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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Delphi-SWOT混合分析的浦发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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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是当前银行业一大趋势，其能否履行好环境责任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商业银行有效地开展

绿色信贷，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是其当前经营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以浦发银行为例，在传统战略分析

的基础上运用 Delphi法对发展绿色信贷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并将分析结果与坐标法结合，计算出战略方位角

θ≈122.22°，战略强度系数ρ=0.564，绿色信贷战略强度系数ρ>0.5。通过分析得出浦发银行发展绿色信贷应采取进取型

战略，积极借助外部优势并弱化内部劣势，并在进取型战略的基础上实行开拓型战略，加大战略强度。最后，依据

分析结论提出相应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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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y of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Green Credit Development
Based on Delphi-SWOTHybridAnalysis
HE Yang-yang, WEI Zhen-xia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266555, 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credit business has become a major trend in the current banking industry. Whether it can
fulfill its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s the concern of the whole society. It is an important task for commercial banks to
carry out green credit effectively and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ociety.Taking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uses the Delphi metho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eveloping green
credit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strategic analysis, and combines the analysis results with the coordinate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strategic azimuth angle θ≈122.22°, the strategic intensity coefficient. ρ=0.564, green credit strategy strength coefficient ρ>0.5.
It can be seen that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should adopt an aggressive strategy,use external advantages and
weaken internal disadvantages actively.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should carry out a pioneering strategy based on
an aggressive strategy and increase its strategic intensity. Finally,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analysis conclusion.
Keywords: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SWOT analysis; green credit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在此背景下，许多国家的金融组织积极行动，采取

应对措施。2002年，花旗银行、德意志银行、荷兰银行等 10 家银行集聚英国，共同商讨融资过程

中的存在环境风险问题，并制定了新的贷款准则——赤道原则，要求金融机构在投资时应对项目的

环境及社会风险进行综合评估，通过项目融资风险管理绿色有效地引导资金的流向[1]。2012年，中

国银监会发布了《绿色信贷指引》，提出中国银行业应加快绿色信贷步伐，不断优化信贷结构。2016
年杭州 G20峰会把绿色金融作为一项关键议题进行了讨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绿色经济

体系建设，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市场化绿色技术创新体系，从这一系列的方针政策中可看出，

推行绿色金融、建立绿色经济体制已成为国家的重点战略计划[2]。

绿色信贷作为绿色金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商业银行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商业银行合理利用其职能，引导贷款资金的流向，为低碳节能服务型企业提供信贷供给支持，使资

金流向可持续发展领域，能有效地促进国家绿色经济的发展。目前，中国绿色信贷的发展落后于发

达国家，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产品缺乏创新，银行员工缺乏绿色信贷意识，我国商业银行绿色信贷

发展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此，研究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相关问题具有很好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设计

SWOT分析是分析企业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中较为代表性的方法，它将企业内部的优势、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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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外部面临的机会和威胁进行综合分析。本文采取 SWOT分析法这种定性分析方法，为弥补定量

分析方面的不足，再结合德尔菲（Delphi）法，通过专家打分将 SOWT 分析中的各影响因素量化，

构建战略四边形，计算出战略方位及战略强度，依据分析结果为浦发银行开展绿色信贷选择合适的

战略方案。

2 浦发银行发展绿色信贷发展现状

近几年，浦发银行持续发挥其调节作用，努力引导资金流向，积极支持环保企业，限制“两高一

剩”行业，优化贷款资金的配置。

表 1 2012-2016年浦发银行绿色信贷及贷款余额统计表 单位：亿元，%
Table 1 Statistics of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s green credit and loan balance for 2012-2016

年份
Year

绿色信贷余额
Green credit balance

节能环保项目余额
Balance of energy and environment

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余额
Balance of clean and recycle energy

总贷款余额
Total loan balance

2012 1503 256 —— 15446
2013 1521 358 113 17675
2014 1563 332 127 20284
2015 1717 302 151 22455
2016 1738 215 178 27628
数据来源：20122016 年浦发银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The data were got from 《Repor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from 2012 to 2016》. The same as follows.

由表 1可看出，浦发银行绿色信贷余额近五年一直呈现上升趋势，2016年末绿色信贷余额为 1738
亿元，相比 2012年增长 15.6%。其中，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余额近几年持续增长，2013年末

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余额 113亿元，2016年末为 178亿元，增长 57.5%。但总贷款余额的

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使得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贷款余额的比重从 2012年的 9.7%减少到 2016年的 6.3%。

表 2 20112016年浦发银行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统计表 单位：亿元

Table 2 Statistics of Shanghai loan bank overcapacity industry loan balance from 2011 to 2016
年份
Year

钢铁
Steel

水泥
Cement

煤化工、电石
Coal chemical industry and calcium carbide

平板玻璃
Plate glass

其他
Others

合计
Total

2012 249.8 141.9 59.0 8.7 59.1 518.5
2013 223.0 137.7 60.0 6.9 70.2 497.8
2014 216.2 115.1 52.8 2.3 73.6 460.0
2015 178.5 104.0 49.1 2.5 69.7 403.8
2016 244.3 89.2 47.7 2.1 37.2 420.5
从表 2中可观察到，浦发银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余额总体呈现下降趋势，2012年资金投向产

能过剩产业总计 518.5亿元，到 2016年末下降到 420.5 亿元，下降了 18.9%。其中水泥、煤化工、

电石以及平板玻璃行业的贷款余额下降较为显著。因钢铁行业的规模较大，其贷款余额仍保持较高

水平，从 2012年末到 2016年，贷款余额降低 5.5亿元。所以，银行通过去过剩产能引导资金流向，

以降低不良贷款并推动绿色产能发展的过程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3 浦发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战略分析

3.1 SWOT分析

3.1.1 优势分析 （1）内部结构完善，业务水平较高。经过多年的发展，浦发银行内部结构较为完善。

在各个业务发展进程中，拥有了较为稳定的客户群体，其各项业务能力不断提升，企业管理现代化

水平也逐步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也不断加强。

（2）国际经验丰富，具备技术优势。相对于我国其他商业银行，浦发银行较早与国际权威金融

机构合作，早在 2006年就启动能效融资国际合作，拥有先进的国际技术，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开展

实施国际金融公司（IFC）能效项目、法国开发署（AFD）能效项目以及清洁发展机制（CDM）财

务顾问方案[3]（见图 1）。
（3）产品体系完善，管理经验丰富。2008年浦发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在

2012年提出“绿创未来”发展理念，并形成了包含一套完整的的绿色信贷服务体系（见图 2）绿色信

贷产品涉及化工、热电、食品、通讯以及可再生能源等众多领域[4]。近几年，浦发银行持续开展金

融创新，建设低碳银行，近十年间不断丰富完善金融产品体系，推进我国绿色低碳战略的转型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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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另外，在长期实践中，浦发银行在风险控制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等方面逐渐积累了较多实用的管

理经验，不断加强信贷投放管理水平，系统提出环保、碳金融、合同能源管理等重点领域绿色信贷

投放政策理，实施全方位的金融管理。

3.1.2 劣势分析（1）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性不足。目前浦发银行绿色信贷产品的营销对象存在单一性，

主要针对“大额贷款”以及较大规模的企业，有关个人客户的绿色信贷产品较少。银行的每一笔贷款

需要经过一系列的严格的程序，客户经理尽职调查、立项及授信，交由行长审批，最后发放贷款。

银行从自身利益出发，面对较为复杂严格的贷款程序，相对于小额贷款，大额贷款在成本花费方面

较低，所以优先选择较成熟的大型企业进行贷款，无法很好地激发个人客户参与绿色金融的积极性。

另外，与普通贷款相比，银行绿色信贷的差异性较小，仅是实现将贷款资金投向节能减排等领域，

没有给予环保企业相应的优惠条件，不利于绿色信贷长期发展，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性有待提高。

（2）营销人员绿色信贷意识不强烈。目前，浦发银行没有设立绿色信贷相关部门，缺乏专业人

员从事绿色信贷。绿色信贷的旨在对项目的环境等风险进行综合评估，要求从业者不仅应具备基本

金融、会计等方面的专业知识，还应具备环境科学类知识。目前行内较多数营销人员在环境科学等

方面的知识涉猎较少，缺乏此领域专业人才，绿色信贷意识不强烈，加上信贷人员对我国环境保护

政策和法律法规了解不深入，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浦发银行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

（3）绿色信贷标准不统一。浦发银行实行自身制定的信贷审核标准，缺乏专业的监管措施和实

施细则，并缺乏详细的环境风险评级标准。此外，因为地域关系，在不同的地区实行不同的信贷标

准，在贷后管理方面易产生混乱，不利于绿色信贷标准的统一。

（4）企业社会责任重视程度较低。绿色信贷具备公共品的性质，在我国一般由政府承担相应的

责任和义务。对于银行来讲，开展绿色信贷并不会直接带来额外收益，所以本身并没有责任去采取

此类手段维护公共品、共有资源及支持低碳环保项目。浦发银行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显示，2015年、

2016年末浦发银行“两高行业”的贷款存量分别 827.98亿元、824.19亿元，产能过剩行业贷款余额分

别为 403.89亿元、420.53亿元，“两高一剩”行业占贷款余额比重分别为 5.64%、4.62%，可以看出，

为实现银行利益，银行对“两高一剩”行业仍有一定的“偏爱”。
3.1.3 机会分析 （1）信贷市场前景广阔。绿色信贷作为新型业务,对浦发银行的管理模式和业务运

行模式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侧方面促进了银行各项业务的创新，激励银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在

发展绿色经济的大背景下，企业需要不断地研发新技术，开发新的节能产品，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

其创新的过程中将涌现更多金融需求和商机，这将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2）国家政策支持。2012 年银监会发布《绿色信贷指引》中明确提出我国银行业要加快推进

绿色信贷的步伐，不断优化信贷结构；2013年银监会发布《关于绿色信贷工作的意见》，大力支持

低碳、循环经济的发展；2016年 8月，央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

绿色信贷取得广泛关注[5]。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

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2]，这一系列政策为绿色信贷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依据。此外，

随着国家对外开放政策不断深入，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浦发银行与国际金融机构的交流合作日益加强，

这都为其业务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图 1 浦发银行绿色信贷金融服务方案

Fig.1 Green credit financial service plan of Shanghai
Pudong Development Bank

图 2 五大服务领域体系

Fig.2 Five service area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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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威胁分析 （1）国内外同业竞争加剧。相比浦发银行，国外金融机构开展绿色信贷较早，有着

丰富的业务管理经验。目前，我国的兴业银行与江苏银行已加入赤道银行并开始执行赤道原则，建

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和环境风险评价标准，这都将给浦发银行绿色信贷的发展带来竞争压力。

（2）环保技术存在不确定性。目前市场上不断出现新型的环保产品和节能减排项目，其在环保

技术上存在不确定性，使得贷款企业在开发新产品以及实行新技术过程中面临潜在风险。一旦技术

出现问题，这将会给贷款企业和浦发银行双方带来较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3）环保政策趋严。十八大后我国的环境得到治理，在环保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我国环

境现状依旧不容乐观，环保问题仍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政府对我国银行业的环境风险管

理提出了较高的要求，2017年国家相继出台《国家环境保护标准“十三五”发展规划》、《环境保护税

法实施条例》等环保政策，不断规范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在当前形势下浦发银

行若不积极响应政策、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将不利于自身进一步的发展。

3.1.5 浦发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 SWOT矩阵分析 通过 SWOT分析，明确浦发银行的内部优劣势与面

临的外部挑战，为浦发银行实施绿色信贷战略提供依据。根据对浦发银行实施绿色信贷的内部优劣

势以及外部机会、威胁分析，并结合浦发银行自身现状，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势-机会(SO)、劣势-机会

(WO)、优势-威胁(ST)、劣势-威胁(WT)等因素深入分析，并制作 SWOT矩阵分析模型(表 3)。
表 3 SWOT 矩阵分析模型

Table 3 Model of SWOT matrix analysis

内部因素

Internal factor

外部因素 External factor

优势

Superiority
劣势

Weakness

（1）内部结构完善，业务水平较高

（2）国际经验丰富，具备技术优势

（3）产品体系完善，管理经验丰富

（1）绿色信贷产品创新性不足

（2）营销人员绿色信贷意识

（3）绿色信贷标准不统一

（4）企业社会责任重视程度较低

机会 SO战略 WO战略

（1）信贷市场前景广阔

（2）国家政策支持

1.加强与政府、环保机构间合作

2.加大绿色信贷产品的营销

1.加大绿色信贷领域人才培养

2.制定绿色信贷激励机制

3.设立绿色信贷部门

4.加强绿色信贷产品的创新

威胁 ST战略 WT战略

（1）国内外同业竞争加剧

（2）环保技术存在确定性

（3）环保政策趋严

1.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

2.落实有关环保技术法律

3.降低环保风险

1.加强行内绿色信贷意识

2.加快与各环保机构间合作

从内部条件看，浦发银行内部缺少开展绿色信贷的专业人员，缺少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且没

有较为统一的绿色信贷标准，其劣势较为突出。从外部条件看，相对于威胁，浦发银行开展绿色信

贷面临的机会更为突出。一方面，我国积极倡导银行业开展绿色信贷活动，绿色信贷逐渐成为一种

趋势，国内经济发展处于较为平稳的状态。另一方面，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为浦发银行逐渐走

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绿色信贷的发展有着更为广阔的前景。

3.2 德尔菲法（Delphi）分析

在 SOWT定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进一步进行量化分析，供选择了 8位专家（5
位高校教师，3位银行业中高层人员）进行打分，这些专家学者对于银行业及环境领域具有一定专

业知识和相关技术经验。

问卷调查表主要针对浦发银行开展针绿色信贷的优势（S1,S2,S3）、劣势（W1,W2,W3,W4）、机会

（O1,O2）、威胁（T1,T2,T3）四大方面的共 12个影响因素，邀请受访专家结合实际，对各个影响因素

的重要程度进行评判打分。S1、S2、S3、W1、W2、W3、W4、O1、O2、T1、T2与 T3分别指上文 SWOT
分析中选取的三个优势、四个劣势、两个机会和三个威胁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分值满分均为 10
分（优势与机会影响因素用正值表示，劣势与威胁影响因素用负值表示，其绝对值越大表示重要性

越大，影响强度越大）[6]。问卷按照实地访问的形式进行发放，共发放问卷 8份，收回 8份，有效

率为 100%，将收回的问卷进行数据整理，对于每一个二级指标（Si，Wj，Ok，Tl）进行平均分值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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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得出各个影响因素的平均权重和综合分值（见表 4）。
表 4 SWOT 分析因素的专家打分分值统计表

Table 4 Statistics form of expert rating score of SWOT analysis factors
一级指标

Indicator grade 1
二级指标

Indicator grade 2
平均分值
Average

权重平均值
Weight average

力度
Weight

优势（S）
S1 6.23 0.073 0.455
S2 6.38 0.075 0.479
S3 7.29 0.086 0.627

劣势（W）

W1 -7.41 0.084 -0.622
W2 -7.96 0.094 -0.748
W3 -8.03 0.095 -0.763
W4 -8.14 0.096 -0.781

机会（O） O1 7.84 0.092 0.721
O2 8.05 0.094 0.757

威胁（T）
T1 -6.33 0.075 -0.475
T2 -5.75 0.068 -0.391
T3 -5.55 0.065 -0.361

3.2.1 因素影响力度计算 各个因素影响力度 计算公式如下：

Si的优势力度=Si的权重平均值×平均分值 (1)
Wj的劣势力度=Wj的权重平均值×平均分值 (2)
Ok的机会力度=Ok的权重平均值×平均分值 (3)
Tl的威胁力度=Tl的权重平均值×平均分值 (4)

浦发银行开展绿色信贷的总优势力度 S，总劣势力度 W，总机会力度 O以及总威胁力度 T的计

算公式如下： S= si nS / , i=1,2,...,ns (5)

W= wj nW / , j=1,2,...,nw (6)

O= ok nO / , j=1,2,...,no (7)

T= tnT /l , i=1,2,...,nt (8)

依据公式 58，计算得出 S=0.5203，W=-0.7286，O=0.739，T=-0.409
3.2.2 绘制战略四边形 以 S、W、O、T 四个影响因素变量为半轴，

分别在坐标轴上分别找出各因素总力度的对应点 S'、W'、O'和 T'，并

将四点用线段连接可得到战略四边形 S'O'W'T'(见图 3)。
战略四边形 S'O'W'T'的重心是四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重

心的坐标计算公式如下：

P（x,y）=   )4/,4/ ii yx（ , i=1,2,3,4 (9)

根据公式 9，计算得出重心坐标为 P（x,y）=（-0.052，0.0825），位于第二象限。依据 P点坐标

计算出战略类型的方位角θ的大小，因 tan（π-θ）=y/x=-1.5865，得出θ≈122.22°，π/2<θ<3π/4。
3.2.3 战略强度系数ρ的计算 对于同样的战略类型，企业可以选择积极主动的实施，也可以选择稳中

求进的慢慢发展，所以确定战略强度是战略选择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战略正强度 U是企业的外部机

会与内在优势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战略负强度 V是外部挑战与内在劣势两方面因素共同作

用的结果，计算公式如下： U = O'×S' (10)
V = W' × T' (11)
ρ = U/(U + V) (12)

战略强度系数ρ（ρ∈[0，1]）是分析判断 SWOT分析的战略强度选择重要依据，其大小反映该

战略类型的实施强度，战略强度系数随 V的增大而减小，随 U的增大而增大[7]。以ρ = 0.5作为临界

点，当ρ >0.5时，战略强度可适当增强，采取开拓型战略；当ρ <0.5时，战略强度不宜过大，应采取

保守型战略。依据公式 1112计算得出 U=0.385，V=0.298 18，ρ=0.564>0.5。

3.3 战略定位与强度选择

综合 SWOT定性分析与 DELPHI定量分析结果，推断出浦发银行绿色信贷发展战略类型定位在

第二象限，且位于(π/2，3π/4)区域内，属于争取型战略区中的进取型战略(见表 5[8])。根据战略强度

图 3 战略四边形

Fig.3 Strategic quadrilat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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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ρ=0.564> 0.5，得出浦发银行应加大战略强度，采取积极的开拓型战略。

表 5 战略类型方位θ角与战略类型的对应关系

Table 5 Corresponding relation of strategic azimuth and strategic styles
第一象限

Quadrant No.1
第二象限

Quadrant No.2
第三象限

Quadrant No.3
第四象限

Quadrant No.4
开拓型战略区 争取型战略区 保守型战略区 抗争型战略区

类型 方位域类 类型 方位域类 类型 方位域类 类型 方位域类
实力型 (0,π/4) 进取型 (π/2,3π/4) 退却型 (π,5π/4) 调整型 (3π/2,7π/4)
机会型 (π/4,π/2) 调整型 (3π/4,π) 回避型 (5π/4,3π/2) 进取型 (7π/4,2π)

4 政策建议

从上述分析得出，浦发银行发展绿色信贷应采取机会-劣势（O-W）战略。首先，利用外部机会

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进绿色信贷的发展，积极履行其社会责任；其次，积极组织银行内部培训，

加强绿色信贷领域人才培养力度，组建专业化队伍；再次，不断创新绿色信贷产品，扩大产品的营

销范围；最后，与企业和政府构建信息共享机制，并在行内制定统一的绿色信贷标准。建议如下：

（1）建立绿色信贷激励机制。政府部门应完善绿色信贷相关法律法规、建立激励机制，采取措

施限制银行向“两高一剩”企业的贷款额度，并对违规银行实行责任追究或采取相应的惩处手段。浦

发银行内部也需要建立绿色信贷激励与约束体制，为绿色信贷业务助力，对积极开展绿色信贷业务、

遵循国家环保政策并取得较大进展的银行给予奖励或优惠政策。

（2）培养绿色信贷意识。开展绿色信贷业务是当前银行业的一大趋势，浦发银行应重视有关知

识的学习，积极在行内开展有关绿色信贷的学习培训讲座，聘请相关专业人员为职员讲解绿色信贷

知识，不断加深职员绿色信贷意识；要求职员在平时生活中也要做到节能环保，从自身出发提高环

保意识[9]；银行还应时刻关注国家颁布的有关绿色信贷、可持续发展、绿色金融以及节能环保等方

面的政策文件，掌握最新信息，把握发展动向，做到与时俱进，更好地开展绿色信贷。

（3）积极创新绿色信贷产品。首先，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之内设计出为节能环保服务的绿色

信贷产品。针对不同的客户设计不同的方案，使绿色信贷产品与普通类型的贷款具有差异性。如采

取优惠的贷款政策积极支持新能源新产业技术的开发研制，帮助企业产业结构升级。其次，积极扩

大绿色信贷的服务范围，除了向节能环保类企业贷款外，还可把目标投向个人客户，设计出适合并

吸引个人客户的绿色信贷产品，如在汽车消费贷款以及房屋贷款上设计绿色信贷产品，为购买节能

减排汽车与生态环保类住房的客户给予优惠。

（4）构建信息共享机制。绿色信贷要想发挥其作用，离不开银行与政府间的沟通合作。银行要

与环保部门和监管部门建立全面的信息共享机制，共享企业环境信息。将企业的环境信息作为银行

执行贷款的标准之一，对环境信息优良的企业给予贷款方面的优惠措施，对于环境污染企业视情况

降低或拒绝向其贷款；政府协助银行对绿色信贷产品进行宣传，向社会进行推广，并为银行绿色信

贷项目提供一定的便利，适当减少行政审批[10]。一方面提高了银行自身的形象，另一方面可使全社

会参与到绿色信贷的实践中，有利于社会绿色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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