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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AIMER: “For the avoidance of doubt,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the Social Bond 

Principles published on the ICMA website is the official version of the document. This translation 

is provided for general reference only.” 

免责声明：“为避免产生歧义，请以 ICMA 网站发布的英文版《Social Bond Principles》为准，

中文版仅供参考。” 

 

 

引言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绿色债券原则》 、《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和《可持续发展挂

钩债券原则》及后续发布的其他相关原则或指引统称为《原则》，是遵循《原则》管理架构

发布的文件。上述《原则》是一系列自愿性原则框架，其目标和愿景是推动全球债务资本市

场为环境和社会可持续性提供融资发挥作用。 
 

《原则》作为该领域的全球性指引和建议，概述了发行社会责任和/或环境目的相关主题债

券的最佳实践，强调透明度并推动信息披露从而巩固该市场信誉。《原则》也提高了金融市

场参与者对环境和社会效益重要性的认知，最终目的旨在吸引更多资本支持可持续发展。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旨在支持发行人为有社会意义的和可持续的项目融资，从而获得更大

的社会效益。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的社会责任债券发行为投资者提供了透明的、具备

可靠的社会责任资质的投资机会。通过鼓励发行人主动报告社会责任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显著提高了市场透明度，利于市场参与者有效追踪项目资金流向，同

时深入了解项目预期效益情况。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ocial-bond-principles-sb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ocial-bond-principles-sb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ocial-bond-principles-sb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green-bond-principles-gb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ustainability-bond-guidelines-sbg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ustainability-linked-bond-principles-slb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ustainability-linked-bond-principles-sl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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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吸收各方观点，并对社会问题及其后果认知持续深化的基础上，《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为合格社会责任项目提供了概要的项目类别。《社会责任债券原则》鼓励各类市场参与者在

此基础上稳健开展相关实践，广泛参考相关补充性准则。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是《原则》成员和观察员单位等相关机构协商合作的成果。《原则》

将根据市场需要进行更新，以反映全球社会责任债券市场的持续发展。《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和其它原则的修订将在《原则》秘书处的支持下由执行委员会进行协调。 

 

除《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外，该系列《原则》针对发行人层面声明可持续承诺提供了方法，

这些方法可与关注特定募集资金用途的方式结合使用或者单独使用。发行人可通过发行可持

续发展挂钩债券向市场传达其可持续发展有关承诺，并可根据《气候转型金融手册》建议制

定战略、进行披露，向市场传达其与《巴黎协定》目标契合的转型计划。附录二以图表形式

汇总展示了《原则》涵盖的债券及指引范畴。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2021 年版 
 

《原则》的成员和观察员单位、咨询委员会对 2020 年征求意见稿反馈的建议，以及在执行

委员会协调下相关工作组的意见及秘书处的支持，对《社会责任债券原则》（2021年修订

版）起到了重要作用。  

 

特别提示：除《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原有四个核心要素外，2021 年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明确了关于社会责任债券框架和使用外部评审的两项重点建议。《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

提高发行人层面可持续发展战略及承诺的透明度。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发行人完善风险管理流程，识别并确定社会和/或环境影响风险，

制定风险缓解措施，同时对推荐的市场实践做出额外说明和更新。 

 

此外，《社会责任债券原则》（2021年修订版）强调了参考《社会责任债券效益报告统一

框架》、《外部评审指引》和《指导手册》等《原则》相关附加指引的重要性。 

 

 

社会责任债券定义 
 

社会责任债券指将募集资金或等值金额专用于为新增及/或现有合格社会责任项目提供部分/

全额融资或再融资的各类型债券工具（详请参阅以下募集资金用途的章节），社会责任债券

需具备《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中提出的四大核心要素。 

 

附录一列示了市场现有不同类型的社会责任债券。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membership-governance-and-working-groups/membership/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membership-governance-and-working-groups/executive-committee-and-working-groups/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climate-transition-finance-handbook/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membership-governance-and-working-groups/advisory-council/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impact-reporting/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impact-reporting/
https://www.icmagroup.org/assets/documents/Sustainable-finance/Guidelines-for-GreenSocialSustainability-and-Sustainability-Linked-Bonds-External-Reviews-February-2021-170221.pdf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guidance-handbook-and-q-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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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合格社会责任项目可能同时具有环境效益，在此情况下，发行人将根据募集资金所投资

项目的首要目的决定该债券是否应被划分为社会责任债券。（同时包含合格绿色项目和社会

责任项目的债券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债券”，相关指引请见《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 

 

特别提示：社会责任债券不可与不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四大核心要素的债券随意转换

或合并，只有严格遵循《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的四大核心要素的债券属于社会责任债券。遵

循以前版本《社会责任债券发行人指引》所发行的债券视同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是一套自愿性流程指引，通过明确社会责任债券发行方式提升市场透

明度和信息披露质量，提升社会责任债券市场发展中的诚信水平。《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可

供市场广泛使用，为发行人在发行可信的社会责任债券过程中的关键要素提供指引；帮助投

资者便利地获得评估社会责任债券投资正面影响的必要信息；指出发行的关键步骤，协助承

销商促成可信的交易，维护市场信誉。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为发行人提供了清晰的债券发行流程和信息披露框架，投资者、银行、

承销商、安排行、销售机构及其他各方均可据此了解任一社会责任债券的特点。《社会责任

债券原则》强调发行人向利益相关者披露和报告的四大核心要素和两大重点建议信息必须透

明、准确和真实。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的四大核心要素： 

 

1. 募集资金用途 

 

2. 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 

 

3. 募集资金管理 

 

4. 报告 

 

 

提高透明度的重点建议：   

 

(i) 社会责任债券框架  

 

(ii) 外部评审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sustainability-bond-guidelines-sbg/


Chinese language translation courtesy of Bank of China and reviewed by ICMA  

此版中文翻译由中国银行提供，并由 ICMA 复核。                                                                                        4 

 

1．募集资金用途 
 

社会责任债券的核心是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合格的社会责任项目，这点应当在证券的法律

文件中明确约定。所有拟定的合格社会责任项目应具有明确的社会效益，发行人应对其进行

评估，并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量化评估。 

 

如募集资金全部或部分已确定或可能用于再融资，《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发行人提供募

集资金用于再融资的预计份额。发行人应尽可能明确拟进行再融资的投资或项目组合，并披

露再融资合格项目的历史回溯期。 

 

社会责任项目的直接目的在于帮助特定目标人群，亦可不限于目标人群，解决或减轻特定社

会问题及／或努力实现积极的社会效益。社会问题是威胁、阻碍或损害社会或特定目标人群

福祉的问题。为避免疑问，目标人群或因各地情况不同而具有不同定义，在某些情况下目标

人群也可以是一般大众。请见下文列举的社会责任项目类别。 

 

以下指示性的项目目录列示了社会责任债券市场最常见的项目类别，此等项目类别已经或预

计受到广泛支持。社会责任项目包含资产、投资及研发费用等其他相关的支持性支出，可能

涉及多个项目类别。 

 

社会责任项目类别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及／或提升：  

 

• 可负担的基础生活设施（例如清洁饮用水、地下排污管道、卫生设施、交通运输、能

源）  

 

• 基本服务需求（例如健康、教育和职业培训、医疗保健、融资和金融服务）  

 

• 可负担的住宅  

 

• 创造就业机会，以及预防和/或缓解因社会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的措施，包括通过提供

中小企业融资和小额信贷等间接方式  

 

• 食品安全和可持续食物系统（例如，在物质、社会渠道和经济能力等方面帮助获得安

全、有营养和充足的食物，以满足饮食需求和需要；稳定有韧性的农业生产活动；减

少粮食损失和浪费；提高小规模生产者的生产力） 

 

• 社会经济发展和权利保障（例如公平获取及拥有资产、服务、资源和机会；公平参与

和融入市场和社会，包括减少收入不平等） 

 

目标人群的例子包括但不限于：  

 

1.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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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遭排斥或边缘化的人群或社会群体  

 

3. 残障人士  

 

4. 移民及／或流离失所的人群  

 

5. 低教育程度群体  

 

6. 因缺乏优质的基本物资和服务所形成的底层群体  

 

7. 失业群体  

 

8. 女性和/或性少数群体 

 

9. 老龄化群体和弱势青年 

 

10.其他弱势群体，包括遭受自然灾害的群体  

 

市场上已经存在数种社会责任项目的分类方法和认定标准，可作为补充结合使用。发行人和

其他利益相关者可参考 ICMA官网可持续金融专区所列举的相关案例分析和实例。社会责任

项目的定义可因行业和地域而异。 

 

2. 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 
 

社会责任债券发行人应当向投资者明确以下内容：  

 

• 募投项目对应哪些社会责任目标；  

 

• 发行人判断项目如何符合上述合格社会责任项目类别（如上文所列）的过程； 

 

• 发行人如何识别和管理与项目相关的社会及环境风险的流程。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还鼓励发行人： 

 

• 结合其社会责任、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总体目标、战略、制度和/或流程，阐述上述信

息。 

 

• 提供相关评判标准、排除标准（如有）；同时披露项目遴选过程所参照的标准或认证

结论。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database/#Templatesforiss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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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项目有关的负面社会和/或环境影响所引致的已知重大风险，发行人制定风险缓

解措施等有关流程。此类风险缓解措施包括进行清晰中肯的利弊权衡与分析，若发行

人评估后认为承担潜在风险执行该项目具有意义，应进行必要监控。 

 

 

3. 募集资金管理 
 

发行社会责任债券所募集的资金净额或等额金额应当计入独立子账户、转入独立投资组合或

由发行人以其他适当方式进行追踪，并通过发行人正式内部程序确保用于与社会责任项目相

关的贷款和投资。 

 

在社会责任债券存续期内，所追踪的募集资金净余额应当定期调整，以匹配该期间内对合格

社会责任项目作出的分配情况。发行人应当使投资者知悉闲置净募集资金的临时投资方向和

规划。  

 

社会责任债券募集资金可按单只债券单独管理或多个社会责任债券以组合形式集中管理。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鼓励高透明度，建议发行人聘用外部审计机构或其他第三方对社会责

任债券募集资金内部追踪方法和分配情况进行复核，为募集资金管理提供支持（参见下文关

于重点建议的章节）。 

 

 

4.报告 
 

发行人应当记录、保存和每年更新募集资金的使用信息，直至募集资金全部投放完毕，并在

发生重大事项时及时进行更新。此年度报告应当包括已投放资金的项目清单以及项目的简要

介绍、投放金额和预期效益。若由于保密协议、竞业因素或募投项目数量过多不便披露项目

细节，《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以一般概述或汇总以组合形式（例如对每类项目投放的资

金比例）进行披露。 

 

透明度在披露项目预期和/或实际实现的社会效益方面至关重要。《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

议采用定性指标，并在可行情况下采用定量指标（例如获益人数，特别是占目标人群比重）

对项目表现进行衡量，并披露定量计算时使用的方法论和/或相关假设。发行人应尽可能参

考并采用《社会责任债券效益报告统一框架》所提供的相关指引和效益报告模板。 

 

以摘要形式展示社会责任债券或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计划的主要特点，以及其与《社会责任债

券原则》四大核心要素的契合情况将有助于市场参与者了解情况。发行人可在 ICMA官网可

持续金融专区下载模板，填写完成后在网上发布（参见下文关于资源中心的章节）。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impact-reporting/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database/#Templatesforissuers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database/#Templatesforiss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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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议 
 

社会责任债券框架 

 

发行人应在其社会责任债券框架或法律文件中解释其社会责任债券或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计划

与《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四个核心要素（即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选流程、募集资金

管理和报告）的一致性。该社会责任债券框架和/或法律文件应便于投资者获取。 

 

建议发行人在其社会责任债券框架中结合其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阐述相关信息。 

 

 

外部评审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强烈建议发行人在债券发行前，委任外部评审机构确认其社会责任债

券/社会责任债券计划是否符合上述规定的四个核心要素（即募集资金用途、项目评估与遴

选流程、募集资金管理、报告）。 

 

债券存续期间，强烈建议发行人通过聘请外部审计师或其他第三方机构对发行人的募集资金

管理进行验证，包括验证社会责任债券募集资金分配的内部追踪情况，以及募集资金是否分

配至合格社会责任项目。 

 

在社会责任债券发行过程中，发行人可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外部意见，市场上目前有多种类型

的外部评审可供使用。发行人应参照《外部评审指引》中对于不同类型审核的建议和解释。

该《外部评审指引》旨在推动最佳市场实践，是基于市场实践提出的倡议，为发行人、承销

商、投资者、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外部评审机构提供有关外部评审流程的信息，提升透明度。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外部评审机构对自身资质和专业程度进行说明，并明确表述其审

核工作范围。发行人应在其官网上公开和/或通过其它合适可行的渠道披露外部评审意见，

如可行，也应使用 ICMA 官网可持续金融专区发布的外部评审模板。 

 

资源中心 

 

ICMA 官网的可持续金融专区提供了《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建议使用的模板和其他相关资料。

填写完成后可根据该链接指示步骤提交，在 ICMA 官网上发布供市场查看。 

 

免责声明 

 

《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是一套自愿性流程指引，既不构成购买或出售证券的要约，也不构成

关于社会责任债券或任何其他证券的任何形式（税务、法律、环境、会计或监管方面）的具

体建议。《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不形成对任何公共部门或私人的任何权利或责任。发行人自

愿和独立地采用和实施《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不得对《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进行追责，并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external-reviews/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database/#Templatesforissuers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green-social-and-sustainability-bonds-database/#Templatesforissu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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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对发行社会责任债券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若发行人未履行关于社会责任债券的承诺或未

按约定使用社会责任债券募集资金，社会责任债券的承销商将不承担责任。若当地适用的法

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与《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存在冲突，以当地法律、法规和监管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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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社会责任债券的类型 
 

目前共有四类社会责任债券（随着市场发展可能出现其他类型的社会责任债券，《社会责

任债券原则》将届时更新以反映此类变化）： 

 

• 标准社会责任债券：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要求，对债券发行人具有追索权的

债务工具。  

 

• 社会责任收益债券：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要求，对债券发行人不具有追索权，

以质押的收入、收费、税收等现金流作为主要还款来源的债务工具。募集资金用于

与现金流来源相关或不相关的社会责任项目。  

 

• 社会责任项目债券：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要求，对应一个或多个社会责任项

目的债务工具。投资者直接承担项目风险，可能对发行人具有追索权。  

 

• 社会责任资产支持或担保证券：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要求，由一个或多个特

定社会责任项目作为抵押的债务工具，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担保债券、资产支持证券、

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等多种结构类型。第一还款来源一般为资产的现金流。例如，

此类债券包括由社会住房、医院、学校等支持的资产担保债券。  

 

注释一： 

 

我们同时注意到某些业务主要或全部集中在社会效益或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机构发行了与可

持续主题相关的债券，被称为“主体可持续”，但并不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四大核

心要素的债券。在此情况下，投资者应被告知相关情况，避免将此债券与具有《社会责任

债券原则》要素的社会责任债券混淆。鼓励此类发行人对已发行的社会责任或其他主题债

券尽可能采用《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中所述的最佳实践（例如报告），并在未来新发债券

时遵循《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注释二： 

 

市场中有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债券，为绿色项目和社会责任项目，包括联合国可持续发

展标相关项目，进行募资。在某些情况下，此类债券可能由主要或完全集中在可持续发展

活动的机构发行，但并不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的四大核心要素。在这种情况下，投

资人应被告知相应情况，注意勿冠以可持续发展债券或“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名称，从而

误导暗示该债券具有《社会责任债券原则》（或《绿色债券原则》）的特征。鼓励这些机

构对已发行的可持续、可持续发展目标或其他主题债券尽可能采用《社会责任债券原则》

的最佳实践（例如报告机制），并在未来新发债券时遵循《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和《和绿

色债券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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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A 官网的可持续金融专区提供了《绿色债券原则》和《社会责任债券原则》与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对应关系映射表，为发行人、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将绿色、社会责任或

可持续发展债券/债券发行计划的融资目的与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比对的大致参考架构。 

 

注释三： 

 

发行人可能有意发行同时符合《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和《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的社

会责任债券。为避免产生疑问，是否发行同时符合《绿色债券原则》和《可持续发展挂钩

债券原则》的债券，由发行人自行决定，《原则》不做评价。 

 

 

  

https://www.icmagroup.org/sustainable-finance/the-principles-guidelines-and-handbooks/mapping-to-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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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原则》 
 

 

* 根据《绿色债券原则》、《社会责任债券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债券指引》，限定募

集资金用途类债券（UoP债券）所募集资金净额等值应专项用于符合条件的项目；根据

《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原则》，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SLB）募集资金用于发行人一般

公司用途，用以实现关键绩效指标和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如欲发行一只同时具备可持

续发展挂钩债券（SLB）特性和限定募集资金用途（UoP）特性的债券，需同时符合两种

债券对应的原则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