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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非常高兴成为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
（TNFD）的非正式工作组（IWG）共同主席。
这是令人兴奋并且充满活力的准备阶段，目标
是启动这个市场急需的转型工作。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估计，世界经济产出（经
济价值为 44万亿美元）的一半以上在相当程
度上或高度依赖自然。预期 TNFD通过为各种
组织提供一个框架为金融业的转变提供支持，
该框架用于报告不断发展的自然相关风险并采
取行动，从而支持全球资金流从对自然不利的
结果转向对自然有利的结果。

IWG有 75名成员参与其中，涵盖金融机构、
监管机构、企业和其他有影响力的参与者，这
些成员的资产总和超过 8.5万亿美元。我们获
得了联合国的进一步支持，包括作为“加速器
团队”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和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UNEP）金融倡议组织，以及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和全球林冠（Global 

Canopy）。我们广泛征取了观察员和最初的利
益相关者的意见。我们将继续扩大参与范围，
通过全部工作组的努力，征求更多团体和专业
人士的意见（包括土著人群和受影响群体代表）。
通过由成员主导的工作流程和委托外包的技术
支持，IWG中的团体和个人努力工作了 9个多
月，以精心编制并交付本文中概括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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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产生了这篇题为“涵盖的自然范围”的
文章，本文总结了关于 TNFD 的技术范围和操
作模式的实用建议。立足于构建、测试和咨询，
考虑到不断变化的风险，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
为期两年的工作计划，反复探究并适应这个快
速发展的空间，为这些内容的交付提供了支持。
TNFD 的治理架构已经确立，以在金融风险识
别和管理服务方面实现市场主导的倡议，并在
更广泛范围内获得对自然和经济稳定性有利的
成果。
在完成此准备阶段并且确保该倡议的目标得到
广泛支持后，我们很高兴迎来了 TNFD 的共同

主席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
丽莎白 · 马鲁玛 · 穆雷玛（Elizabeth Maruma 

Mrema）和 Refinitiv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兼伦
敦证券交易所集团（LSEG）数据和分析部门主
管戴维 · 克雷格（David Craig）。
我们期待着为即将到来的共同主席和工作组成
员提供支持，祝愿他们在推动这一重要倡议方
面取得伟大成功。这是扭转全球范围内自然丧
失趋势并限制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影响金融稳
定性所必需的。

IWG TNFD共同主席：
马里乌兹 · 卡尔维 

（Mariuz Calvet）
安东尼 · 塞雷 

（Antoine Sire）
里安 - 马里 · 托马斯 

（Rhian-Mari Thomas）
巴诺金融集团 法国巴黎银行 绿色金融研究院

获得下列合伙创始人的大力支持：
 

www.theGEF.org

TNFD 的工作获得了全球环境基金（GEF）提供的一笔锚定投资的支持。预计将
很快确认其他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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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D 拟定范围、治理、 工作计划、资源配置和 沟通需求的概要
2020 年 9 月成立的 TNFD 非正式工作组（IWG）通过五个工作流程开展了 9 个月的工作，本报
告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它是为 IWG 成员编制的，可公开发布。
非正式工作组（IWG）是市场参与者领导的，该工作组通过一系列工作流程编写了本文，汇集了
数十个组织的集体知识和经验。作为这项工作的成果，本文总结了未来两年的努力方向，并为整
个市场在报告和应对自然相关风险方面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TNFD的拟定目标：
TNFD 的目标是为各种组织提供一个框架用于报告不断发展的自然 

相关风险并采取行动，从而支持全球资金流从对自然不利的 
结果转向对自然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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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的 TNFD 原则 ：
1. 市场可用性：开发对市场报告者和用户（特别是公司和金融机构，以及政策制定者和其他

参与者）直接有用并且有价值的框架。
2. 以科学为基础：遵循科学的方法，采用成熟的和新颖的科学证据，并以采用其他基于科学

的现有举措为目标。
3. 自然相关风险：应对自然相关风险（包括直接的重大金融风险）以及对自然的依赖和影响

及相关的组织和社会风险。
4. 在目标驱动下：以目标为驱动力，通过使用必需的最低级别的粒度来有目标地积极降低风

险并增加对自然有利的行动，以确保实现 TNFD 的目标。
5. 综合和自适应性：建立有效的衡量和报告框架，这些框架可以纳入现有的披露和标准中并

对其进行加强。考虑国内和国际政策、标准和市场状况的变化并做出适应性调整。
6. 气候 -自然联系：采用综合方法应对与气候和自然相关风险，增加用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的资金。
7. 全球包容性：确保此框架和方法在全球范围内（包括新兴市场和已开发市场）是相关的、

公正的、有价值的、可获取的并且负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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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可用性 以科学为基础 自然相关风险

在目标驱动下 综合和自适应性 气候 - 自然联系 全球包容性

TNFD的范围集中在自然界生命以及空气、土壤和水等与自然界生命相关的元素。除了短期的金
融风险外，此范围还包括以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为代表的长期风险。TNFD不是一个新的标准，
而是最佳工具和材料的聚合体，用于推动全球自然相关报告的统一。
TNFD工作计划
TNFD工作计划是在两年期间（2021-2023年）将目标、原则和范围付诸行动。该工作计划包括
下列详细内容：利用最佳可用科技资源开发 TNFD框架，在全球优先分部门机构中进行广泛试点，
广泛咨询所有感兴趣的利益相关者，并最终于 2023年发布，供市场广泛采用。
TNFD的治理结构 
TNFD的治理结构采用了一种精简的方法，该方法最适合以市场为主导的倡议，具有适当的问责
制和保护措施。它涉及到两位共同主席，他们代表公共和私营部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
及自然和金融的主题专家。该工作组成员包括来自金融部门、数据报告者和支持者（如数据提供
者和会计师）的 30名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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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谁会受益于 TNFD的工作？ 基于对公司披露的自然资本、环境机遇和风险以及气候变化的明确理解、信心和信任，投资者可
以做出明智和稳健的资金分配决策。
分析师可以配备更好工具，利用与环境和自然资本相关的信息来确定对未来现金流和后来公司价
值以及气候变化的影响。
各个公司可以利用 TNFD 框架将环境和自然资本相关信息以及气候数据纳入主流财务报告中，协
助公司全面了解气候变化和自然资本如何影响其绩效，以及他们应对风险和机遇可以采取的必要
行动。
监管部门能受益于符合标准的资料和框架，可以立即采用或参考这些资料和框架作为在规范 / 指
南方面实现合规的方法，为作出与使用自然资源、土地和可持续行为相关的商业决策提供信息。
证券交易所可以考虑提出新的自愿性的和强制性的上市要求，这些要求与重大的环境和自然资本
相关风险及机遇以及气候变化相关。
会计师事务所能够为报告环境和自然资本相关绩效的公司提供更全面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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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的 TNFD 范围
TNFD框架将采用四支柱方法，围绕组织的运营方式设定为：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
标（见下面的图 1和词汇表定义）。这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使用的架构相同。
然而，认识到在度量性质、更大范围内的政策和市场发展以及风险的系统化性质方面面临的特殊
挑战之后，TNFD将把“风险和机遇”这一术语的更广泛定义纳入每个支柱之中。我们建议使用“自
然相关风险与机遇”这一术语来泛指组织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给组织带来的风险和机遇。除
了短期的金融风险外，这还包括以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为代表的长期风险。下文提供了每一个
组成部分的精确定义。
这意味着组织不仅应披露自然如何（正面地或负面地）对组织的直接财务业绩（“由外至内”）产
生影响，还应披露组织如何（正面地或负面地）对自然（“由内至外”）产生影响。这种应对风险
的方法与 TCFD应对财务重要性的宽泛方法相一致，不仅考虑直接风险，还通过使用例如情景等
方式来考虑过渡过程中的风险。此外，这种方法反映了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之间对于如何应对环
境风险和机遇出现的讨论和做法的趋势。 每个组织的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标都应
以缓解组织面临的风险（“由外至内”）为目标，包括与其对自然的影响相关的风险（“由内至外”）。
对于稳妥识别、评估和应对系统性的自然相关风险，以及反过来为各个组织提供预估长期风险的
信息，这种双向的方法是有必要的。
在此之后，TNFD将力图与 CBD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预稿中的两个全球性目标保持一致，即“到
2030年实现无净损失，到 2050年实现净惠益”。此 TNFD框架将为组织提供一个根据四支柱方
法进行报告的架构。通过指导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如何分别调整其商业做法和 /或财务活动以
处理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可为此框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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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 推荐的自然相关财务披露的核心要素

治理 ：组织的治理围绕着影响、依赖、风险和机遇进行。
战略 ：组织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这些对其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影响和潜在影响。

风险管理 ：用于识别、评估和应对组织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过程。

指标和目标 ：这些指标和目标用于评估和管理对自然的相关影响和依赖以及相关风险和机遇。

自然相关风险 ：在以上每个支柱之中，组织必须考虑其对自然的影响、对自然的依赖以及所导致的金融风险和机遇。
来源：IWG TNFD非正式技术专家组，来自 TCFD（2017）：关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TNFD 框架将与其涉及范围内现有的相关倡议、框架和标准保持一致并从中借鉴。对于 TNFD 来
说，至关重要的方法是以已完成的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重要工作为基础，并且避免重复工作。
TNFD 不是要自己制定一个（用于披露或更广泛活动的）标准。TNFD 计划将其成果整合在该领
域的现有框架和标准中，例如 GRI、SASB、CDSB 和即将成立的 IFRS 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发布的
框架和标准（此名单仅用作示例说明）。iii 此外，它还将衔接和借鉴主要机构和网络的工作，包括
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和中央银行机构绿色金融体系网络（NGFS）在内。在此之后，TNFD 意
图让报告实体将与 TNFD 一致的报告纳入到主流公司报告中，而不是编制专门的“TNFD 报告”。
在编制与 TNFD 一致的报告资料时，金融机构能够同时使用来自公司披露和第三方数据源的数据。
第三方数据源可包括传统的金融研究、评级和数据服务提供者、遥感数据、公共数据库、数据源
和参考资料（例如联合国 SEEA 框架）、联合国 CBD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采用的数据
和指标、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的数据。iv 由于公司披露的数据和来自第三方数
据源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式进行收集和管理，因此 TNFD 需要为金融机构提供指导，指导如何使
用每种数据用于披露。这意味着对 TCFD 范围的扩展。



10 TNFD涵盖的自然范围

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定义
我们建议使用“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来泛指组织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导致其所面临的风险
和机遇。除了短期的金融风险外，这还包括以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为代表的长期风险。因此，
这个词包括组织对自然的影响、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这些影响和依赖导致的金融风险和机遇。下文
提供了每一个组成部分的精确定义。
	◾ 影响：我们建议 TNFD 采用科学目标网络（SBTN）提供的对影响的定义 ：“公司或其他参与者

对自然状态产生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包括空气、水和土壤的污染 ； 生态系统 v 以及 [ 人类和 ]

非人类物种栖息地的破碎化或扰乱 ； 生态系统机制的改变。”vi

	◾ 依赖：我们建议 TNFD 采用 SBTN 提供的对依赖的定义 ：“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各个方面 vii 个人
或组织活动所依赖的 [ 生态系统服务 ]，包括水流和质量监管； 对灾害的监管，例如火灾和洪水； 

授粉 ； 碳封存。”viii 请注意，由于企业和部门对自然的依赖，一个企业或部门对自然的影响可
能给其他企业或部门带来重大的金融风险。这些风险实际上可能会影响所有市场参与者和社
会部门。
	◾ 自然相关金融风险和机遇：组织面临的所有金融风险和机遇都是由于对自然的影响和 / 或依赖

而造成的。这包括但不限于由于对自然的负面影响，通过监管、市场准入或其他方式而造成
的财务损失，以及由于组织所依赖的某些物种、遗传多样性和 / 或关键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而
造成的成本。对影响和依赖的完整分析也可以带来机遇，例如对组织依赖的自然所产生的有
利影响或强化，所带来的潜在经济利益。TNFD 应尽早考虑确定自然相关金融风险的明确定义，
在更高的层次上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与 TCFD 采取的方法一致 ：ix

	◽ 自然相关实体风险和机遇：自然丧失造成的实体风险可分类为事件驱动型（急性的），
或以自然生态系统发挥作用或停止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的长期转换（慢性的）。实体风
险可能给组织造成财务影响，例如直接的资产损坏、对生产过程或员工福祉至关重要的

（本地和区域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丧失、以及供应链中断造成的间接影响。这些风险也
可能对其他方有财务影响和非财务影响，例如对人类福祉至关重要的全球生态系统服务
的丧失。示例包括，因昆虫授粉减少而给农业部门造成的本地和区域性经济损失，以及
医药方面的全球性经济损失。实体机遇也可能给组织造成财务影响，例如业务生产过程
或需求的弹性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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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相关转型风险和机遇：转变为对自然有利的经济可能需要政策、法律、技术和市场
发生广泛改变。x 当企业由于对自然造成不利影响而受到处罚，从而遭受财务损失时，
可能发生源于自然的转型风险，包括声誉、合规性和责任，或诉讼风险。在某些情况下，
这可能会导致一项资产变得无法带来盈利并且“搁浅”。当企业由于市场偏好 / 需求变
化而在财务方面受益时，可能会出现转型机遇，这种变化是对企业对自然所产生有利影
响的一种奖励。经济范围内对自然的影响、例如基于科学目标网络（SBTN）等承诺框架，
以及例如 CBD 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等国际框架都将提供可信的、关于未来
自然相关目标的信息。反之，这些框架目标将确定可能需要进行的改变，从而确定转型
风险的推动因素。通过这种方式，对自然的影响可能会在未来产生重大的金融风险，即
使这些影响目前在财务方面并不明显。通过为公民同时提供了解其投资所产生影响的途
径以及表达其需求的平台，数字化还加快了公民参与金融决策。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
公民（从而涵盖消费者和员工）对一个组织对自然所产生的影响的反应可能变得更加明
确和直接，从而成为转型风险和机遇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组织应遵循以立足于科学的方法，确定有哪些影响、依赖、金融风险和机遇与其商业做法和 /

或财务活动相关。示例包括来自 SBTN 的在自然方面设定科学目标的初步业务指南，以及 IUCN

最近发布的用于规划和监测企业生物多样性绩效的准则。xi 此指南将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PBES）确定的自然丧失的五种主要压力划分为具体的自然丧失驱动 
因素。xii 组织可使用 SBTN 的部门级重要性评估，以找出这些自然丧失驱动因素中哪一些与其商
业做法和 / 或财务活动相关，从而确定哪些能够代表相关影响和依赖。
自然相关系统性风险：除了组织自身面临的金融风险之外，整个经济领域的影响和依赖也可能产
生自然相关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可能是指（i）关键的自然系统无法正常运作的风险 ；（ii）金
融机构投资组合层面（而非组织层面或交易层面）产生的风险 ； 以及（iii）系统范围内金融稳定
性面临的风险。报告实体应在评估自然相关风险（这些是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的一部分）时考虑（i）
和（ii）。虽然 TNFD 自身应考虑系统范围内金融稳定性面临的风险，但不应要求报告实体评估和
报告（iii）。系统范围内金融稳定性面临的自然相关风险对于宏观监管部门尤其重要，一般涉及整
个经济领域（通常是全球性的），并同时对所有行业产生重大影响。xiii 关键自然系统不再正常发
挥作用的风险可称为“临界点”，在此临界点之后生态系统可能超出修复点之外发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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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的结果和职能
在即将到来的两年里，TNFD 将产生以下结果 ：
1. 涉及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一系列定义：TNFD 将为影响、依赖以及由这些影响和依赖导致

的金融风险和机遇提供明确的、精确的和科学的定义，并得到参与 TNFD 的利益相关者共识
的支持，并供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使用。当推出时，工作组应对上一节中提供的定义进行
考虑和调整。在此过程中，TNFD 将集中精力确保报告框架和标准之间定义的一致性。

2. 利益相关者全景：在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识别、评估、披露和管理的过程中，TNFD 将生
成景观评估，以展示 TNFD 相对于其他相关的利益相关者的地位和职能。这将包括自然金融
领域的框架、标准制定者、监管者和相关的倡议（例如推进设定目标的倡议）。

3. 用户原则：TNFD 将制定一组原则，帮助用户了解如何调整 TNFD 框架以适应其组织环境。
当推出时，工作组应评估此类原则是否应该因为行业或地区而有所不同。

4. 按行业划分的，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分类体系：利用现有的证据和框架（包括但不限于
ENCORE、SASB、WEF 和 DNB xiv 完成的工作），TNFD 将按行业分类提供一种分类法，该分
类法涉及对自然的影响、对自然的依赖、以及这些影响和依赖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和机遇。

5. 用于披露的分阶段框架：TNFD 将确定需要在与 TNFD 一致的报告中报告的各种指标和信息
报告实体。xv 重点将是确定数量有限的指标，这些指标对于企业、金融机构和广泛利益相关
者是有意义的。按照复杂程度的三个渐进阶段对需求进行规划，从而在实施过程中能够实现
灵活性。这是取材于自然资本议定书（Natural Capital Protocol）和 BS 8632 组织的自然资
本核算规范（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for Organisations）中描述的迭代方法。xvi

6. 详细的实施指南：TNFD 将为报告实体提供更详细的技术指南，用于指导如何满足框架的要
求，例如关于指标的指南、可以使用哪类数据、反应示例以及如何确定优先性。对于金融机构，
本指南将涵盖第三方数据源的数据与企业披露的数据使用方式之间的任何差异。TNFD 还将
对如何识别、评估和管理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提供更广泛的指导，并支持其他参与者制定这
些领域中的框架和标准。除了此指南之外，TNFD 还将支持并鼓励其他组织为报告实体提供
能力建设，以协助他们实施与 TNFD 一致的报告。这个详细的实施指南还将讨论组织如何使
用情景分析，将其用于估计组织的自然相关金融风险和机遇。xvii 重点是同时影响最终目标和
部门路径的情景，将由工作组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确定。xviii 当 CBD（以及其他）流程的结果
出现时，TNFD 必须接受并考虑这些结果并且在构建情景时加以考虑。还必须考虑气候和自
然转型将采用的方式。TNFD 将为非金融公司、金融机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界就情景使用
方式达成共识提供支持。TNFD 将委托第三方进行情景开发而不是自行开发情景，并确保这
些情景与 TNFD 的指南保持一致。

7. 试点机遇：获得用于企业向投资者报告其自然相关风险的框架草案之后，经过测试过程的完
善和讨论确认，通过与相关金融监管者密切合作，我们将在金融机构和企业中对 TNFD 报告
框架草案进行测试。TNFD 将让更广泛的市场参与者参与其中 ：为确保 TNFD 的建议对决策
有用并且市场参与者可以实施，将在此计划中发起广泛咨询和试点，预计有比目前广泛得多
的组织可以参与其中。联合国环境署金融倡议组织（UNEP FI）将对此测试进行协调，并由
商业平台组织（例如 WBCSD 和其他机构）对数据开发者实施的测试进行协调，以加入 SME

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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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讨论的成果之外，TNFD 还将起到让其他参与者加快吸收并使用 TNFD 框架的作用。下面
列出了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的两个作为示例，虽然不止于此 ：
与标准制定机构交流：除了推动自愿吸收之外，TNFD 还将与相关的标准制定机构联系，确保在
制定标准并将其纳入强制性报告要求时，采用了与 TNFD 一致的数据要求和报告。TNFD 将争取
完善当前的标准和框架。xix 在可能的情况下，TNFD 将提议使 TNFD 与现有报告框架和标准之间
的定义保持一致，而不是建立新的定义和类型，以减少整体的报告工作量。
与数据提供者交流：TNFD 认识到，除了报告实体要为其框架的实施提供支持之外，还需要数据
和分析团体的参与。TNFD 框架将产生对使用、解释和改进现有数据的更多需求，以及对目前不
易获得的新数据的需求。TNFD 将以协调的方式与数据提供者、平台和下游数据服务提供者以及
非金融企业合作，以鼓励用于满足其框架要求的数据基础设施的开发。这包括鼓励新数据和标准
化数据的开发，使人们更易于获得数据，其中可能包括鼓励其他人开发数据平台以及制定收集和
管理相关数据的指南。这就需要 TNFD 自身应具有足够的技术能力和知识，以理解所需的数据要
求和范围更广泛的数据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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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D 工作计划
TNFD 工作计划包括 5 个阶段 ：建立、测试、咨询、传播和市场吸收。被称为第 0（零）阶段的
准备阶段包括非正式工作组指南、TNFD 的启动和准备性研究以及为成功设置 TNFD 框架进行的
试点。

图 2：TNFD框架的开发阶段

第 0 阶段准备
第 1 阶段建立

TNFD的启动：这包括对 15-20家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备度研究、对现有工具的资源测绘研究，以及启动 ITEG建议的分阶段优先部门方法。

构建框架草案：完善 TNFD的目的、目标、产出和成果，并制定框架草案和建议。技术工作包括数据堆栈、情景和气候 -自然关系。

第 2 阶段测试
第 3 阶段咨询

第 4 阶段传播
第 5 阶段吸收

在测试过程中，将与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与金融机构和公司一起测试 TNFD报告框架和建议草案。

框架草案发布：将根据咨询反馈编辑框架报告草案，并在 TNFD网站上发布。咨询：为促进在相关部门和地区得到广泛采用提供帮助。

TNFD的全面启动和推广：整个项目的内部和外部沟通计划，用于确定何时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沟通关键转折点并提供支持，以及提出 TNFD的启动建议。
借助内心的机敏，以客户为中心和“边做边学”的理念，TNFD将在今后几年中在风险管理、情景分析等方面继续发展以提供进一步详细指导，帮助市场据此框架采取行动。
通过目标明确的部门性活动和地域性活动、利益相关者、成员和各阶段目标研究，可为深入的全球吸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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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0 阶段 ：准备和启动 TNFD

TNFD 的准备工作开始于 2020 年 9 月。此阶段包括 3 个要素 ：包括 75 个成员
的 TNFD 非正式工作组形成建议时所进行的深入研究和体验，2021 年下半年推
出 TNFD，概念性验证试点以及市场准备度研究，这些一同评估了实际注意事项
以及指标的当前状态、数据、风险管理、压力测试、工具和关键做法，在此框
架的建立阶段为作出关于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自然相关风险和依赖的决策提供了
信息。

第 1 阶段 ：建立
在此阶段，TNFD 成员将使用以数据为中心的、分部门的和分阶段的方法起草一
个实际框架，以确保该框架是可操作的、可获取的，并建立在来自各个地区的
前沿研究和创新之上。该框架应与 TNFD 原则和范围完全一致，并建立在市场
准备研究和概念性验证试点的基础上。

图 3：TNFD框架要素的概述
拟定的部门受到高影响并具有高依赖度的优先部门

等级 

1. 基础阶段 2. 中间阶段 3. 全面阶段

数据和指标
TNFD 将以协调的方式与数
据提供者、平台和下游数据
服务提供者合作，以鼓励用
于满足其框架要求的数据基
础设施的开发。

报告标准
对影响、依赖和机遇的现有
报告标准的比较。

情景
根据基于行业的适当的目标、
途径、模型和数据，评估有
预见性的自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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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 3，了解制定 TNFD 框架时将要考虑的关键要素。2023 年启动 TNFD 框架之后，与领先合作
伙伴共同创建的情景分析将推动更广泛和更深入的吸收。TNFD 框架的建立将由市场（即企业和
金融机构）主导。在 TNFD 成员的要求下，这还会得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例如 ：标准组织、
监管者、数据提供者、非政府组织、研究组织等。建立阶段包括制定披露框架草案（或其他框架
可以采用的框架要素 — 应根据此定义理解“报告框架”一词），并提出进行框架测试和咨询以及
用户反馈调查的建议。
第 2 阶段 ：测试

与相关金融监管机构密切合作，与金融机构和企业一起对 TNFD 框架草案进行
测试。将横跨地域从受到高影响并具有高依赖度的部门中寻求来自银行、投资者、
保险公司、公共金融机构和企业的均衡代表。除了在发达资本市场进行的试点外，
预计还会在 20 个新兴市场对此框架进行测试。将根据试点结果对 TNFD 框架草
案进行修订。

第 3 阶段 ：咨询
根据第二阶段的试点结果，TNFD 秘书处将就框架草案的第二版进行意见咨询。
通过战略性的外部咨询，应有助于推动相关部门和地区广泛采用此框架，甚至
超出测试阶段涉及的范围，经过均衡的咨询范围如下 ：金融监管机构、数据编
制者和数据用户，咨询他们如何评估并披露自然相关风险以支持对自然有利的
全球资金流动。咨询还将有助于在金融机构、企业和政府当局之间主动建立推
荐使用的工具、衡量系统和报告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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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阶段 ：传播
预计 TNFD 框架将于 2023 年下半年启动，用于全球传播和初步吸收。它将获得
战略宣传活动的支持，除了提高认知度之外，通过与领先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合
作还会促进其应用和更广泛吸收。
	◾ 启动 TNFD框架：在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和标准制定机构的支持下，通过重

要活动跨地域传播
	◾ 推动并提倡采用：将实施内部和外部沟通计划，将 TNFD 置于并嵌入财务系

统和企业生态系统中。
第 5 阶段 ：吸收和接下来的步骤 /2023年 9月 – 在此之后

在 2 年时间里开发和启动 TNFD 框架将是实体和转型风险及机遇评估方法的第
一步。这将为跨越不同地域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适应性强的、灵活的方法，
并将提高一致性和可比性。预计 2023 年之后将后续推出更详细的指南，包括通
过自然情景分析评估这些风险的实践方法，这些方法获得了从自然建模师到自
然风险专家等技术合作伙伴的支持。借助内心的机敏，以客户为中心和“边做
边学”的理念，TNFD 将在今后几年中在风险管理、情景分析等方面继续发展以
提供进一步指导，帮助市场据此框架采取行动。通过目标明确的部门性活动和
分配均衡的地域性活动、利益相关者、成员和各阶段研究，可为深入的全球吸
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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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D 治理
自然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采纳了越来越多的专家活动的意见和指导。到目前为止，
TNFD 的工作一直得到由 75 个成员组成的非正式工作组（IWG）的支持，这个工作组代表一些全
球规模最大的银行、投资者和公司，资产管理规模超过 8.5 万亿美元，其中还包括政府和监管机构。
TNFD 的治理结构将包括主席、秘书处、成员小组、管理工作小组和利益相关者小组。图 4 提供
了对此结构的概述。

图 4：对拟定 TNFD治理结构的概述

秘书处

TNFD 共同主席

技术研究中心 管理工作小组

TNFD 成员

利益相关者小组

金融机构 企业 服务提供者

工作组 1 工作组 3 工作组 5工作组 4工作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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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此工作组将包括来自各行业的 30 个成员，均衡代表了来自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企
业和“实体经济”企业。由于侧重于披露，成员中也可能包括评级机构和报告 / 会计师事务所以
及数据提供者。成员都是根据选择标准并考虑到制定 TNFD 框架所需的能力以及部门间、地域间
和性别间的平衡，按照个人能力选择的。各个成员将大约每 6 周出席一次定期的全体会议，还需
要积极参与至少一个工作小组，组织该工作小组是为了能够为交付 TNFD 目标和工作计划做好充
分准备。
秘书处
TNFD 秘书处将在共同主席监管下工作。此秘书处将由一名执行董事负责领导，配有负责起草披
露要求、成员工作安排、项目管理和沟通的全职专家团队，并根据需要邀请兼职专家，以加快工
作计划中 TNFD 的交付速度。秘书处将为共同主席的工作提供支持，协调各个工作小组，管理日
常工作并与各个成员和其他 TNFD 推动者保持定期联系。秘书处的机构组织或组织安排将由 IWG

指导委员会在启动 TNFD 之前正式确定。
技术研究小组
TRG（技术研究小组）将在收到 TNFD 工作小组的要求时独立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建议。TRG 主
要作为分布式虚拟中心，提供 TNFD 实现目标所需的科技知识。TRG 将受技术总监（TNFD 秘书
处核心成员）的监管和部署， 

管理工作小组
管理工作小组由 TNFD 的创始合作伙伴（全球林冠、UNDP、UNEP FI 和 WWF）组成，可以包括
来自主要捐助者的代表。除了这些成员之外，一些国际组织或网络（例如相关金融监管机构或标
准制定者）可能受邀加入此管理工作小组。此管理工作小组为共同主席提供技术支持，帮助指导
核心决策以确保与 TNFD 的原则保持一致，如果共同主席在 TNFD 原则所涵盖的重要主题上偏离
了 TNFD 目标，则可以在特定情况下召集利益相关者小组。
利益相关者小组
利益相关者小组聚集了范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例如金融机构、企业、服务和数据提供者、政府、
监管者、多边机构、金融和商业财团、非政府组织、智库、研究组织），这些利益相关者对 TNFD

感兴趣，并投入时间使其成为现实或创建了有利于 TNFD 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任何有兴趣关注
TNFD 框架的制定并根据需要作出贡献的利益相关者都受邀加入该小组，除非他们与 TNFD 有重
大利益冲突或带来声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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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FD 资源配置和沟通
为 TNFD工作计划（2021年中期至 2023年中期）设置的资源配置目标为 1500万美元。到目
前为止，约 8%已经签订合同，78%正在与各类捐助者（政府、联合国机构、慈善组织）进行提
议或讨论。其余的 14%将主要寻求来自私营部门的实物支持。此资源将由金融部门和企业借用
或无偿用于内部或外部研究、测试和传播。我们预期 TNFD获得的实物支持将超过上述的 14%，
这将使工作组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其影响范围，超出目前在工作计划中预测的范围。
TNFD的沟通目标是动员各个部门和地域对 TNFD框架作出强有力承诺提供助力，从而推动框架
得到广泛的吸收和来自“市场”的支持。这包括围绕 TNFD雄心勃勃并且统一的愿景、范围和行
动制定引人信服的沟通。TNFD沟通需要建立在 IWG阶段准备工作的基础上，并最终完成沟通策
略，该策略包括识别适用于不同 TNFD“受众”的 定关键信息，重点关注与主要受众金融机构
的沟通，为企业受众和其他关键利益相关者（例如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团体）以及全球媒体建立沟
通，以及确定内部和外部的沟通方法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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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TNFD 蓝图获得下列专业支持 ：
TNFD非正式工作组的共同主席：
Mariuz Calvet，巴诺金融集团 ； Antoine Sire，法国巴黎银行 ； Rhian-Mari Thomas，绿色金融研
究院
IWG TNFD工作流程负责人：
TNFD 治理 ：Sylvain Vanston，安盛集团 ； TNFD 工作计划和预算 ：Bas Rüter，荷兰合作银行 ；
Ravi Abeywardana，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 TNFD 资源配置 ：Scott Mesley，毕马威 ； 

TNFD 沟通及知识管理 ：Helen Crowley，曾就职于 WEF， 现任职于 Kering ； Jane Carter Ingram， 

曾就职于 EY，现任职于 HSBC Pollination。
TNFD非正式工作组：

金融机构 

Aggrego Consultores, 巴西
法国安盛集团

法国 BPCE/Natixis 银行集团
法国巴黎银行

哥伦比亚进步银行
巴拉圭 Sudameris 银行

墨西哥巴诺特银行 

美国花旗集团
瑞士信贷集团

新加坡星展银行
丹麦丹斯克银行
巴西 FAMA 投资

南非第一兰特银行
汇丰授粉气候资产管理公司
英国英派克斯资产管理公司

英国劳埃德银行
新加坡宏利投资管理公司
巴西 Maua 资本公司
法国 Mirova 公司
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
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
荷兰合作银行
瑞士 Raiffeisen 银行
荷兰荷宝投资管理集团
英国渣打银行
挪威 Storebrand 资产管理公司
日本三井住友信托资产管理公司
美国富国银行资产管理公司
印度 Yes Bank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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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和地区金融机构：
AFD ：法国开发署

BNDES ：巴西开发银行 

CAF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

EBRD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EIB ：欧洲投资银行
IFC ：国际金融公司
世界银行

企业和私人公司：
英国石油公司

加拿大 EcoAdvisors 公司
英国安永会计师事务所

英国葛兰素史克公司 

瑞典 H&M 集团
西班牙伊贝德罗拉公司

ISS ESG ：美国 

机构股东服务公司
JBS

开云集团
毕马威
英国利洁时公司
力拓集团
美国特易购

政府、监管机构
CNBV ：墨西哥国家银行和证券委员会

阿根廷联邦环境委员会
法国政府
荷兰政府

秘鲁政府
瑞士政府 

英国政府
RBA ：肯尼亚退休福利局

智库和财团：
CBD ：生物多样性公约

CDSB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CEBDS ： 巴西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 

多米尼加农业和林业发展中心
阿根廷联合国训练研究所

西班牙 Ecoacsa

FC4S ：可持续发展金融中心 

明日金融
GEF ：全球环境基金

绿色金融研究院（GFI）

IIF ：国际金融研究所
IIGF ：国际绿色金融研究所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RI ：负责任投资原则
SusCon 日本
SIF ：可持续保险论坛
WBCSD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 

WEF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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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伙伴小组：
全球林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机构和世界自然基金会

非正式技术专家组：
说明 ：ITEG 成员以个人身份作出贡献。指明所属组织仅用于身份识别。

联合领导：
      Nicky Chambers，全球林冠 | Simon Zadek，生物多样性融资

Andre Chanavat，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
Clara Barby，影响管理项目

Claudia Kruse，APG AM

Corli Pretorius，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
Frank Hawkins，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Gregory Watson，美洲开发银行
Joris van Toor，荷兰银行

Katia Karousakis，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Luciane Moessa de Souza,  可持续包容性解决方案
马军，公共与环境事务研究所，中国
Marianne Haahr，绿色数字金融联盟
Robin Millington，行星追踪者
Rowan Douglas，韦莱韬悦
Siobhan Cleary

Vian Sharif，FNZ 集团
知识产权和免责声明
根据 TNFD 选择的“知识共享”条款或其他“免费使用”条款，TNFD 将免费提供其框架和报告
供所有相关方（包括所有成员）使用。
说明 ：在 TNFD 涵盖的自然范围中表达的观点表明了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IWG TNFD）的
非正式工作组成员的观点，并得到合作伙伴小组的支持。在非正式筹备过程中，这些观点以建议
的方式被提交给即将建立的工作组及其共同主席。使用这些组织提供的徽标和 / 或反馈并非代表
认可或投资建议，也并非反映这些组织的任何政策或立场。

www.theGEF.org

TNFD 的工作获得了全球环境基金（GEF）提供的一笔锚定投资的支持。预计将
很快确认其他捐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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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
i. 关于如何将组织对环境的影响纳入围绕环境风险和机遇的辩论，人们已经进行了很多讨论。所述组织包括

DWS 等金融机构 ； SASB 等标准制定机构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等政府间组织 ； 绿色金融系统
网络（NGFS）等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

ii. CBD ：生物多样性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50 年愿景
iii. GRI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 SASB ：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 ； CDSB ：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 ； IFRS ：国际

财务报告准则。
iv. 数据服务提供者的例子包括标普全球和彭博。公众账户的例子包括公开的公司记录、土地登记信息和其他数

据集。
v. “生态系统”一词指的是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群落及作为功能单元与之相互作用的无生命环境的动态组合。

CBD（2020）：所用术语。
vi.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vii. IPBES 将“自然对人类的贡献”（NCP）定义为“自然界生命（即各种有机生物、生态系统及其相关的生态和
进化过程）对人类生活品质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贡献。来自自然的有益的贡献包括食物供应、水净化、防洪
和艺术灵感等，而有害的贡献包括疾病传播和有损于人类或其资产的捕食。根据文化、时间或空间背景，很
多 NCP 都可能被认为是有益的或有害的。”

viii.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ix. TCFD（2017）：关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x. 将由政府间和国际协议为 TNFD 工作的规范框架（包括但不限于“对自然有利的”的定义）提供信息。
xi.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1）：计划和监测企业生物多样性

绩效的准则
xii. IPBES 提出的导致自然丧失的五个压力是（i）土地 / 海洋 / 水资源用途的变化 ；（ii）自然资源开采 ；（iii）

气候变化 ；（iv）污染 ；（v）外来入侵物种和其他。
xiii. 请参阅附件 I 中关于系统性风险的讨论，了解这些风险是如何成为现实的。
xiv. https://encore.naturalcapital.finance/en; https://www.sasb.org/standards-overview/materiality-map/; WEF

（2020）：自然风险的上升 ； DNB（2020）：感激自然，探索荷兰金融部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xv. 尽管工作组将在启动后确定 TNFD 框架的特定要求，但这些要求的示例可能包括对以下问题的回答 ：（i）在

董事会级别如何与自然相处？（ii）为应对自然相关影响、依赖、风险和机遇，确定了哪些治理结构或流程？
（ii）有哪些政策可以用于应对自然相关影响、依赖、风险和机遇？（iv）有哪些战略计划或运营计划可应对

自然相关影响、依赖、风险和机遇？

https://encore.naturalcapital.finance/en
https://www.sasb.org/standards-overview/materiality-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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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https://www.bsigroup.com/en-GB/our-services/events/webinars/2020/bs-8632/; https://capitalscoalition.

org/capitals-approach/natural-capital-protocol/ 

xvii. 在应对自然相关金融风险和机遇方面进行更广泛的指导可能会带来实际行动，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可以采
取这些行动来降低风险并利用各种机遇。

xviii. 最终目标是为此情景设置目的点，通常由少量指标确定。部门路径描述了给定部门随时间的转型，通常与生
产流程和所采用技术的变化有关联。在与自然相关的情况下，后者将考虑整个价值链的转型。

xix. 它还将从相关框架和标准构成的更广泛生态系统中汲取信息，这些框架和标准包括但不限于 ISO 标准、自然
资本议定书、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TEEB）、英国标准协会和全球足迹网络。

https://www.bsigroup.com/en-GB/our-services/events/webinars/2020/bs-8632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pitals-approach/natural-capital-protocol/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pitals-approach/natural-capital-protocol/  


自然相关财务 披露工作组

https://tnfd.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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