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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和目标
1.1 简介

1. 自然 1 是一个宽泛并且复杂的主题，通常缺乏统一的定义、标准和指标用于促进企业和金融
机构的风险管理。然而，在科学界、社会舆论、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中，人们很快越来越
多地意识到企业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以及“自然”在其巨大多样性中所代表的含义。有必
要让各个组织能够在其日常决策中理解并考虑这一点。

2. 2020 年 9 月，由国际金融部门主导的非正式工作组（IWG）成立，其任务是策划成立自然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NFD）。IWG 包括来自非金融公司、金融机构、监管机构、非政
府组织和政府的代表，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为 TNFD 提出了关于技术范围和运营模式的建议，
并于 2021 年启动了 TNFD。
3. TNFD 启动之后将为组织 2（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制定一个框架，用于报告不断变化的自
然相关风险并采取行动。此框架将同时着眼于自然可能会如何影响组织，以及组织如何对自
然产生影响。我们的希望是为保护和恢复全球经济所依赖的自然资本资产创造机遇，从而使
经济活动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DG）更好地保持协调，并帮助确保尊重国际公认的人权 —
包括在保护自然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土著人群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4. 作为一种机制，此框架将帮助组织了解、披露和管理金融风险和机遇 3，这些风险和机遇与不
断恶化的自然状态有关联，并使经济转型符合今后与自然相关的国际协议，例如联合国《生
物多样性公约》（CBD）和即将出台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提出的伟大目标。
TNFD 方法的核心是与现有倡议、框架和标准保持一致并从中借鉴，而不是重复现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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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目标

5. 虽然许多部门在考虑和报告自然相关风险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尚未产生任何可以解决当前大
规模自然丧失问题的变化。许多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已经开始考虑自然在其运营和财务运
作中的作用，但尚未就统一的且全面的框架达成共识，将其用于评估和应对自然所导致的金
融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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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NFD 框架将采用围绕组织运作方式构建的四支柱方法 ：治理、战略、风险管理、指标和目
标（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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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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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节中提供了其中每一部分的准确定义。这意味着组织不仅应披露自然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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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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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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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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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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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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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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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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 2.2 节中
的定义和进一步讨论）。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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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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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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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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理事会发布的框架和标准（此名单仅用作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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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在启动时，工作组将考虑如何以最佳方式与相关标准制定者合作以及与谁合作（见第 2.3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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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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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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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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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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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定义、
成果和角色
2.1 使用方法和使用者

13. 为了让金融部门更稳妥地考虑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TNFD 框架必须可供非金融公司和金融
8
机构立即使用， 并随着时间不断改进。为了确保通过披露能够提供与自然相关风险有关的“对
决策有用的”信息，TNFD 应确认与 TNFD 一致的报告旨在说明的关键决策。在下文中，我
们提供了两个使用与 TNFD 一致的报告的示例。

14. 用于说明和补充财务报表，确定公司价值、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业务风险。一个组织对自
然的影响或依赖可以指示自然相关金融风险，这种风险虽然目前没有反映在财务报表中，但
可能与各类利益相关者的财务信息相关。在某些情况下，这些风险可能（长期）影响企业价
9
值 、发布人的信用价值和证券价格，特别是在以当前速度继续发生自然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
的情况下。潜在（内部和外部）用户包括 ：
•

•

•

•

通过核心企业风险管理流程，非金融公司试图在内部管理与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相关
的金融风险，以提高长期弹性并将这种情况与外部投资者沟通。

通过其（潜在）投资、保险产品和贷款（以及公司和项目）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金融
机构试图在内部了解其面临的金融风险，与外部投资者进行沟通，并确定被投资方 / 借
款人的适当资金成本。

研究、评级和数据提供者以及标准制定机构试图利用披露以系统化的方式全面合并环境
因素的潜在财务重要性。

金融监管者和宏观监管部门试图利用披露来了解并分析金融体系暴露的自然相关金融风
险，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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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为确定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 10。TNFD 框架的部分报告结果将表明组织对自然的影响和 / 或依
赖，这些（目前）尚未用于确定企业的价值。此报告结果的潜在（内部和外部）使用者包括：
•

•

•

•

•
•

•

非金融公司，所指的非金融公司试图在内部了解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以评估内部的短
期、中期和长期风险和机遇，并为外部可持续性报告和投资者参与提供信息。

金融机构，所指的金融机构试图在内部了解其财务活动对外部报告、投资组合管理、战
略制定对环境、社会和政府（ESG）的 影响，并为其投资流程提供信息（无论是以非正
式或正式方式与 ESG 因素相关）。

金融机构，所指的金融机构试图利用披露将 ESG 因素纳入其治理和管理工作（包括股
东投票、企业参与和公共政策参与）。

公共机构，所指的公共机构试图使用披露来了解一个组织或部门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
以支持政策制定并与外部承诺保持一致。
公民，所指的公民试图利用披露来了解其储蓄和投资产生的影响。

金融监管者，所指的金融监管者试图利用披露来了解并分析金融机构由于对自然的影响
和依赖而面临的金融风险，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宏观监管当局，所指的宏观监管当局试图通过披露来了解在金融系统级别由于对自然的
总体负面影响和依赖所带来的潜在系统性风险，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2.2 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定义

16. 我们建议使用“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这一术语泛指一个组织的活动与自然之间的联系给该
组织所带来的风险和机遇。除短期金融风险之外，还包括以其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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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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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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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 人类和 ]
12
非人类物种栖息地的破碎化或扰乱 ；生态系统机制的改变。” 如词汇表中所注，本文中使用
的“自然”一词的定义包括部分（但不是全面的）自然资本资产，此定义符合现有的各种倡议，
例如自然资本议定书和 ENCORE 工具。关于“自然”一词定义的更完整说明，请查看附件 1
中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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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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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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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水 ；授粉 ；碳封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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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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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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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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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遗传生物多样性减少，阻碍研究和开发而给医药和技术部门造成的全球性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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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相关转型风险和机遇 ：向对自然有利的经济转型可能需要政策、法律、技术和市场
16
发生广泛的变化。 当由于企业对自然的损害而受罚，导致财务损失时，可能出现自然
导致的转型风险，包括声誉、合规和责任或诉讼风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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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框架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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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产生重大金融风险，即使这些
风险目前在财务上并不显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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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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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组织应遵循以立足于科学的方法，考虑到转型风险，确定有哪些直接影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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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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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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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要压力划分为具体的自然丧失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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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可能会发现，确认和评估财务机遇在组织内部对于第 2.1 节中概述的
许多目标都有帮助，但不应要求组织在其报告中加入这些机遇。

21. 自然相关系统性风险 ：除组织自身的金融风险之外，整个经济的影响和依赖可能带来自然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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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ii）对整个系统内金融稳定性的
风险。报告实体应在评估自然相关风险（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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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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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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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系统性风险的详细类型和讨论，请参见附件 1。TNFD 应探索评估并报告“临
界点”以及相关系统性风险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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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成果和角色

TNFD 将产生以下成果 ：

22. 关于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系列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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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利益相关者全景 ：TNFD 将生成全景评估，论证 TNFD 相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而言的地位和
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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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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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II 列出了 TNFD 可选择借鉴的相关报告原则，其中认为，由于 TNFD 涉及的范围与现有
衡量和报告框架之间有差异，因此需要调整这些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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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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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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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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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实体。 重点将是确定数量有限的指标，这些指标对于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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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算规范（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for Organisations）中描述的迭代方法。 第 3.2 节提
供了关于此分阶段框架的更多详细信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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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1.2 节
中所讨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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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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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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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上文
中对于转型风险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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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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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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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变之间相互作用的方式（请参阅附件 1 中对气候的讨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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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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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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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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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第
1.2 节中所讨论的，TNFD 将争取完善当前的标准和框架，不会独自制定一个标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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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与标准制定机构和监管机构交流的更全面
讨论，请参见附件 1。
29. 与数据提供者交流 ：TNFD 认识到，除了报告实体之外，还需要与数据和分析团体合作，为
其框架的实施提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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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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先次序和进度
3.1 优先次序

30. 对于报告实体来说，使报告与 TNFD 框架保持一致将是一项重大任务，这些报告实体中的很
多实体可用于这一目标的资源有限。如第 2.3 节所说明的，除了官方指南外，TNFD 还将为
能力建设提供支持，以协助报告实体实施与 TNFD 一致的报告。即便如此，为了尽可能提高
TNFD 框架在实现 TNFD 目标方面的有效性，报告实体有必要以确定框架的某个方面的优先
次序作为开始。根据报告实体是非金融公司还是金融机构，该方法将有所不同，但对于这两
者而言，重要并且应该预期的是，报告实体随着时间推移建立他们的习惯做法。在下面的段
落中，我们推荐的两个步骤概述了报告实体应如何确定披露的优先次序。请注意，这些建议
确定了报告实体最容易达到的起点，但没有定义足以满足与 TNFD 一致的报告中要求的条件
（请参阅第 3.2 节和附件 1 中的进一步讨论）。在启动时，工作组应制定更详细的优先次序准则。
31. 第 1 步 ：报告实体应首先优先为各行业披露对自然的最重大影响和依赖 ：此标准与跨行业运
营的非金融公司以及为多个行业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相关。为了识别哪些行业应该具有最高
优先级，此工作组在启动时必须评估现有的工作，比较各个行业的影响和依赖，并在必要时
委托进行其他分析。TNFD 应考虑的分析和框架包括但不限于 UNEP-WCMC 的“超越‘正常
经营’”报告（使用 ENCORE 工具）、26 SBTN 部门重要性评估、27 SASB 重要性地图、28 Trucost
29
30
31
和自然资本联盟的自然资本影响排名、 安联自然资本风险分析， WEF 自然风险上升报告、
32
33
34
欧盟商业 @ 生物多样性计划、 协调和透明倡议、 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管理指南、
35
以及 IPBES 商业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对人类贡献的影响和依赖的方法评估。 作为对此的补

充，重要的是要强调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是因地制宜的，这与气候不同，因此必须在细化的
地理空间范围内进行评估。虽然已经明确对自然的影响最大的行业，但这些影响出现的具
体地点和方式并不总是很明确。报告者应该努力获得其影响和依赖的最详细地理空间足迹。
IUCN 生态系统和物种的威胁分类方案和红色名录 36 确定了灭绝或崩溃风险最高的自然组成
（物种和生态系统），以及导致这种风险的过程。综合生物多样性评估工具（IBAT）提供了访
37
问这些重要组成（包括关键生物多样性区域）的地理空间信息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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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TNFD 使用的行业类别应与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指数和评级公司以及市场分析领域最
广泛使用的类别一致。最初，TNFD 将考虑全球性标准，例如 MSCI 的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
和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在合适的时候，还可以考虑区域性标准，例如欧洲共同体经济
38
活动统计分类（NACE）和北美行业分类系统（NAICS）。 TNFD 必须评估适合使用这些分类
系统中的哪一个（组），并提供不同分类之间的对应表。还应考虑基于市场的分类方案与基
于生产的分类方案相比的优点和缺点。

33. 第 2 步 ：在高优先级的行业内，报告实体应优先披露最重要的各类自然相关风险，以及易于
获得足够质量数据的风险 ：此标准与所有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都相关。将影响作为长期财
务转型风险的领先指标加以考虑，此风险指的是从组织和自然的角度来说最重大的风险，可
能具有地理意义。为了指导如何识别哪些类别应该具有最高优先级，此工作组在启动时必须
评估现有的工作，比较各个类别的影响、依赖和风险，并在必要时委托进行其他分析。上文
提到的框架对此也有帮助。这还应考虑与“临界点”相关的自然影响类型并确定优先次序，
根据科学证实，在此“临界点”之后生态系统可能会崩溃超过修复点。
34. 为了指导如何根据数据可用性确定优先次序，TNFD 应委托他人快速评估关于自然的不同方
面和不同地区数据的可用性，不应限于通过现有公司披露框架提供的数据，可考虑第三方数
据源。应考虑数据质量的以下维度：相关性、分辨率（包括数据在空间上是否直观）、时效性、
更新频率、地理覆盖范围、可访问性、可比性、主题覆盖范围以及包括可追溯性（请参阅附
件 II 中关于数据质量的更全面讨论）在内的权威性。根据 TNFD 指南，如果报告实体怀疑非
常重要的特定自然问题没有可用数据，则 TNFD 应鼓励并支持非金融公司、金融机构和数据
提供者填补空白，包括支持在无法直接收集数据的情况下开发估算方法。
35. 金融机构应从具体债务和股权投资入手 ：这包括上市债务工具、上市股票、非上市项目融资
和与项目相关的企业贷款。此框架将与赤道原则（Equator Principles）和 IFC 绩效标准 6 关
于自然所受到影响的现有工作成果保持一致。39 请注意，此建议允许报告实体从最容易评估
的地方入手，但并非意味着债务和股权工具足以满足 TNFD 一致的报告的要求。参见第 3.2
节和附件 I 中的进一步讨论。

36. 对 TNFD 技术范围的影响 ：虽然上述每个确定优先次序的条件都是为报告实体提供的建议，
用于逐步实施 TNFD 框架，但这些建议对于 TNFD 处理其自身工作计划的方式也会产生影响。
在制定 TNFD 框架时，TNFD 本身应遵循相同的优先此项确定准则。鉴于其自身的资源和时
间段有限，这将确保实现其目标的可能性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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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分阶段的框架

37. 除了上文中对优先次序的指导之外，TNFD 还将为报告实体制定一种灵活的、分阶段的方法，
逐步与框架一致。分阶段的方法将列出要求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复杂性逐级增加。在
当前报告实践对应于这些要求的重要性的情况下，这些阶段平衡了特定要求的可行性，以
确保对自然相关风险进行稳妥的评估。通过这种方式，在确保框架能够有效评估风险和机遇
的同时，较低阶段的实施难度相对较小。这将使所有用户都能够开始入手并获得基本的自然
相关风险报告，并随着数据、工具和能力的进步以及各类标准的出现而不断发展。这是对于
TCFD 的方法偏差，反映了与自然相关风险关联的更高复杂度。

38. 这些要求的三个阶段定义如下 ：
•

•

•

第一阶段 -“基础阶段”- 定义了对自然相关风险、影响和依赖的核心评估（如第 2.2 节
中所定义的，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明确地理空间），此评估应视为是稳健的，但在覆盖范
围和准确性方面还有显著的改进空间。
第二个阶段 -“中间阶段”- 定义了一条中间路径，此途径提供对自然相关风险的更完整
评估，但进行了有限的简化。
第三阶段 -“全面阶段”- 定义了与 TNFD 框架的完全一致性以及对自然相关风险的完整
评估。在此阶段，为 TNFD 实现其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机遇。

39. 这些阶段为报告实体提供了一个灵活的方法，用于逐步与 TNFD 框架保持一致，报告实体可
以根据其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同时包括依赖和影响）及其他们根据 TNFD 框架进行评估和
披露的能力，自行选择起始阶段。通过这种方式，根据各个报告实体范围广泛的组织规模、
能力、数据质量等，可灵活实施此框架。各个组织无需在其所有运营和 / 或投资中固定于一
个阶段。例如，组织可能会为某些行业选择全面阶段，而为其他行业选择基础阶段。这需要
考虑优先次序，如第 3.1 节中所述。附件 1 提出了一组示例性建议，说明需求在这三个阶段
中如何变化，因为这些需求涉及一系列方面，包括部门、风险类型和财务类型。考虑到这种
多样性，工作组将需要认真考虑如何在不同阶段维持 TNFD 一致的报告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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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这些阶段显示出越来越复杂的报告方法，但未必能改进绩效。也就是说，更高级的阶段意味
着在暴露和应对自然相关风险方面的透明度更高，但不一定意味着更少的风险暴露或更有效
地应对这些风险。在这三个阶段中，每一个阶段对应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用途，与不同的报
告实体和最终用户相关（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 2.1 节）。
41. 分阶段的框架意味着随着时间发展。TNFD 将设计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报告实体逐渐在报告
过程中上升到更高的阶段。在启动后，工作组将评估适合采用哪类的激励机制。可能包括在
报告实体的投资组合和同行分组比较工具中给出对所处阶段的官方认可。考虑到报告实体的
广泛多样性，工作组将需要考虑报告实体随着时间的推移是否应该以及如何承诺改进报告以
及这方面的适当时间表。工作组的一个目标是让所有报告达到“全面”阶段，因为这种更高
的透明度提高了实现 TNFD 目标的可能性。

3.3 详细的范围考虑因素

42. 在实现上文所述范围时，TNFD 将面对一些更细致的问题（例如具体职权范围等），包括不同
类型的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自然的各个方面以及资金流动。附件 1 中总结了这些方面，提
出建议并提供了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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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详细的范围
考虑因素
43. 以下章节探讨了这五个领域中更详细的范围因素 ：
•
•
•
•
•

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 – 此范围内有哪些类型的影响、依赖、金融风险和机遇？
自然 – 范围内包括自然的哪些方面？

气候 – 范围内包括哪些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考虑因素？
财务 – 范围内包括哪些资金流？

指标和数据 – 范围内包括哪些指标和数据的考虑因素？

44. 每个部分采用如下结构 ：
•
•
•
•
•

定义 – 领域自身的定义。

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当启动时，TNFD 必须选择哪些额外的范围？
TNFD 推荐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说明如何对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进行阶段划分 – 提供了一个说明性示例，说明了如何
将对报告实体与该领域相关的要求映射至第 3.2 节中概述的三个阶段。请注意，这不是
尝试概述与此领域相关的所有要求，也不是对每个阶段应包含内容的确定性观点。根据
第 3.1 节中对优先次序的讨论，这些示例仅用于说明这三个阶段的要求范围有何不同。

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
定义

45. 如第 2.2 节中所定义的，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统称为对自然有利的或不利的影响、对自然的
依赖，以及由这些影响和依赖导致的金融风险和机遇。“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领域考虑了
范围内包括哪些类型的影响、依赖、金融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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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46. 影响 ：按照第 2.2 节中的定义，所有相关影响都在范围之内。为识别这些影响，TNFD 应该
为组织确定一种基于科学的方法供组织采纳。可以进一步对各种影响分类如下 ：
•
•

•

直接影响 ：组织自身运营对自然的直接影响，不包括其更广泛价值链的影响。

上游影响 ：组织上游价值链运营对自然的影响。当启动时，工作组将确定上游供应商级
别的具体界限，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应将尽可能多的等级包括在涵盖范围内。

下游影响 ：组织下游价值链运营对自然的影响，以及已售产品的使用和报废处理。 这
反映了企业（或在相关金融机构提供资金的资助下）产生的商品和服务在整个生命周期
内对自然的影响。
40

47. 依赖 ：所有相关依赖都在范围内，符合第 2.2 节中的定义，同时包括直接依赖和更广泛价值
链内的依赖（如上文中对影响的定义）。其中同时包括对消耗性生态系统服务和非消耗性生
态系统服务的依赖，消耗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会随使用而减少（例如将树木制成木材），
非消耗性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不受其使用的影响（例如将树木用于碳封存）。请注意，即使
生态系统服务是非消耗性的，其供应也可能受上述影响的严重损害。为识别这些影响，TNFD
应该为组织确定一种基于科学的方法供组织采纳。
48. 自然相关金融风险和机遇 ：所有相关的金融风险和机遇都在 TNFD 框架的范围内，符合第 2.2
节中的定义，虽然没有期望报告实体在其披露中包含关于机遇的信息。虽然仍然有很多关于
自然相关金融风险和机遇的文献不断发表，但所提供的框架倾向于识别两个核心的传播渠
道——实体风险和机遇以及转型风险和机遇（后者包括责任和诉讼风险）—— 如在第 2.2 节
中所讨论的内容。41 42 43 44 TCFD 对气候相关风险的分类也相似（见下一页的框图 2）。

49. 自然相关系统性风险 ：按照第 2.2 节中的定义，系统性风险在 TNFD 的范围内。不要求报告
实体评估、应对或报告整个系统内金融稳定性的风险，但需要他们评估、应对和报告关键自
然系统无法再正常发挥作用的风险以及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级别出现的风险（而不是组织或
交易级别）。TNFD 自己将评估整个系统内金融稳定性的风险，特别是在其与宏观监管当局接
触的过程中（如需了解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下文范围选择部分的讨论）。需要对金融稳定
45
性风险有可靠的科学理解，才能同时了解并预测风险发生率和影响。 如下文中所说明的，
系统性风险可能通过多种方式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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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气候相关风险的 TCFD 框架

TCFD 确定了两种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
•

•

气候相关实体风险 ：气候变化导致的实体风险可能是气候模式的事件驱动转
变（急性）或长期转变（慢性）
。实体风险可能会对组织产生财务影响，例如
对资产的直接损害和供应链中断的间接影响

气候相关转型风险 ：向低碳经济转型可能需要广泛的政策、法律、技术和市
场变化，以满足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缓解和适应要求。根据这些变化的性质、
速度和重点，
转型（过渡）风险可能会给组织带来不同程度的财务和声誉风险。

50. 实体风险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为系统性风险 ：
•

•

•

如果自然丧失（例如物种、物种多样性或遗传多样性减少）意味着自然无法再提供关键
的生态系统服务，这又可能意味着自然无法提供许多其他的生态系统服务。这导致生态
系统服务系统性地“无法供应”，进而导致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这最终可能导致系统
性的金融风险（多个部门同时出现大量损失）。系统性实体风险的例子包括永久冻土消融、
重要湖泊变浑浊并有藻类大量繁殖、珊瑚礁变白、因过度捕捞而导致渔业资源枯竭、在
高火灾强度下热带森林转变为草原型生态系统，以及爆发人畜共患病。
如果自然丧失的推动因素导致很多生态系统服务的供应同时显著减少，这也可能导致系
统性的自然“无法供应”。这可能会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如果无法再提供一种生态系统服务，这会导致大范围的行业和 / 或地区的实质性经济破
坏，从而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51. 转型风险可能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为系统性风险 ：
•

•

对于以类似负面方式影响很多部门的自然丧失，所作出的政策、法律、技术或社会响
应 46 可能会积累巨大的负面影响并导致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多项同时作出的政策、法律、技术或社会响应可能会对很多部门产生显著影响，并导致
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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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2030 年和 2050 年之前的时间范围 ：在上述各类风险和机遇中，TNFD 将考虑两个时间范围，
即 2030 年和 2050 年之前。这些与 CBD 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 2030 年目标和子目标（以
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 2050 年生物多样性的长期愿景相一致，即“重视、保护、
恢复和合理利用，维持生态系统服务，维持一个健康的地球，并为所有人提供必要的惠益。”
TNFD 需要考虑今后调整这些时间范围的机制。

47

当启动时，TNFD 必须选择哪些额外的范围？

53. 与宏观监管当局接触 ：48 在考虑系统性风险时，TNFD 必须考虑各个金融机构层面的影响、依
赖和金融风险如何在地区和部门级别跨金融机构汇集，并导致金融稳定性风险。应以被认为
对宏观监管当局有用的方式编制信息，并考虑不同金融机构级别风险之间关联的程度和性质。
对于 TNFD 与宏观监管当局接触和合作的程度，仍有多种方案（i）引导其框架的制定以确保
其有用性，以及（ii）为自然相关风险的全系统压力测试提供支持。后者的范围可能包括从
简单地转移相关数据到密切合作进行联合分析。
54. 情景开发 ：TNFD 将在情景开发方面向第三方提供建议（综合考虑自然和气候——请参阅附
件 1 中关于气候的讨论），但有一个方案仍然涉及到 TNFD 作为召集人在非金融公司、金融
机构、政策制定者和科学界之间建立共识的程度，这种共识可以为在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衡
量中有效使用情景提供支持。这也可以用来推动规模相对较小且易于处理的情景组合的融合。
所有工作都是建立在该领域现有文献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Leclère 等人（2020）和 IPBES
正在进行的工作）基础之上。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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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的覆盖范围

为 TNFD 建议的覆盖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所有影响

•

所有依赖

•

与这些影响和依赖关联的所有金融风险和机遇（实体和转型风险）

•

对系统性风险的考虑（由 TNFD 集中处理，不要求报告实体提供）

•

更多选择

TNFD 与宏观监管当局合作的程度

•

TNFD 组织情景开发的程度

•

如何将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划分阶段的示例说明

55. 这一阶段划分认为，与当前做法相比，由报告实体来报告依赖关系、上游影响和下游影响将
是很困难的。考虑到包含依赖对于合理覆盖自然相关金融风险非常必要，并且对自然的最重
大影响容易发生在此价值链的上游，人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均衡。因此，只有对于优先基础
行业的优先类型自然相关风险，才考虑整个价值链的依赖和影响，对于其他中间行业扩展至
涵盖其他上游影响，最终在所有行业中综合考虑所有依赖和影响。
基础阶段
•

•

适用于优先行业中优先类风险的依赖和整个价值链影响
（直接影响 + 上游影响 + 下游影响）
（见第 3.1 节）

与这些影响和依赖相关的所有金融风险（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

中间阶段
•

•
•

适用于优先行业中优先类风险的依赖和整个价值链影响
（直接影响 + 上游影响 + 下游影响）
（见第 3.1 节）
所有其他行业的依赖 + 直接影响 + 上游影响

与这些影响和依赖相关的所有金融风险（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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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阶段
•

•

所有行业所有类型风险的依赖和整个价值链影响
（直接影响 + 上游影响 + 下游影响）

与这些影响和依赖相关的所有金融风险（实体风险和转型风险）

自然
定义

56. 目前在文献中有许多关于自然的不同定义。在“自然”领域中，需要考虑范围内包括哪些自
然要素，以及希望与哪些现有定义（如果有）保持一致。
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57. 自然（生物）界生命：此范围涵盖自然的生命方面或生物因素，包括来自所有来源（除其他外，
包括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的生境、物种和遗传资源。这一范围与 CBD 使用的
50
生物多样性定义非常一致，其中包括物种内、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参照 SBTN
框架 ，这是指三个领域（陆地、淡水和海洋）的（生命）子集合，并考虑了所有三种自然状
52
态（物种、生态系统和自然对人类的贡献）的变化 ）。
51

58. 水、土壤和空气 ：在此范围内包括考虑组织对水、土壤和空气的影响。

59. 与自然其他方面有关的矿物枯竭 ：检查优质矿物（包括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减少对自然界生
命、水、土壤和空气的健康和活力的影响。这应考虑自然在其他方面保持生态系统服务的充
足高质量供应，以便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支持的能力，但不应从一般意义上或从其市场价值角
度考虑矿物的枯竭。一般人们认为这一个最广泛的范围与《自然资本议定书》中对自然资本
的定义一致，但这并不是想要重复矿产储量会计准则和上市采掘公司强制性披露规范的工作。
这一定义与上文中 CBD 关于“生物多样性”的定义一致，并且更加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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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NFD 建议的覆盖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建议的覆盖范围
•
•
•

自然（生物）界生命
水、土壤和空气

与自然其他方面有关的矿物枯竭

更多选择
•

不适用

如何将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划分阶段的示例说明

60. 这一阶段划分反映了这样一种考虑，即与自然界生命、水、土壤和空气相关的自然相关风险
比与矿物质枯竭相关的风险更重要。因此，这些阶段优先覆盖在较低阶段中关于自然界生命、
水、土壤和空气的报告。
基础阶段
•

与自然界生命、水、土壤和空气相关的，优先行业中的优先类自然相关
风险

中间阶段
•

与自然界生命、水、土壤、空气和矿物枯竭（因为这与自然的其他方面有关）
相关的，优先行业中的优先类自然相关风险

全面阶段
•

与自然界生命、水、土壤、空气和矿物枯竭（因为这与自然的其他方面有关）
相关的，所有行业中的所有自然相关风险

气候
定义

61. 气候变化是自然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直接影响和通过加剧其他关键驱动因素间接影响：
53
污染、土地利用转换、外来入侵物种和自然资源开采。 一些气候变化减缓干预措施（例如
用于低碳转型的生物能源作物、大型基础设施和矿物开采）也可能对自然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反过来，自然丧失是气候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因为生物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比多样性程度较
低的系统能够固定更多的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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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当干预措施同时处理自然和气候危机时，自然和气候之间就会出现协同作用。对自然有利的
干预措施可以对减缓气候变化产生积极影响，主要是通过（i）避免因土地利用转换而产生的
54
55
56
温室气体排放，（ii）海洋、红树林、森林等提供的碳捕捉。 （iii）森林提供的气候调节服务。
基于自然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包括可持续林业、农业和渔业）预计将提供满足巴黎气候协
57
定要求所需的高性价比缓解措施的 37%。 这表明，利用气候变化减缓与自然保护和恢复之
间的协同作用是一个重要机遇。利用经济体对自然的依赖来加强其复原能力，从而使对自然
58
有利的干预措施对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

63. 考虑到这些重要的相互联系，“气候”领域考虑了 TNFD 应如何考虑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及其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的相互作用，以及与 TCFD 所做工作的联系。
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64. 对报告实体应如何处理气候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考虑 ：为实现其目标，TNFD 应确保
其方法和框架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对自然的影响，以及自然丧失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见第 1.2
节）。这将需要清晰地考虑自然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之间的相互作用，并了解当前气候和
土地利用风险管理和战略方法对自然危机的解决程度。这也意味着，当考虑这些情景时，要
综合考虑未来的自然和气候政策途径。这将同时对自然以及气候相关转型风险和机遇产生重
要影响。TNFD 还应确保其方法和框架充分考虑到自然和气候危机两种解决方案之间的协同
作用。特别是，TNFD 应充分抓住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符合对自然有利的标准，例如 IUCN
59
全球 NBS 标准 ）给气候变化带来的共同好处。该领域的工作应借鉴现有的成果，以识别并

标准化处理这些协同作用，例如欧盟可持续金融平台（包括欧盟分类法）下的生物多样性跟踪、
绿色一带一路倡议（BRI）发展指南和 IUCN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TNFD 将继续与
TCFD 进行讨论，以确定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相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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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NFD 建议的覆盖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建议的覆盖范围

对报告实体应如何处理气候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考虑

•

考虑 TNFD 流程和 TNFD 一致的报告将如何与 TCFD 产生相互作用

•

更多选择

不适用

•

如何将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划分阶段的示例说明

65. 此处划分阶段时人们认识到，考虑气候变化对自然丧失的影响以及自然丧失对气候变化的影
响代表了报告中复杂性的另一层次。因此，基础阶段的重点是提供透明度，使人了解当前气
候相关风险管理和战略方法解决自然相关风险的程度。在考虑气候变化与自然丧失之间的相
互作用以及在确定转型风险时使用气候 - 自然组合途径方面，中间阶段和全面阶段提供了逐
渐增加的复杂程度。下文提供了更多细节。
基础阶段
•

对自然解决方案和天然碳汇的简单调整

中间阶段
•

对相互作用和转型途径的简单调整

全面阶段
•

对相互作用和组合情景分析的全面调整

66. 对自然解决方案和天然碳汇的简单调整 ：按照 TNFD 指南，在报告中进行简单调整以考虑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给气候和自然带来的双重好处，以及自然碳汇减少带来的气候和自然双重
风险。TNFD 将为组织提供执行此操作的指导。报告包括组织如何对气候 - 自然相互作用作
出响应。

67. 对相互作用和转型途径的简单调整 ：按照 TNFD 指南，在报告中进行简单调整以同时考虑两
个因素（i）气候变化对自然丧失的影响和（ii）自然丧失对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未考虑气候
和自然影响之间相互作用相比，这应侧重于预计会导致总体风险或益处发生最大改变的领域。
TNFD 将为确定哪些被视为重要的相互作用提供帮助。这将包括整体估计温室气体排放对自
然的影响以及对自然有利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双重益处。应对气候情景（如果适用）进
行简单的调整，使其接近未来对自然有利的气候转变途径。报告包括组织如何对气候 - 自然
相互作用作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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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对相互作用和组合情景分析的全面调整 ：按照 TNFD 指南，在所有报告中进行调整以同时考
虑两个因素（i）气候变化对自然丧失的影响和（ii）自然丧失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在情景分
析和转型风险的评估中，报告实体使用共同确定的气候和自然情景，这些情景明确定义了一
个对自然有利的 1.5 度转型路径。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使用综合性的气候和自然建模框架。
这确实表明，未来考虑的政策和部门路径同时考虑了应对气候和自然危机所需的改变。报告
包括组织如何对气候 - 自然相互作用作出响应。

财务
定义

69. TNFD 必须决定哪些类型的财务活动在涵盖范围内，包括不同的资产类别、金融机构的类型
以及私人和公共资金流。虽然 TCFD 明确表示只关注私人资金，但在此范围内随着时间的推移，
公开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已经有组织地扩大了。在某些地区，该框架的变种现在涉及开发银
行、多边机构和国有企业的披露。“财务”领域考虑哪些资金流在涵盖范围内。

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70. 私人资金的所有方面 ：来自私人金融机构的所有形式资金流都在涵盖范围内。这包括所有类
型的金融机构，例如银行、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和资产所有者。它包括所
有资产类别。它包括资金流动的所有接受者，包括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和中小企业（SME）。
它包括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上的私人市场投资，这些地产和基础设施未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或不
属于项目融资。它包括保险公司的承保组合。它不包括私人消费或来自家庭或公共实体的任
何资金流。如第 3.1 节中讨论的，建议金融机构首先检查上市债务工具、上市股票、非上市
项目融资和与项目相关的企业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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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影响私人资金流的公共资金 ：有几种形式的公共资金与私人资金直接相关，因此如果不考虑
这些形式的公共资金，就很难全面考虑私人资金的各个方面。虽然还有其他例子，但两个最
明显的例子是混合融资和开发性融资。用于估计混合融资和开发性融资对自然的影响（见第
2.2 节）的方法将与形式更广泛的公共资金相关，例如一般性政府预算运作。
•

•

混合融资是指将私人资金与（通常是优惠性的）公共资金相结合的金融工具。人们认为
这是对自然产生有利影响的项目和活动的重要资金来源。
开发性融资指的是开发金融机构的投资组合，也被视为与自然相关资金的重要来源。

72. 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的资金出入流动也在此范围之内。虽然预计这些资金流应广泛遵循与私
人资金流相同的框架，但应考虑这些资金流的特殊性。
当启动时，TNFD 必须选择哪些额外的范围？

73. 主权金融 ：TNFD 可以选择是否在其范围内考虑主权政府、市政和超国家发行人的金融操作。
此操作包括税款、补贴和其他金融工具。对于 TNFD，一般政府支出和主权债券的相关风险
和机遇与 TNFD 也是相关的。在用于衡量此类资金流对自然影响（见第 2.2 节）的框架、标准、
工具和指标方面，主权金融的经验对分析私人资金可能有用。同样，在衡量自然相关可持续
发展目标（SDG）的进展方面，开发性融资的经验也可能有助于分析私人资金。

为 TNFD 建议的覆盖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建议的覆盖范围
•
•
•

私人资金的所有方面

影响私人资金流的公共资金
国有企业

更多选择
•

TNFD 是否为主权融资制定报告指标和指南，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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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将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划分阶段的示例说明

74. 对于资金流的类型来说，只分两个阶段。这反映了如下考量，即私人资金、混合融资和开发
性融资的各个方面对于合理评估整个投资组合的自然相关风险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必须
在基础阶段加以考虑。从基础阶段过渡到中级阶段时，考虑将范围从优先类型的自然相关风
险和行业扩展到所有类型的自然相关风险和行业。请注意，第 3.1 节中对资产类别的讨论推
荐了特定债务和权益工具，这仅仅作为起点，下面为完整的基础阶段推荐了更广泛的资金流
范围。
基础阶段
•

•

与优先行业的优先自然相关风险相关的私人资金的所有方面，包括项目融资
和中小企业

公共资金，就其对私人资金流动的影响而言，与优先行业中优先自然相关风
险有关联

中间阶段
•

•

与所有行业的所有类型自然相关风险相关的私人资金的所有方面，包括项目
融资和中小企业

公共资金，就其对私人资金流动的影响而言，与所有行业中所有类型的自然
相关风险有关联

全面阶段
•

不适用

指标和数据
定义

75. 虽然有大量与自然相关的数据，但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目前使用的数据通常是零散的、无
法比较的和不一致的，因为这些数据没有被整合在适合这些参与者的指标和测量中。因此，
公司收集和披露自然相关数据的水平较低。此外，没有综合性的平台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相
关并且易于访问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和汇总。因此，与气候相关数据相比，自然相
关数据未必一定存在不足，但在访问决策相关数据方面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指标和数据”
领域考虑范围内包括哪些指标和数据，对空间分辨率的要求，以及计算框架所需的指标时
TNFD 阐明数据质量要求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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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将什么内容纳入 TNFD 的技术范围？

76. 企业披露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由非金融公司直接披露的数据和信息可用于根据 TNFD 框架
进行报告。对于非金融公司而言，将需要收集大部分数据和信息。
77. 第三方数据源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来自公司披露以外来源的数据和信息也可用于根据
TNFD 框架进行报告。

78. 安排在数据栈中的所需信息 ：报告实体进行报告时所需的数据和信息将安排在“数据栈”中。
每个栈的第一个组成部分将包含关于实体影响（例如排放、水污染等）和实体依赖（例如用水、
取水率等）的数据。此数据栈的后续组成部分将提供用于估计这种影响或依赖的结果的背景
信息，例如资产或项目所在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的当前状态和未来状态、工业流程和组织
管理响应（例如水的可用性和水补给率等）。TNFD 将定义一个具有通用背景组件的通用指标
栈，以及一组更具体的栈用于高优先级部门和 / 或自然丧失压力。这将借鉴对金融机构决策
最有用数据的评估。如本文全文中所讨论的，这将大量借鉴此领域现有的倡议、框架和指标，
包括但不限于自然资本议定书和价值平衡联盟中的影响和依赖途径示例。为了稳妥，这些数
据必须具有空间确定性，报告实体必须尽快调动具有空间确定性的数据。
79. 数据栈中与状态、压力和响应相关的数据 ：范围内关于自然的状态、对自然的压力和对自然
的响应的指标和数据。如需了解对整个价值链涉及范围的讨论，请参阅前面关于自然相关风
险类型的部分。在启动时，工作组本身将确定所需的特定指标和覆盖范围。这样做时，状态
- 压力 - 响应流程可能会起到帮助 ：
•

•

•

自然的状态 ：与自然的状态相关的数据包括 ：物种和生境、自然资本资产可用性和质量、
生态系统分布和威胁状态、场地重要性和保护状态以及保护优先级。请注意，这些类型
的数据将形成（至少部分）上述数据栈的背景组成部分。仅由自然状态确定的风险将以
相同的方式影响所有投资，不受压力（由工业流程决定）和响应（组织管理努力）的影响，
这可能导致实际影响和依赖的不匹配（低估或高估）。
对自然的压力 ：与对自然的压力相关的数据包括 ：相关的工业流程或企业活动，以及此
过程对自然的相关影响或依赖。

对自然的响应 ：与对自然的响应相关的数据包括针对已识别自然状态和压力的缓解措施
和生物多样性性能的报告。请注意，这些类型的数据将形成（至少部分）上述数据栈的
背景组成部分。关于组织响应（减轻不利影响的行为）的数据将有助于区分缓解措施、
不利的和有利的影响和依赖以及位置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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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地理空间标准化 ：考虑到空间确定性数据对于 TNFD 匹配报告的重要性，以及围绕气候领域
中空间确定性数据的挑战，TNFD 应努力借鉴现有框架和指南，以使地理定位的单位（经度
和纬度）标准化，并为不同尺度的空间分辨率确定一个框架。这将有助于确保轻松地对数据
进行管理和验证并确保报告的可比较性。

81. 数据质量及审计 ：对数据质量的考虑在此范围内。这包括指导报告实体如何评估以下数据质
量方面的可接受性以及改进可访问性的策略 ：相关性、分辨率、时效性、更新频率、地理覆
盖范围、可访问性、可比性、主题覆盖范围和权威性。由于可用的并且与自然相关风险与机
遇相关的同行评审数据数量很少，使得这一点特别重要。提高空间确定性数据的可用性应该
是确保 TNFD 一致的报告稳妥的优先考虑。关于数据质量的更完整讨论，请查看附件 II。在
启动时，TNFD 将借鉴 TCFD 的经验确定与 TNFD 一致的报告相关联的审计要求（如果有）
以及时间表。

当启动时，TNFD 必须选择哪些额外的范围？

82. 阐明自然相关数据的数字化生态系统的要求 ：根据第 2.3 节中数据平台参与的讨论，有多种
方案涉及到 TNFD 积极支持开发自然相关数据数字化生态系统和获取相关指标的程度。TNFD
认识到需要以金融机构可用的格式连接、解释并提供自然相关数据和指标。TNFD 可以指明
需要连接和访问的所需决策相关数据和指标以及所需决策级别数据特征（请参阅附件 II 了解
对这些术语的解释）。其结果应刻意地与高效、透明和可持续的自然监控及报告系统保持一致。
支持开发更广泛生态系统的方案可能包括让行动者参与数据社区、支持以数据为中心的伙伴
关系、为合作提供平台以及给（一系列）组织提供明确的授权。TNFD 的任何行动都将建立
在他人在自然相关数据领域工作的基础之上，并为这些工作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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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TNFD 建议的覆盖范围和选择的概要

建议的覆盖范围
•
•

•
•

让金融机构能够同时使用来自公司披露的数据以及第三方数据源的数据

在“数据栈”中组织要求报告实体提供的信息，包括关于自然状态、对自
然的压力和对自然的响应的数据
为地理空间数据的标准化处理提供指导
考虑用于 TNFD 一致的报告的数据质量

更多选择
•

TNFD 积极支持开发自然相关数据数字化生态系统的程度

如何将向报告实体提出的要求划分阶段的示例说明

83. 这里的分阶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非金融公司面对的自然相关风险水平的主要差别因
素将由其管理层对自然的响应来确定。因此，在基本阶段必须考虑关于自然的状态、对自然
的压力和对自然的响应的数据。此外，对于为其报告提供支持的数据，报告实体必须至少对
这些数据的质量进行初步评估。中间阶段将覆盖范围从优先类的自然相关风险和行业扩展至
所有类型的自然相关风险和行业。全面阶段要求报告实体考虑未来如何改进他们访问高质量
数据。
基础阶段
•

•

关于自然状态、对自然的压力和对自然的响应的数据，适用于优先行业中
的优先类型的自然相关风险
数据质量评估

中间阶段
•

•

关于自然状态、对自然的压力和对自然的响应的数据，适用于所有行业中
的各类自然相关风险
数据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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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阶段
•

•

关于自然状态、对自然的压力和对自然的响应的数据，适用于所有行业中的各
类自然相关风险
数据质量评估，用于改进对高质量数据访问的策略

附件 II ：决策级别
数据的特征？
84. 在思考决策级别数据的特征时，必须回头参考相关决策，但可能所有类型决策可能存在共有
的一般特征。当考虑数据质量时，TNFD 可能会考虑下列问题 ：

85. 相关性 ：适用于决策用途的正式认可（例如，作为多边环境协定或国家政策监测框架的一部
分），包括认可机制和第三方在正式认可特定数据组方面的作用。
86.（空间和非空间）分辨率及可扩展性 ：适合在正确尺度下用于决策。可能在分辨率和处理数
据的复杂程度之间争取到平衡。例如，通过 <1km 分辨率的地理空间数据可能无法做出更有
根据的溯源，而次区域数据处理起来可能更容易、更直接。
87. 时效性 ：时间序列数据可以为趋势分析或实时决策提供支持，但必须能够反映相关指标的正
确时间尺度（包括相关的前瞻性分析），以及使用现有或新兴技术收集数据和收集技术（例
如物种丰度）的可行性。
88. 更新频率 ：定期更新或以适合此主题的时间尺度更新。

89. 地理覆盖范围 ：包括在全球范围内一致的和全面的覆盖。应以某种方式收集数据，并使用能
够实现聚合和分解的指标，以便跨越投资组合、企业足迹等确定归属。
90. 可访问性 ：必须能够以不同格式轻松地在线访问（例如直接下载、网络服务、API）决策级
别的数据，包括在不公开和无法免费访问情况下的成本，以及是否有多种语言版本。
91. 可比性 ：决策级别的数据必须能够通过可互操作的格式和一致的方法为比较提供便利，从而
能够整合各个部门的金融、社会经济学和生态学数据以获得结果。在各个行业之间和行业内
应该可以对数据进行比较。

92. 主题覆盖范围 ：处理自然的特定组成部分（包括物种、生态系统和对人类的贡献）、对自然
的压力（点源和非点源、直接的和间接的）和（个人、政府、社会）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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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包括可追溯性在内的权威性 ：如果数据已经通过同行评审，无论是发表在科学文献中由同行
进行评审还是由经过授权的流程（例如 CBD）审查，都被认为是准确和权威的。为了评估权
威性，此数据还必须是可追溯的。如果原始数据源清楚并且“数据路径”列出不同用户如何
60
将数据转换为最终格式，则数据是可追溯的。 在理想情况下，TNFD 一致的报告将由第三
方审计以验证其权威性。当启动时，工作组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探讨，并评估是否应该以及
如何完成。

附件 III ：相关报告原则
94. 作为通用指导，TCFD 发布了以下有效披露原则 ：61
•
•
•
•
•
•

披露应展示相关信息。
披露应具体并且完整。

披露应清楚、均衡且易于理解。
披露应随时间保持一致。

同一部门、行业或投资组合内的公司之间的披露应具有可比性。
披露应该是可靠的、可验证的和客观的。

• 应及时提供披露。

95. 由 UNEP-WCMC 领导的《统一商业生物多样性措施》倡议是由 20 多个在企业生物多样性衡
量方法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组织合作完成的。其目标是，为了对企业生物多样性影响和依赖
进行衡量和披露以便用于商业决策和政府政策，在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对此问题形成共同观
62
点。它发布了用于生物多样性衡量方法的以下共同基础原则 ：
•

•

•

•

•

相关 ：方法、指标和数据应适合它们计划支持的用途类型，并与企业的范围和边界具有
相关性。

透明 ：方法和方法学的限制和方法原理应该是透明的 ；范围、边界和基准是透明的 ；披
露数据收集方法的所有相关假设、限制、不确定性和参考资料。
持续 ：方法和数据应在结果方面保持一致 ；将类似的范围、边界和基准定义应用于类似
的企业用途 ；选择随着时间能在产品 / 现场等之间进行进行有意义比较的指标。

严格 ：方法应实现合适的准确度，使用户能够在合理保证信息质量的情况下做出决策 ；
基于已确定的标准选择的最佳可用数据 ；使用技术上可靠或明确说明它们所带来准确度
水平的指标。
完整 ：方法应设计用于解决与企业用途相关的所有问题、影响和绩效 ；基于得到广泛接
受的指标，这些指标的关键差距和不确定性及其对决策的影响是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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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工作组还应考虑其他相关报告原则，包括但不限于来自气候披露标准委员会（CDSB）、BS
8632 ：组织的自然资本核算规范、以及自然资本议定书的原则。63

附件 IV ：词汇表定义
生物多样性 ：来自所有来源的活的生物体中的变异性，这些来源除其他外，包括陆地、海洋和其
64
他水生生态系统及其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这包括物种内部、物种之间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生态系统 ：由植物群落、动物群落和微生物群落及其作为一个功能单位相互作用的非生物环境共
65
同组成的一个动态的复合体。
生态服务 ：人们从生态系统中获得的益处。

66

企业价值 ：市值加净负债，其中市值通过公司股价由市场决定，而公司股价又由其财务和 / 或经
67
营业绩决定。企业价值因此受到收入、成本、资产、负债、资金成本和风险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金融机构 ：这是一个广义术语，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包括资产管理者）。
治理（四支柱方法）：组织的治理围绕着影响、依赖、风险和机遇进行。
指标和目标（四支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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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 ：在本文中，“组织”一词指的是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
自然 ：全球自然生态系统的整体。这既包括自然资本资产的存量，也包括它们相互作用的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物多样性是自然的一个特征，因为它指的是整个自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的多
68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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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 ：在本文中，
“自然相关风险与机遇”这一术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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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相关系统性风险 ：系统性风险可以指（i）关键自然系统崩溃并不再正常发挥功能的风险，
或（ii）整个系统内金融稳定性的风险；或（ii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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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很多情况下，（i）可能导致（ii），因为系统性风险通常是整个经济领域内的（通
常是全球性的），并且会同时对所有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自然资本 ：自然资本是为了支持组织在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繁荣，提供商品或服务所需的所有可
再生和不可再生的环境资源和过程。它包括空气、水、土地、矿产、森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
69
统健康。
报告实体 ：发布报告，声明自己与 TNFD 保持一致的组织（非金融公司或金融机构）。
风险管理（四支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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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略（四支柱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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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界点 ：
“临界点标志着相对的系统状态之间的转换，此时外部条件达到阈值，触发加速转换为
相对的新状态 ...... 例如，清澈的湖泊变得混浊并受到藻类大量繁殖控制，大型藻类导致珊瑚礁过
70
度生长，由于过度开发导致渔业崩溃，在高强度火灾影响下热带森林转变为草原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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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文件
本文件由非正式技术专家组（ITEG）编写，用于为 TNFD 的非正式工作组（IWG）提供支持。这
是通过与 IWG 成员和其他利益相关者进行深入讨论和协商，历时九个多月编写的，列出了在
TNFD 技术范围内应包含内容的建议。尽管不一定代表所咨询任何个人或机构的全部或部分观点，
但这些内容也借鉴了知识合作伙伴的技术贡献、文献综述和 ITEG 成员的专业知识。
此报告的主体包括 TNFD 需要考虑的最贴近范围，同时附件提供了更详细的内容。

可通过 Eliza Ader（e.ader@globalcanopy.org）将意见和建议转达给 ITEG 共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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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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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EG 共同主席 ：
Simon Zadek

Nicky Chambers

生物多样性融资

全球林冠

ITEG 成员 ：

Andre Chanavat（LSEG）；Andrew Mitchell（ 全 球 林 冠 ）；Clara Barby（ 影 响 管 理 项 目 ）；
Claudia Kruse（APG AM）；Corli Pretorius（UNEP-WCMC）；Frank Hawkins（ 国 际 自 然 保 护 联
盟）；Gregory Watson（美洲开发银行）；Joris van Toor（DN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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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获得下列合伙创始人的大力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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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拟定技术范围建议中表达的观点来自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非正式技术专家组（ITEG
TNFD）和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非正式工作组的成员（IWG TNFD）
，获得合作伙伴小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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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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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注
1.
2.

请查看词汇表了解本报告全文中使用的“自然”的定义。

“组织”同时包括非金融公司和金融机构。

3.

“金融风险和机遇”这一术语是指在短期内在财务方面很重要的风险和机遇，以及可能转化为重大长期转型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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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险的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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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6.
7.
8.
9.

CBD ：生物多样性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50 年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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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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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机构”的使用范围广泛，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包括资产管理公司在内）
。

“市值加净负债，其中市值通过公司股价由市场决定，而公司股价又由其财务和 / 或经营业绩决定。企业价值

因此受到收入、成本、资产、负债、资金成本和风险情况等因素的影响。
”CDP、CDSB、GRI、IIRC 和 SASB（2020
年）：企业价值报告

10.
11.
12.
13.

请查看第 2.2 节了解对自然的影响和依赖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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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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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15.
16.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TCFD（2017）：关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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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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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自然丧失的五个 IPB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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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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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的准则

污染 ；和（v）外来入侵物种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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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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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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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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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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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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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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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取这些行动来降低风险并利用各种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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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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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环境署金融倡议和全球林冠（2020）：超越‘正常经营’：生物多样性的目标和融资。应

对跨越业务部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27.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28.

https://www.sasb.org/standards-overview/materiality-map/

29.
30.
31.

Trucost（2013）：面临风险的自然资本 ：企业最大的 100 项环境外部性
安联（2018）：衡量和管理环境暴露 — 自然资本风险的商业部门分析
WEF（2020）：自然风险的上升

32.

欧盟商业 @ 生物多样性平台（2021）：商业和金融机构的生物多样性衡量方法评估

33.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biodiversity/business/align/index_en.htm;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
project/transparent/

34.

经合组织（2018）：经合组织负责任商业行为尽责管理指南

35.

https://ipbes.net/business-impact

36.

这是（i）他们目前的健康状态或数量以及（ii）他们可能受到影响的结果。世界自然保护联盟（2020）：威胁

37.

http://www.keybiodiversityareas.org/

38.

https://www.msci.com/gics; https://unstats.un.org/unsd/publication/seriesm/seriesm_4rev4e.pdf; https://

分类方案（第 3.2 版）

ec.europa.eu/competition/mergers/cases/index/nace_all.html; https://www.census.gov/eos/www/naics/
39.

https://equator-principles.com/

40.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sustainability-at-ifc/
policies-standards/performance-standards/ps6

41.
42.
43.
44.
45.

通过简单的调整因子而不是自下而上的细化分析，可以更好地估计使用和报废处理产生的影响。
世界经济论坛（2020）：自然风险的上升 ：为什么席卷自然的危机对商业和经济都很重要

DNB（2020）：感激自然，探索荷兰金融部门的生物多样性风险

全球林冠和生动经济学（2020）：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案例

WWF 瑞士 /PWC 瑞士（2020）：保护大自然，不容有失 ：金融风险管理的下一个前沿

46.

管理整个系统的金融稳定性风险不是公司的责任，但这方面的评估与监管机构息息相关。反之，这将为应对

47.

这里的社会响应是指由于更大的（意识到）自然丧失而导致的社会规范变化。

48.

自然丧失的监管和政策提供信息，从而为公司如何确认长期转型风险提供指导。
CBD ：生物多样性与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 2050 年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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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宏观监管当局可以是中央银行，也可以是独立的货币或财政当局，具体取决于相关司法管辖区。示例包括欧

50.

Leclère 等（2020）：改变陆地生物多样性曲线需遵循综合策略

51.

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和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宏观监管机构也可能分散在多个不同机构中。

CBD（2020）：第 2 条。所用术语

52.

基于科学的自然目标（2020 年）：企业初步指南

53.

https://ipbes.net/glossary/natures-contributions-people

54.
55.
56.
57.
58.

例如，参见 WWF（2020）：
《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 年版
见 IPCC《气候变化和土地利用特别报告》

例如，参见题为“碳汇的全球趋势及其与二氧化碳和温度的关系”的文章
例如参见 ：
“森林、大气降水和不确定的未来 ：全球水循环的新生物学”

Bronson 等（2017）：自然气候解决方案

59.

请参见全球气候适应委员会（2019）：自然环境在气候适应中的作用第 6 页表 1

60.

https://www.iucn.org/theme/nature-based-solutions/resources/iucn-global-standard-nbs

61.

https://docs.wbcsd.org/2019/06/WBCSD-Internal-Control-Guidance.pdf

62.

TCFD（2017）：关于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63.

ABMB（2019）：统一商业生物多样性措施的技术研讨会

64.

https://www.cdsb.net/what-we-do/reporting-guidance; https://standardsdevelopment.bsigroup.
com/projects/9020-04869#/section; https://capitalscoalition.org/capitals-approach/natural-capitalprotocol/?fwp_filter_tabs=training_material

65.
66.
67.
68.
69.
70.
71.

CBD（2020）：所用术语。

CBD（2020）：所用术语。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2005）

CDP、CDSB、GRI、IIRC 和 SASB（2020 年）：企业价值报告

全球林冠和生动经济学（2020）：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案例
IIRC（2013）：国际综合报告框架

Dakos 等（2019）：不断发展的世界中的生态系统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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