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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技术银行
绿色技术银行”
”项目在本区正式启动

“绿色技术
绿色技术”
”加快走出去 产业集群积极走进来
绿色技术银行是我国落实联合国 2030 年可持
续发展议程的重要举措，建设工作在上海市先行先
试，已取得部分成果。绿色技术银行的总部选址在
本区北外滩浦江国际金融广场。本区将以此重点
打造“绿色北外滩”，结合绿色技术银行总部建设，

重点引进、集聚一批推动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及科技
与金融结合的各类金融服务机构以及具有国际影
响力、国家级的绿色技术创新机构，并按照“总部+
一圈一街一园”的产业布局，努力将虹口打造成为
绿色技术创新要素集聚示范区。

背景渊源与功能定位
●2015 年 9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同各国领导人签
署了《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2015 年 11 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
黎出席气候变化巴黎大会开幕式，强调推
动建立公平有效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机
制，
实现更高水平全球可持续发展，
构建合
作共赢的国际关系。
●2016 年 9 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
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主题座谈会并发布《中国落实 2030 年可
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明确将“探讨建
立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技术银行”
。
●2016 年 1 月，科技部党组一号文件
提出建立
“绿色技术银行”
。
●2016 年 9 月，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
在北京召开建设
“绿色技术银行”部市专题
会商会议，明确上海市开展先行先试，
“绿
色技术银行”进入正式建设阶段。
●2017 年 12 月 3 日，绿色技术银行建
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上海衡山宾馆隆
重召开。
●2017 年 12 月 4 日至 7 日，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科学技术创新高级别研讨会
在上海大厦成功举办。
●
“绿色技术银行”是绿色发展领域落
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技术银行”，
按照
“政府引导、社会参与、公益性服务、市
场化运作”的总体思路，
遵循
“国际化、市场
化和专业化”原则，
强化科技与金融结合并
实现科技成果的资本化、加快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和产业化，推动绿色技术向国内国
际转移转化。
浦江国际金融广场(绿色技术银行总部所在地)

组织架构与平台建设
组织架构：
绿色技术银行设立领导小组、管理中心、市场运营主体
三层组织结构。
领导小组是“绿色技术银行”的最高决策机构，由科技
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成立。
管理中心设置海外联络部、信息情报部、法务部、战略规
划研发部、政策研究部、专家委员会。
市场运营主体由绿色技术信息咨询、评估认证、转移转
化、多元化金融主体和众创空间等服务机构组成。

绿色技术银行将牢牢掌握世界绿色技
术发展大趋势，
特别是在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安全高效、生命健康等可持续发展重点
领域，汇聚集聚国内外创新要素资源，
提供
绿色技术发展领域的系统性总体解决方案。
1、提供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服务。围
绕可持续发展重点领域，汇聚国内外各创
新要素，
提供绿色技术检测、筛选、评估、系
统集成等服务，以及绿色技术转移转化一
揽子系统解决方案。
2、提供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全链条的
金融支撑服务。建立绿色技术金融服务平
台，开发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全链条适配金
融产品，
设立绿色产业基金，
推进绿色技术
资本化、证券化，
并推动开展绿色金融国际
合作。
3、提供面向企业绿色技术发展的综
合解决服务。创新绿色技术和金融等要素
2017 年 12 月 3 日，绿色技术银行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在上海衡山
相结合的新模式、新产品，
扶持企业应用于
宾馆隆重召开。科技部副部长徐南平、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周波出席会议并作
发展绿色技术，支持企业绿色技术改造升
讲话，
共同为
“绿色技术银行管理中心”
揭牌。
级，
分享减排收益或企业上市收益。
4、提供面向地方政府的区域绿色发展系统解决服务。
5、提供绿色技术国际化转移转化服务。复制推广中国
提供区域绿色发展规划与方案设计，绿色技术体系集成供
成功的绿色技术产业化应用模式，
在发展中国家开拓绿色发
应，配置金融解决方案，探索地方财政投入和社会资本合作
展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绿色发展，推动面向发达国家的国
模式，
提供项目评估、筛选、咨询、智库、平台和人才的一站式
际绿色技术收储与在创新，建设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国际网
服务。
络。

发展目标
根据《联合国 2030 年
可 持 续 发 展 议 程》的 精
神，至 2030 年基本建成绿
色技术银行体系，形成可
复 制 、可 推 广 的 中 国 经
验，显著提升中国绿色发
展的国际话语权，为节能
减排和减缓全球气温升
高做出贡献。
●实现重大绿色技术
转移转化项目 100 项。
●建成可持续发展双
创示范区 10 个。
●建成国家绿色技术
转移转化创新实践区 2
个。
●形成一批年产值过
100 亿 元 的 绿 色 骨 干 企
业。
●在境外形成 10-20
个基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
中外绿色技术转移转化示
范园区。

12 月 4 日上午，
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目标科学技术创新高级别研讨会”
在上海大厦举行。

集聚示范

平台建设：
“绿色技术银行”集中建设“绿色技术信息平台”
“绿色技
术金融平台”
“绿色技术转移转化平台”，打造国际绿色科技
创新和转移转化高地。
信息平台上线试运行。根据转移转化全链条需求，
以成
果库、需求库、专家库为主体，以绿色技术分类体系和智能匹
配为内核的信息平台已上线试运行（英文界面正在开发，域
名为：http://www.greentechbank.com）。对外征集可转移转化
重点项目的同时，对接国家科技成果库和上海科技成果库，
并启动专家委员会建设工作。
建立转移转化立体服务网络。对接上海各高校与科研
机构，建立转移转化网络体系；对接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环
保部环境认证中心、中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科易网以及北
京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大学技术转移中
心等国内功能性机构。在科技部国际合作司和社发司的支
持下，积极推进搭建中加、中以绿色技术合作平台。
建立金融服务平台。牵头组建绿色技术成果转化创业

业务范围

虹口代表上海承接
“绿色技术银行”
项目落地，
将按照
“总部+一圈一街一园”
的布局，
努力打造绿色技术创新要素集聚示范
区。同时结合
“打造具有虹口特色的
‘硅巷’
型科技创新区域”
“建设成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节点”
目标，
深入实施绿色发展
战略，
将绿色技术产业作为区域发展重点产业。

一圈 环同济经济圈。围绕同济大学，建立各

投资基金，
基金规模 35 亿。
2017 年 10 月 27 日，科技部已正式批准设立上海绿色技
术创业投资基金。在市发改委、市工商局的支持下，上海绿
色技术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已完成了企业核名及相关
注册手续。积极筹建上海绿色技术金融协同创新联盟，
促进
绿色技术和金融资源的有效对接。

中山北二路、
汶水东路邯郸路绿色技术创新大街

类绿色技术研究中心、
世界级水平的实
验室等，
建成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种子
中心，鼓励、支持、孵化绿色技术企业。
与同济大学合作共建绿色技术产业园
区，全力打造环同济环保产业集群，同
时承载绿色技术银行运营中心，
集聚一
批绿色技术转移转化机构。
一街 中山北二路、汶水东路邯郸路绿色技
术创新大街。沿线将建设绿色技术双
创园区——绿色低碳示范区与实践
区、打造绿色基础产业基地，包括企业
服务中心、产品成果展示中心、信息中
心、各类技术交易中介和技术评估机
构，
形成绿色技术产业集聚区。
一园 上海节能环保产业园。产业园内已有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上海能效中心、
安悦节能等机构、企业，支撑绿色技术
形成具有市场化价值的成果转化。将
围绕绿色智慧功能集成与提升，着力
打造成为绿色技术创新应用示范园
区，成为绿色产业技术整合系统示范
基地。

上海花园坊环保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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