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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creasingly
severe, commercial bank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factors caused by the impact can’t
be underestimated. Among the many businesses of commercial banks, the assets, liabilities, business,
and even the reputation of the bank are affec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For a long time, the
managers of commercial banks ignore the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t present, China's commercial
banks still don’t have the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to avoid the risk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o study the impact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commercial banks, and t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risk assessment procedures to avoid or reduce
environmental risks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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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摘要： 在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所面临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商业银行在其经营管理中受
到的环境因素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在商业银行的众多业务中，资产、负债业务，甚
至银行的声誉都受到了环境因素的影响。由于长时间以来商业银行的管理者对于环境问
题的忽视，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仍然不存在相关的规章制度来避免环境因素带来的风险。
所以，研究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产生的影响，针对这些影响制定相应的风险评估流程来
规避或降低环境因素带来的环境风险是目前的重中之重。
1．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今对于经济发展的目标已不再仅仅局限于GDP的上升，近几
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任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要实现经济
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有效的环境保护机制。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资源
和环境约束，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商业银行也会因其投资行为导致的环境问题受到经济
或声誉的连带损失，这给商业银行经营带来了环境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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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因素对商业银行经营的影响
2.1 对资产业务的影响
资产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用资金进行贷放或投资以获取收益的业务活动，主要有贷款、贴
现、证券投资、金融租赁等。其中，贷款业务是资产业务中最主要的，是银行以还本付息为
条件出借货币资金使用权的一种活动。
随着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社会中关于环保的呼声越来越高，人们不仅
看到了生产企业对于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而且发现了更深层次的影响，就是给企业贷款的
商业银行。因此，环境因素就成了银行放贷时必须考虑的因素之一。一旦贷款企业的生产活
动因没有对污染排放进行有效治理而产生了环境污染，并且还触犯了法规条令，那么贷款企
业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不可避免的对其还款能力造成影响，甚至使企业无法继续经营从而
失去还款能力。这种情况下，银行的贷款极有可能成为坏账，而大量的不良贷款会给银行的
资金周转带来压力，最终给银行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这样，环境风险就从企业的经营上转
移到了银行。贷款业务作为银行最主要的盈利方式，如果在贷款评估时忽略了环境因素，那
么银行必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2.2 对负债业务的影响
负债业务是指银行通过吸收和借入等形式来筹集经营资金的活动，是商业银行最基本、
最主要的业务。环境因素是通过影响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业务而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
如果某地大多数企业都是环境敏感型企业，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存在较大的环境风险，若企
业因为环境污染被政府部门责令限期整改或者无法继续经营而宣布破产，就会直接影响到企
业的存款，同时，企业员工也会因为企业的经营问题而面临失业或收入减少，从而影响了银
行的存款业务。同样，由于当地企业大多为环境敏感性，当地居民必定会对环境对身体产生
的影响更加重视，从而增加了医疗方面的花费，在收入不变或减少的情况下，必要花费在增
加，存款在减少，从而也影响了银行的存款业务。
2.3 对声誉的影响
在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中，同行和客户的信任尤其重要，特别是在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
重视的今天，如果商业银行由于没有对贷款企业的环境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分析，而将款项
贷给了污染企业，会给公众一种管理层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印象，这对于商业银行的声誉来说
无疑是一种破坏。如果污染企业受到了处罚，那么商业银行会被追究连带责任，这又给银行
带来法律风险。银行声誉是通过慢慢积累起来的，银行希望给其利益相关者展示一个正面的
形象和良好的声誉，银行的声誉反映了银行向各利益相关者提供有价值的产出的能力，是商
业银行的根本。
3. 项目贷款的
项目贷款的环境风险评估流程
首先对贷款项目的行业进行区分，然后确定该项目主要污染物类型，并获取相关数据的
国家标准，再对比项目的预估值和国家标准。当项目数据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的数据高于国
家标准时，商业银行应当向贷款申请方提示风险并要求整改，至企业整改完毕并且各项指标
达标时准予发放贷款，若贷款申请方拒不整改或整改后仍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限值，则商
业银行应否决该笔贷款。只有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全部合格后，才能进入环境风险评级阶段。
在这一阶段，商业银行应根据不同的贷款申请确定不同的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综合企业各项
环保指标后给出项目环境风险评级，根据评级决定是否发放贷款及发放贷款的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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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范环境风险的建议
首先要树立强烈的环境风险意识，使企业管理者和所有员工都能够意识到环境风险；其
次要完善环境风险管理体系，要对环境风险进行流程化管理，制定预警机制，及时发现风险；
再次要建立专业的环境风险应对机构，在面临环境风险时，能够做出及时有效的应对。
5．结束语
环境问题日渐严峻的情况下，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企业都应将绿色发展作为发展经济的主
线。作为金融业的主体，商业银行也应该重视环境因素，找出环境因素对自身的影响，并将
环境风险管理纳入银行日程中，以提高自身对环境风险的识别能力，提升银行自身对环境风
险的抵御能力，并能及时甄别出存在潜在环境风险的客户以方便商业银行及时做出环境风险
防范措施。商业银行应不断完善环境风险应对机制，促进环境和经济的同步发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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