们可以提供的协
助涵盖以下领域：

kpmg.com/cn

所载资料仅供一般参考用，并非针对任何个人或团体的个别情况而提供。虽然本所已致力提供准确和及时的资料，但本所不能保证这些资料在阁下收取时或日后仍然准确。任何人士不应
在没有详细考虑相关的情况及获取适当的专业意见下依据所载资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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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的名称和标识均为毕马威全球性组织中的独立成员所经许可后使用的商标。

杨娜（Gemini Yang）
合伙人
金融业风险管理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3927 5731
电邮：gemini.yang@kpmg.com

Sachin Kerpal
经理
银行业服务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913 2519
电邮： sachin.kerpal@kpmg.com

孟旭（Michael Monteforte）
合伙人
金融业风险管理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847 5012
电邮： michael.monteforte@kpmg.com

方伯腾（James Philpott）
副总监
金融业风险管理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3927 5828
电邮： james.philpott@kpmg.com

钟加文（Catherine Chung）
副总监
环境、社会及管治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685 7677
电邮： catherine.chung@kpmg.com

张健时（Tom Jenkins）
合伙人
金融业风险管理主管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2143 8570
电邮： tom.jenkins@kpmg.com

李岩博士（Dr. Yan Li）
总监
金融业风险管理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3927 5660
电邮：yan.l.li@kpmg.com

吴柏年（Pat Woo）
香港可持续金融事务主管合伙人
毕马威中国
电话：+852 3927 5674
电邮: pat.woo@kpmg.com

联系我们

有效管治：
毕马威专家可以与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合作，在银行层面实施稳健的气候风险管治框架和战略。此外，毕马威
专家还可以协助认可机构根据金管局的要求制定相关政策和程序。

绘制气候相关风险图谱：
毕马威专家可以助您了解面临的气候变化物理风险以及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可能带来的监管和经济影响。我们可
以助您识别贵公司业务中目前或将来会受气候变化严重影响的领域，以及贵公司业务所在的各个国家/地区中哪些
目前或将来会受到最严重影响。

基于情景分析评估抵御气候风险的韧性：
毕马威可以结合金管局的建议，助您了解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在各种监管、经济和气候情景下对贵公司业务的
影响。我们可以探索此类情景对贵公司业务的短期、中期和长期影响，并开发工具和程序来评估和量化潜在的
财务影响。

组织与业务战略：
气候变化给银行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机遇，需要组织内的各个部门间开展紧密协作。毕马威可以就如何制定稳健
的气候战略提供建议，协助银行能够在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同时支持其客户的业务经营活动。

协助贵公司准备气候风险相关的披露工作：
毕马威专业人员可以借助我们开发的先进工具，协助贵公司基于TCFD的要求，准备气候风险相关的报告披露工
作。我们亦可以结合行业最佳实践，就贵公司的表现开展对标分析，协助贵公司梳理与行业最佳实践的差距。

管理和报告气候风险：
毕马威可以助您界定适当的数据收集系统、指标和目标，根据金管局（或TCFD）的建议，监测、管理和报告气
候相关风险。我们可以就如何以最佳方式在财务报告中披露气候相关风险提供具体建议，并提供最佳实践示例，
指导贵公司的气候风险报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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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马威可以提供的协助

mailto:gemini.yang@kpmg.com
mailto:sachin.kerpal@kpmg.com
mailto:michael.monteforte@kpmg.com
mailto:james.philpott@kpmg.com
mailto:catherine.chung@kpmg.com
mailto:tom.jenkins@kpmg.com
mailto:yan.l.li@kpmg.com
mailto:pat.woo@kpmg.com

	气候风险管理
	Slide Number 2
	Slide Number 3
	Slide Number 4
	Slide Number 5
	Slide Number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