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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促进气候

投融资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举措。如何

进一步完善气候投融资的体制机制，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经

济结构和能源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亟需开展相

关领域的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为政策制订提供决策支持。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与爱丁堡大学商学

院、伦敦大学巴特莱特建筑与项目管理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

经济学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联合境内外20余所知

名院校、12家权威期刊共同举办2020气候投融资全球征文活动，并

在今年七月二日的“全国低碳日”启动。本次活动的评审入围论文

将会被推荐到合作期刊，部分作者也将受邀参加2021年中国气候

投融资国际论坛。

本次活动旨在汇集全球智慧，促进对于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

展以及气候投融资的思考和探讨，推动气候投融资领域理论研究

和实践经验交流和分享，共同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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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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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日程安排

    2020年7月2日 征文活动启动仪式
组委会将邀请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
及专家评审团成员于“全国低碳日”共同启
动2020年气候投融资全球征文活动

2020年8月～9月 刊文单位陆续发布征文通知
征文活动各支持刊文单位在其期刊上陆续
发布气候投融资全球征文活动通知。

 2021年1月10日 截止征稿
投稿文章需按照组委会要求在截止日期前
将稿件提交至征文系统。

         2021年2月 发布评审结果推荐入围文章至对
应期刊
组委会将于2021年2月通过电子邮件通知入
围文章的作者，并将文章推荐分类主题对应
期刊，进入其审稿流程 。是否录用由期刊依
照其录用标准独立决定，组委会有权保证部
分数量的作品被采纳。

 2021年春季 刊发文章作者作为受邀嘉宾参加
2021中国气候投融资国际论坛

部分刊发文章作者将受邀参加2021中国气
候投融资国际论坛，并作为发言嘉宾参与相
关问题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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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信息

·气候投融资与巴黎协定的协同 
·气候投融资支撑实现自主减排贡献目标
·气候投融资与碳市场的衔接
·气候投融资与经济模型
·气候转型投资

气候投融资与气候变
化政策及气候经济 1

·气候投融资与宏观经济发展
·气候投融资与低碳技术创新
·气候投融资与能源发展
·新冠疫情对气候投融资的影响与启示
·气候变化与国际贸易

气候投融资促进
经济和产业发展 2

·投融资气候减缓效益评估
·投融资气候适应效益评估
·区域气候效益评估

气候效益评估 3
·气候投融资产品创新
·气候投融资与企业、金融机构的战略转型
·气候投融资与ESG
·环境与气候信息披露

气候投融资产品和金
融机构及企业活动 4

·大数据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应用
·区块链在气候投融资领域的应用
·金融科技在投融资领域的作用
·气候投融资与金融数学科学

气候投融资与
金融科技 5

·金融机构气候风险评估管理
·企业气候风险评估与管理
·气候保险

气候投融资与
风险管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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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说明

投稿文章中英文均可，题目自拟，但需要符合上述其中一个领域；

投稿文章格式符合所属类别的对应期刊的内容和格式要求；

投稿形式可以为独立撰写或合写；

需要提交通信作者信息（如姓名、通信地址、邮编、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等）和所有作者的姓名和电子邮件，请列于独立于正
文的首页；

通信作者需要取得所有作者同意，否则将被取消资格；

投稿文章需另附查重报告，以及作者中英文简介（200字左右）；

投稿文章必须为作者原创文章且未发表，无知识产权争议；

请登录气候投融资征文系统（www.chinacifa.cn/paper/）
注册投稿。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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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期刊

英文期刊

Applied Energy

影响因子：8.43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影响因子：1.52

Economic Modelling

影响因子：2.06
Emerging Market Review

影响因子：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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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期刊

英文期刊

Energy Economics

影响因子：4.15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

影响因子：1.818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 Money 

影响因子：1.84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影响因子：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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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期刊

英文期刊

Sustainabl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影响因子：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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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期刊

中文期刊

债券 中 国 金 融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影响因子：3.45
环 境 保 护



·09·

刊文期刊

中文期刊

金融监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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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清华大学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院长
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

解振华先生曾任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局长、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第十二届全国政协人资环委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十五
届、第十七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长期负责中国的环境保护、资源节约、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事务，为促进中国的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做出了卓越贡献。

解振华先生2002年获得全球环境基金“全球环境领导奖”，2003年获联合国环境
保护最高奖“联合国环境署笹川环境奖”及世界银行“绿色环境特别奖”，2009年获全
球节能联盟”节能增效突出贡献奖”，2015年获世界自然基金“宜居星球领袖奖”，2017
年获得“吕志和奖-持续发展奖”。

解振华

埃内斯托 塞迪略（Ernesto Zedillo）教授现任自然资源管理研究院董事长，Berg-
gruen Institute on Governance 21世纪咨询委员会主席，美洲对话组织联合主席。他
也是G30成员，以及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董事会成员。塞迪略教授曾在
1994-2000年间担任墨西哥总统，2008年至2010年担任世界银行集团治理现代化高
级别委员会主席。

塞迪略主编的《Rethinking the War on Drugs through the US-Mexico Prism》
于2012年出版。他在2008年曾出版《Looking Beyond Kyoto》和《Explorations in 
Light of Recent Turbulence》两本专著。

Ernesto Zedillo
耶鲁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耶鲁大学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教授
国际和地区研究教授                     林业与环境研究副教授

团长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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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毅先生，现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环资委委员，中国科学院科技战
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兼可持续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

王毅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大学，生态学博士学位。1985-2004年，王毅分
别在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和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
心从事国情分析及资源环境政策研究。2005-2015年，他调至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
科学研究所从事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先后任副所长、所长。2016年，王毅转任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

王毅有30多年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研究经验，目前主要从事生态文明制度、绿色转
型发展战略、气候变化政策与低碳规划、流域综合管理、资源环境保护政策、国家公园
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王毅

D’Maris Coffman教授现任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与项目管理学院院长，建
筑环境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她于2014年9月加入伦敦大学学院，担任副教授；2017年
2月担任巴特莱特建筑与项目管理学院代理院长；2018年1月下旬获教授职称。

Coffman教授是英国伦敦古迪纳夫学院研究员、北京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人
民大学客座教授，2020年担任米兰大学客座教授。她是Elsevier的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期刊总编辑，以及Cleaner Production and Economia Po-
litica期刊名誉编辑。

副团长

D’Maris Coffman
伦敦大学学院巴特莱特建筑与项目管理学院建筑环境经
济学和金融学教授
气候投融资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合作平台（CIFE）主任

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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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
英国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

关大博教授受国家人才计划特殊资助，就职于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任全球
变化经济组教授。2019年增选为英国国家社会科学院院士。关大博教授多年来致力于
研究气候变化的成因、影响及应对措施，分析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素并探讨全球和
国家的低碳及低资源消耗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其在结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多领域
交叉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关大博教授领衔开发了全球灾害足迹模型用
于核算灾害对经济系统和全球产业链间的直接及间接经济损失。关大博教授在发表
180余篇学术论文，在《自然》及子刊共发表40余篇学术论文。曾入选了政府间气候变
化委员会第五次报告的领衔作者，科睿唯安2018、2019年度全球高被引科学家；全球
百篇最具影响力论文贡献奖。

关大博

董轶哲博士就职于英国爱丁堡大学任副教授（终身教职）、博士生导师、Credit 
Research Centre (Edinburgh) 研究员。致力于银行信用与风险管理、公司金融、公司
治理、ESG投资、绿色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研究。先后在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
tion Research、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 Abacus等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近20篇学术论文, 并在4本专著中发表5个书本章节。2017年由麦克米兰出版社出版书
籍专著《Microfinance for Entrepreneurial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and In-
clusion in Emerging Markets》。

董轶哲曾多次担任European Journal of Finance、China Economic Reviewer、
Economic Modelling 和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and Trade特邀专刊主编。

副团长

董轶哲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银行与商业经济学副教授

副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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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按照机构英文首字母排序）

王兆华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院长

廖华

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
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张九天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绿色发展协
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研究员

王遥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
究院院长，中国金融学会绿色
金融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中国证券业协会绿色证券委员
会秘书长

施懿宸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
究院副院长，绿色金融产品创
新实验室负责人，长三角绿色
价值投资研究院院长

宗军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公司总监

朱黎阳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
源与环境业务部部门主任，中
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专
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牛玉锐

中债金融估值中心有限公司总
经理    

张 嫄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资
源与环境业务部气候应对处处
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
融资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叶燕斐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政研局巡视员



谭显春

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可
持续发展战略研究所副所长

孙轶頲

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气候投融资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节能
咨询有限公司高级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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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按照机构英文首字母排序）

Dr. Douglass Sims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绿色金融中心主任、高级顾问

石宝峰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
院副院长

    

张建宇

美国环保协会（EDF）全球
副总裁、中国项目创始人、
中国首席代表

张涛

拉夫堡大学伦敦创新和创业学
院副教授

钱京京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
中国区主任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刘求阳

华润电力华南大区党委委员、
副总经理

陈华

华润电力（海丰）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



王克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副教授

蓝虹

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
心副主任

赵长颖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中英
国际低碳学院院长，工程热物
理研究所所长，“国家千人计
划”特聘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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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按照机构英文首字母排序）

梁希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能源金融副
教授，商业与气候变化中心主
任

    

庞湛

普渡大学克兰纳特管理学院
Lewis B. Cullman Rising Star
副教授

张宇泉

上海交通大学中英国际低碳学
院副教授

赵晓菊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研究院院长，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博导

马文杰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国际金融中
心研究院副院长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曾雪兰

中山大学广东省应对气候变化
研究中心主任

齐晔

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
院长，公共政策学部教授



林千果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教授研究员

侯文轩

爱丁堡大学商学院公司金融首
席终身教授

潘巍

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 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
香港大学建造及基建创新研究
中心执行总监

Prof. Peta Ashworth

昆士兰大学Andrew N. Liveris
创新与领导研究院学术主任

常杪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管理与
政策教研所所长、副研究员

王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Dr. David Reiner

剑桥大学Judge商学院技术政
策副教授

Prof. Andreas G. F. Hoepner

都柏林大学商学院EDI副院长，
斯奎恩商学院、穆菲特商学研
究生院操作风险、银行与金融
教授

汪寿阳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
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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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按照机构英文首字母排序）

吕永龙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魏涛远

奥斯陆大学国际气候与环境研
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Dr. Ivan Diaz-Rainey

奥塔哥大学会计与金融系金融
副教授，气候与能源金融中心
主任，《金融监管与合规》期
刊副总编

Dr. Philip Aerni

苏黎世大学企业责任与可持续
发展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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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团
（按照机构英文首字母排序）

林伯强

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
院长、能源经济与能源政策协
同创新中心主任

    

投稿链接：www.chinacifa.cn/paper/

如需帮助，请联系：+86 13121270922 / 15738856256

专家名单正在进一步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