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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方面

COP26氣候大會最重要的成果

《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 在COP26氣候大會上，197個國家簽署《格拉斯哥氣候協議》

（Glasgow Climate Pact），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 「逐步減少」煤炭使用：「逐步減少」「未使用碳捕捉技術的

燃煤發電」（unabated coal）及無效率的化石燃料補貼。這是

「化石燃料」被首次特別提及，只是大會最初所使用更為強硬

的「逐步淘汰」一詞因遭到反對而改為「逐步減少」。1

• 提高目標：各國要於2022年之前修訂並重新發佈2030年目標，

而不是每隔五年做一次修訂。2

• 氣候融資：協議敦促已發展國家到2025年每年至少向發展中國

家提供相當於2019年兩倍的氣候融資金額（約400億美元）。3

• 《巴黎協定》規則手冊：經過六年的討論，《巴黎協定》的指

導細則終於獲得通過，當中包括第6條關於建立碳信用市場以解

決雙重計量問題並統一全球碳市場的框架。4

更廣泛的合作及承諾

• 「全球甲烷承諾」：100多個國家簽署「全球甲烷承諾」

（Global Methane Pledge），目標是全球到2030年減少20%的

甲烷排放量（以2020年水平為基準）。甲烷是一種強效溫室氣

體，其排放導致全球變暖的程度較二氧化碳更甚。5

• 扭轉砍伐森林局面：140多個國家簽署《格拉斯哥領導人森林和

土地利用宣言》，承諾於2030年終止並扭轉砍伐森林及土地退

化局面。此等國家的森林面積佔全球的85%，並將投入190億美

元的公共及私人資金以支援此計劃。6

• 清潔電力轉型：40多個國家承諾到2030年逐步淘汰燃煤發電，

另外，20多個國家承諾結束對「未减排」海外化石燃料項目的

公共融資。7

• 零排放汽車：30多個國家承諾推動零排放汽車普及化及更實惠，

爭取到2040年在全球實現全面銷售零排放新車和貨車，並在不

遲於2035年先在領先市場實現這一目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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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企業的承諾及行業倡議

• IFRS成立ISSB：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成立國際可

持續發展標準委員會（ISSB），牽頭於2022年在現有行業標準

及框架的基礎上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

• 「先鋒聯盟」：該企業聯盟涵蓋8個行業（包括鋁、航空、鋼）

擁有碳密集型產品供應鏈的企業，承諾透過投資綠色科技在

2050年前實現淨零排放。

• 淨零排放倡議：Glasgow淨零排放金融聯盟（Glasg ow
Financial Alliance for Net Zero）宣佈，逾450間公司已加入聯

盟，資產管理額達130萬億美元；尤其是超過220間資產管理公

司已簽署淨零排放資產管理公司倡議（Net Zero A sset
Managers initiative）（景順為該倡議的締約方），旗下資產管

理總額達57萬億美元。

大會敦促各國在2022年年底前提高減碳目標，這將如何改變全球投
資前景？

能源轉型

COP26氣候大會其他發展的影響包括：

碳交易：第6條詳細訂立雙邊自願交換機制以及國際碳市場的基準。

我們將密切關注碳交易市場的發展以及碳定價及碳成本對各個企業及

行業的影響。

投資啟示 關鍵摘要

可再生能源

持續加強碳減排將為對發展新型清潔能源組合

至關重要的可再生能源（例如風能、太陽能及

氫能）帶來長期需求。

高碳排放行業脫碳

轉型

現有的高碳排放行業及公司將面臨脫碳及轉型

壓力，尤其是依賴化石燃料（煤、石油、天然

氣）的行業。積極投資於綠色轉型的公司將更

為有利。

電動車
政府及汽車企業的零排放汽車宣言將繼續加速

電動車的滲透率及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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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景分析： 《國際能源署》（IEA）一直基於各國承諾及政策預測氣

溫，在COP26氣候大會召開前，倘若各國政府宣佈的所有政策均獲

落實，全球氣溫升幅估計為2.1度（在「承諾政策情境」下最高為2.7
度）。

COP26氣候大會結束之後， 《國際能源署》（IAEA）分析報告顯示，

倘若各國在COP26氣候大會上宣佈的所有新的承諾均能夠獲得執行，

氣溫升幅將受控於1.8度以內（倘若考慮到實際落實問題，升幅最高

為2.4度）。9

儘管這一變化及發展是樂觀的，但現有承諾仍無法將氣溫升幅控制在

1.5度以內。10摩根士丹利的分析顯示，投資者應主動考慮這些不同的

氣溫情景，從而評估投資的具體風險。

亞洲方面

中美罕見發表聯合聲明，影響深遠，意義重大

中美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合作制定氣候變化的應對舉措，表達兩國

繼續加速推進脫碳減排的意願及相互合作的承諾。

這是全球前兩大碳排放國家達成的一項意義重大的合作夥伴關係 - 中

國佔全球碳排放量的28%，美國佔15%。11 聯合聲明涉及的關鍵領域

包括：

• 制定關於碳減排的監管框架及環境標準。環境披露及監管的持

續發展將促使企業採取氣候行動，令可持續投資更加明晰，並

為投資者提供更多相關數據。

• 透過政策鼓勵脫碳及清潔能源轉型 ，加強投資者對電氣化及清

潔能源技術／行業的興趣及投資活動，同時促使傳統的碳排放

公司考慮脫碳轉型。這亦將有助於推動技術出口。

• 加大對碳移除技術的應用 ，例如CCUS（碳捕獲、使用及封存）

及直接的空氣捕獲，引領企業在轉型過程中增加對這些技術的

投資及應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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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亞太區國家的發展，以及亞太區的投資前景

主要發展如下：

• 中國：COP26氣候大會召開前夕，中國發佈更加具體的氣候政

策，明確各行各業在2030年實現碳排放見頂的中期目標及行動

計劃，以及最終實現碳中和的長期目標及舉措。

• 印度：宣佈於207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及到2030年的其他承

諾，包括將非化石能源產能從450GW提升至500GW，達致

50%的可再生能源發電，減少十億噸碳排放量，同時降低碳排

放量佔GDP比重至45%以下。12

• 澳洲：宣佈於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目標 - 淨零排放目標首次在

聯邦政府層面取得共識。

•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宣佈在五年內額外投入

100億美元；包括設立一項新的氣候融資工具。13

• 亞太區整體：已簽署不同倡議及承諾的部分亞太區國家詳情如

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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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啟示 關鍵摘要

對依賴化石行業

的影響

煤炭需求放緩，尤其是在中國及印度，大型能源及電力

公司需積極考慮轉型，政府應積極投資於氫能、太陽能、

電動車充電／儲存等可再生能源。鑑於距離實現淨零排

放的最終目標期限較長，加上受近期限電政策及電價上

漲影響，轉型的時間表仍有待確定。

加速清潔能源技

術的應用

各國修訂承諾將繼續帶動潔淨能源的需求。中國、印度、

澳洲及日本均已簽署「格拉斯哥突破計劃」(Glasgow
Breakthroughs)，這項聯合承諾的目的是加速清潔技術

及可持續方案的發展，著重於五大領域 – 清潔電力、
零排放汽車、近零排放鋼鐵、廉價氫能及可持續農業。
14

停止森林砍伐及
供應鏈

停止砍伐森林宣言將吸引更多企業及投資者關注供應鏈
的砍伐森林風險（例如農產量下降、資產被套牢、供應

鏈斷裂）。15 大部分砍伐森林活動受商品生產所驅使，

尤其是在東南亞，例如棕櫚油、大豆及紙張。16 期待
加強對供應鏈可追溯性及風險的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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