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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中译版基于发布于 2020 年 10 月的“Guidance on Scenario Analysis for Non-Financial 

Companies”。中国工商银行气候风险工作组组织翻译。 

 

中译版仅供参考。如出现与英文版不一致，以英文版为准。 

 

 

 

 

Disclaimer: 

The Chinese version is based on "Guidance on Scenario Analysis for Non-Financial Companies" 

published in October, 2020.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Bank of China (ICBC) Task Force of 

Climate Risk Management helped the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vers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Should there be any ambiguities, the English version 

shall be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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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气候变化正在产生诸多长期和短期影响，并对企业带来广泛而根本的影响。世界经济论

坛（World Economic Forum）将气候风险列为五大商业风险之一，称“气候变化的影响比许

多人预期的更为严重和迅速。” 

公司将在多个层面（战略、运营、声誉和财务）、整个价值链、跨地区和较长时间内受

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但考虑到相关不确定性，对这些风险和机遇的评估和规划具有挑战性。 

情景分析有助于企业在气候变化等复杂和不确定的条件下制定战略和风险管理决策。因

此，公司可以了解不同假设未来情景下可能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以及这些情景可能如何

影响其业绩，从而有助于实现更好的战略韧性和灵活性。 

• 情景分析并非一个新课题。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规划工具，并有着丰富而广泛的文

献实践。 

• 情景分析采用结构化、系统化和分析化的方式为战略管理提供信息。它提供了新视

角和独特见解，澄清了不同未来条件下可预测和不确定性因素，并重新定位了决策者的思维

模式。 

• 情景分析有助于提高战略韧性。它拓宽了战略思考，确定了应对不同气候环境的选

择。它通过对不同战略方案进行“道路测试”，为公司评估其战略现状提供了一个透镜。 

 

“不管我们准备得多么充分，当想象中的未来变成现实的时候，它总是会给我

们带来惊喜。” 

- Alan AtKisson ,《相信卡珊德拉》 

 

• 情景分析仍允许不断探索替代战略，即使在当前战略似乎是有效的。情景分析可以

确定变化的关键驱动因素和发展路径，公司通过监控这些驱动因素和路径，了解哪些未来正

在出现，并进行“中途修正”。这是韧性战略的基石。 

• 情景分析不仅限于解决气候问题。情景分析适用于公司在不确定性条件（例如，新

冠肺炎疫情）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情景分析应该是公司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情景分析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情景依赖于外部驱动因素的“快照”，而这

些因素仅允许公司探索有限范围的不确定性。获取适当规模和颗粒度的气候数据来建立情景

是一项挑战。 

相关战略和情景披露具有重要意义。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建议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对组织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的实质性信息，其中包括“与气候相关的不同情景

的组织战略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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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战略和财务计划调整反映了一个关键的披露要素。投资者（例如，当前和潜在

的股东、债权人、银行和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希望了解，鉴于潜在的气候相关影

响，公司在战略、运营和财务方面是如何定位的。 

• 公司应向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披露足够多的信息，旨在：(1)确定与气候相关

的风险和机遇对公司的潜在影响，以及公司计划如何在其战略和财务计划中应对这些风险和

机遇；(2) 了解公司情景分析的合理性；(3) 判断公司战略对不同未来气候下可能出现的重

大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韧性。 

 

情景分析的入门级运用并不困难。典型的情景分析流程通常只需要少数几个全职员工，

并且根据公司的规模和正在考虑的决策范围，用时也就不到一年(通常是 3到 9个月)。 

• 本指南可帮助您入门。本指南为企业使用与气候相关的情景分析提供了一种实用的、

以流程为导向的方法。本指南扩展和深化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 年《技术补

充：情景分析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披露中的应用》。然而，本指南并非一份公司为满足气

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战略 c)建议披露而应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单。相反，本指南旨在说

明公司需要考虑到的、在特定情况下的常见做法、考虑事项和问题。 

• 在开始情景分析之前，公司应该仔细考虑其完整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

框架(治理、风险管理、战略、指标和目标)的实施情况。情景分析并不是独立的，而是支持

整体战略、治理和风险管理。 

• 本指南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视为对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 年建议的修改

或补充。为以流程为导向的方法提供建议和注意事项，帮助进行情景分析，以协助执行气候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战略建议。 

• 本指南的目标受众是处于气候相关情景分析早期阶段的大中型非金融公司。然而，小

公司也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和考虑因素，以帮助他们进行情景分析。 

• 公司高管和负责发起情景分析的人员将从本指南中的要点和关键信息中受益。这些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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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包括战略规划、可持续发展、企业报告和风险管理方面的企业负责人。 

• 那些负责在公司实施情景计划的人员可以从本指南及其附录中更详细的内容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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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简介 

本节解释了开展这项工作的原因以及更广泛的背景，有助于指导公司及时做出成果。 

关键信息 

• 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情景分析作为气候相关风险的管理和战略制定流程中使用的工

具，但也面临着挑战。 

•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制定了本指南，帮助希望实施

气候相关情景的非金融公司将其作为风险管理和战略制定流程的一部分。 

• 本指南针对处于使用情景分析评估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早期阶段的非金融公司。 

情景分析有助于评估气候变化对业务的影响。 

• 情景分析有助于在气候变化等复杂和不确定的未来条件下，做出战略和风险管理

决策。 

• 情景分析可以让公司了解自身在不同的假设气候未来下的表现。 

• 情景分析通过以下方式提高战略韧性和灵活性： 

- 针对一系列情景测试战略和战略选项； 

- 识别未来可能的威胁或机遇； 

- 确定触发点，以启动应急计划； 

- 作为持续监测和战略调整的基础。 

 

2017 年 7 月，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气候变化带来的商业风

险和机遇的清晰、有效和一致的信息披露建议。这些建议构成了一个综合框架，用于在治

理、风险管理、战略、指标和目标等领域评估和披露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战略建议呼吁各公司披露其与气候相关的重大风险和

机遇的战略和财务影响，并描述其战略对不同气候相关情景的韧性。1这项建议基于以下四

个前提条件： 

1. 战略思考、计划和风险管理是企业的基本方面； 

2. 气候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战略风险、机遇和不确定性； 

3. 这些不确定性使前瞻性战略制定方法显得尤为重要； 

4. 情景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加强战略思考的成熟工具。 

公司越来越多地将情景分析作为风险管理和战略制定流程中使用的工具，但也面临着

挑战。2 

 

 
1战略建议号召各公司“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对机构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计划所带来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如果这

些信息是重要的”，同时进一步建议，公司应当“说明机构战略的韧性，将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考虑在内，包括 2℃或更低

温度的情景。”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气候相关金融披露问题工作组的建议 2017》。 
2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在 2019 年现状报告中发现，56%的调查对象（198 家公司中的 110 家）表示其公司将情景

用于战略制定，而另外 19%（37 家公司）表示情景分析正处于开发中或处于实施的初期。这与 2019 年 CDP 报告公司一

个更大调查群体（2514 家公司）的趋势是一致的，其中 50%（1261 家公司）表示使用情景，35%（882 家公司）表示其

计划将在未来 2 年内使用情景。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9 年现状报告》，第 62~74 页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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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公司认为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战略建议在实施过程中更具挑战性，理

由如下： 

• 难以在业务环境中开发对决策有用的相关情景； 

• 在提供与业务有关的数据和工具以支持情景分析的可用性方面存在差距; 

• 难以量化风险、机遇和相关的财务影响； 

• 在如何描述战略韧性特征方面面临挑战； 

• 对披露涉及机密信息的前瞻性情景分析的担忧。3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制定了本指南，旨在帮助希望实施

气候相关情景的大中型非金融公司，将其作为风险管理和战略制定流程的一部分。4 小公

司也可以在本指南中找到有用的信息和考虑因素，帮助他们进行适合其需求的情景分析。

本指南通过提供实用的，以流程为导向的方式，使企业可以使用情景来评估与气候相关的

风险和机遇，从而扩展和深化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 年的《关于在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披露中使用情景分析的技术补充》。应结合 2017 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

作组最终报告》和 2017 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技术补充》中的建议进行阅读和

应用。 

在制定本指南的过程中，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就一些公司在使用气候相关情

景分析方面面临的挑战、需求和经验进行了访谈（附录 4）。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

组还收到了受访组织的意见，该小组由熟悉气候相关情景的公司和其他组织组成。最后，

还收到了一些外部评论员的意见。 

本指南涉及许多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如果该指南无法为特殊挑战提供确切的答案时，

则旨在提出并制定适当的考虑因素，以帮助公司在其特定的背景下受益。 

  

 

 
3战略韧性和情景假设的披露滞后于情景的使用——2018 年，只有 9%的受审查公司（1126 家）披露了有关其战略韧性的

信息。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9 年现状报告》。 
4工作组决定不把金融机构纳入本指南的范围，因为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国际和国家团体正在围绕气候相关风险对金融机

构和金融系统进行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方面采取一些举措。例如，见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2020，《面向央行和

监管机构气候情景分析指南》；英国审慎监管局 2019，《提升银行和保险公司加强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金融风险管理方

法》；央行和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2019，《行动呼吁：气候变化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TCFD-Technical-Supplement-062917.pdf
https://www.fsb-tcfd.org/wp-content/uploads/2017/06/FINAL-TCFD-Technical-Supplement-0629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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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进行情景分析？ 

 

气候变化是一种系统性现象，影响着生态、社会和经济系统，对企业也有着广泛的影

响。5 这些影响既可能使公司付出经济代价，也可能带来机遇。6 由于许多原因，例如因果

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非线性行为、不同的空间和时间尺度、反馈延迟，以及影响和后果

的程度和时间的不确定性，导致气候变化的物理影响和转型影响不适合传统的商业规划方

法或周期。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情景分析是进行战略和风险管理决策的有用工具，因为它：7 

• 提供了一种综合的方法来思考和“描绘”世界可能演变的方式。 

• 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动态变化——如何以及为何会产生不同的未来结果。 

• 提供一定程度的流程透明度，以增强决策过程中的沟通和效用。 

• 帮助公司确定可能采取启动、加速或改变战略计划的主要杠杆点。 

• 考虑更广泛的机遇、风险和战略方案。 

• 帮助“预演”未来，从而对变化做出更快速的反应。 

• 提供更全面的风险评估。 

• 通过思考各种未来情形及其对公司的影响，从而减少漏洞。 

• 通过提供以下项目，提供更大的战略韧性和灵活性： 

- 针对一系列情景进行战略测试； 

- 针对未来可能的威胁或机遇制定应急计划； 

- 建立启动应急计划的触发点； 

- 持续监测和战略调整的基础。 

基于情景的规划避开了试图预测未来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将重点放在与公司战略

决策相关的关键不确定性上。它通过提供一种结构化的方法，给出新的视角和独特的见解，

理解不同未来中可预测和不确定的因素，并改变决策者的思维模式。特别是，情景描述了

从今天到明天的路径，旨在帮助高管们审视一些看似合理的可能性，并制定灵活的选择方

 

 
5气候变化和所有变化一样，也会带来风险和机遇。例如，气候的慢性或急剧物理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商业设施、运营

和供应链（Raymond, C. Matthews and R. M. Horton 2020，《人类无法承受之严重高温和潮湿的出现》）； 气候变化也会

推动生态系统的变化，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世界经济论坛 2020，《自然和商业的未来》）；气候变

化的社会影响在市场、政策、法律框架和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影响方面产生了转型风险（Mearns and Norton 2010，《气候

变化的社会层面：气候变暖世界中的公平和脆弱性》）；Watts, et al. 2019；柳叶刀，《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 2019 年报

告》；气候相关风险也可以通过一些渠道扩散，包括某一部门的输出，而这些输出被用作其他部门的投入，争夺消费者

有限预算的产；以及参与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水）竞争的部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

次评估报告（AR5）2014 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最后，企业可能会受到气候相关事件级联效应的影

响，这些事件可能会影响到生产计划、供应链、分销网络以及员工和客户流动性，（Zscheischler, et al. 2018，《复合事件

所带来的未来气候风险》 ）； Lenton and Ciscar  2013，《把临界点纳入气候影响评估》；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商

业风险、机遇和领导力，简报说明 2019。. 
6关于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见 Martinich and Crimmins 2019，《美国不同部门的气候损害和适应潜力》；Delink, Lanzi 

and Chateau 2017，《2060 年前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部门和区域经济后果》；Houser, Hsiang and Kopp 2015，《气候变化的

经济风险：美国展望》，关于机遇，见摩根斯坦利 2017，《气候变化缓解机遇指数》；国际能源署（IEA）2019，《将

二氧化碳投入使用：从排放中创造价值》。 
7改编自 Ralston and Wilson 2006, 《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时期制定战略》。 

https://www.ipcc.ch/report/ar5/wg2/
https://www.ipcc.ch/report/ar5/w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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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和及时的应对措施。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情景分析的最终目的是了解在假设的不同未来气候状态下，公司

的表现如何，从而对自身进行定位，以做出更好的战略决策并提高其战略韧性。通过与气

候相关的情景，组织可以了解气候变化的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机遇如何以不同的方式看

似合理地发展，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业务可能会受到怎样的影响。8 

然而，情景分析应该以连贯的方式进行，涵盖包括气候相关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公司不应孤立地分析这些风险，否则，可能会错过物理风险的重要反馈效应，而物理

风险可能会转化为转型风险。物理风险不仅仅是简单的“影响预测”，而且往往受到适应、

投资和增长相关社会经济假设的影响。这些应该与转型方面的假设保持一致。 

 

 
8气候经济研究院 2019，《理解转换情景：阅读和解释这些情景的八大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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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组织方式 

本节解释了建立组织结构和流程进行情景分析和潜在的组织缺陷的要素。 

关键信息 

• 首先，必须针对情景和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向决策者和内部利益相关方提供信

息和指导； 

• 高管层对情景分析的支持、健全的治理安排和清晰的报告关系都很重要； 

• 促进者和管理者在情景团队中扮演重要角色； 

• 需要充分的内外部资源，外部专业知识尤其有助于将适当的知识传递到组织中，并

将其嵌入组织结构中，从而使情景成为可重复的、常态化的业务流程。 

 

为什么情景流程的组织结构如此重要？情景分析是一种新的规划方法，可以挑战公司内

部的许多传统的做法、结构以及文化。对于首次进行气候相关情景分析的公司来说，有效的

组织方法将有助于确保成功。910 

 

1. 告知、指导和参与11 

 

在情景流程中，第一步通常是向董事会成员和高管层告知和指导有关气候变化的基本知

识、其风险表现形式以及对公司的潜在业务影响。信息会议还应包括业务线主管和公司职能

部门（如风险管理、财务、采购和市场营销）的负责人。旨在建立对气候变化、气候相关风

险和机遇以及商业影响的一般性理解。 

让内部利益相关方参与情景流程有助于促进全公司所有权和参与度。未能在内部利益相

关方之间建立理解和认同是使情景分析无效的关键原因。调动整个公司的业务部门和管理层

参与进情景流程是非常必要的，必须克服惯性和阻力。 

接下来关键的一步是阐明公司对气候变化的看法，以便为进一步的情景工作创造条件。

如果没有在整个公司范围内得到认可，员工可能会觉得在参与情景流程中，可以对气候变化

发表个人或政治观点，从而导致贡献模糊、混乱和低质量的输入。例如，公司观点可采取高

管层或董事会的明确声明来予以公布。无论其形式如何，公司的观点都应该来自董事会或首

席执行官（CEO），阐明公司对气候变化的看法，明确其承诺的程度，制定一些宏伟的抱负

目标，并提供一个时间框架。 

 

 

 
9为了能够更深入地讨论组织问题，我们推荐 Ralston and Wilson 《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2006 第 5-6

章和第 8-10 章；Chermack 2011, 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创建、使用和评估情景的第 5 章和第 10-12 章；以及 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2 章。 
10作为组织方法的示例，在本指南的几个专栏中对由丹麦医疗保健公司诺和诺德公司所进行的情景分析案例研究进行了描

述。请参考专栏 B1（第 14 页）、专栏 C2（第 22 页），专栏 C4（第 28 页）以及专栏 D2（第 42 页）。本指南还提供了来

自实施情景分析的公司的一些其他示例和观点。 
11另见联实集团实例专栏 C3（第 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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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构建情景案例 

 

与告知和指导密切相关的是构建情景案例，获得内部对执行情景分析流程的支持。这可

以通过制定包含以下内容的项目建议书来实现：12 

• 解释演练的目的以及决策重点； 

• 描述气候变化对公司的潜在影响； 

• 在公司现有情况下，情景如何发挥用处； 

• 描述使用情景和决策的推荐方法； 

• 推荐方法和替代方法的优势； 

• 执行要求（例如：预算、资源、时间）； 

通过使用项目建议书，执行发起人可以让主要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参与其中，以便更好

地理解情景，清楚地解释情景项目，解决以下问题） 

• 情景定义（哪种属于情景，哪种不属于情景）？ 

• 情景分析的目的是什么？ 

• 情景分析流程是怎么样的？ 

• 预期结果如何？ 

• 内部利益相关方的预期工作是什么？ 

• 公司为什么要启动情景分析流程？ 

唐纳集团情景分析的两个关键经验教训 

• 指导——与人们一起揭开挑战的神秘面纱，并了解金融和商业影响； 

• 领导力——董事会和首席发起人需要协助进行学习、指导和宣传。 

 

3. 清晰治理和高层领导 

 

情景流程需要定义良好的治理角色，以及与高层之间清晰报告关系。理想情况下，情景

流程将作为一项关键的战略职能，向首席执行官汇报。首席执行官可以选择通过一个由相关

首席执行官（如首席财务官、首席战略规划官、首席风险官）组成的指导小组监督情景流程。

首席执行官或情景流程的指定执行发起人应确保董事会了解情景分析流程中的关键进展。董

事会还可以通过明确指定一个委员会，根据公司的气候变化政策监督情景流程，从而发挥积

极作用。未能确保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支持，以及定义不清的角色和报告关系，是主要的缺陷。 

许多进行情景分析的公司都提到了指定一位高管级别的发起人的重要性。 

执行发起人通常包括首席财务官、首席战略规划官和首席风险官。13除了保证可视性和

 

 
12

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29 页；Chermack 2011，《情景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创建、使

用和评估情景》。 
13

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3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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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度，发起人可能还需要：14 

• 清晰地阐明情景案例，为建立情景流程提供支持； 

• 监督情景流程的设计，保证其拥有所需的资源； 

• 保证决策者和利益相关方与到情景流程中； 

• 将情景融入到公司战略和风险管理文化中。 

执行发起人是情景流程的支持人。他/她不仅需要促进流程而且需要解决任何障碍，并

与组织中更少合作的部门一起工作，建设性地参与到流程中。 

专栏 B1诺和诺德公司的情景分析整合 

情景分析不应被视为一个独立、一次性的演练。当情景整合至公司的日常规划、风险管

理流程及周期，以及公司报告流程中时，情景是最有效的。重要的是，情景流程应被整个业

务链——供应链、采购、产品开发、运营分销应——看作公司整个价值链规划方法中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 

诺和诺德公司于 20 世纪 20 年代在丹麦哥本哈根成立，是一家全球性医疗保健公司。公

司为 169个国家（超过全球市场的 29%）超过 3000万糖尿病患者生产胰岛素，同时也生产其

他慢性疾病药品。 

诺和诺德公司最小化复杂度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将情景分析整合到现有风险流程，而不是

创建并行流程来。近年来，诺和诺德公司不断拓展企业风险管理（ERM）流程，包括新兴的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3+年）。公司目前关注的是 0-3年的短期风险和 3-10年的新兴风险。

诺和诺德公司的长期目标将会超过 10 年。在规划新生产设备时，诺和诺德公司考虑了与气

候变化有关的长期风险（10+年）。 

目前，诺和诺德公司正在使用公司已有的风险管理系统，系统会根据可能性和影响对风

险进行排序，并上报执行管理层。但是，为了整合新兴的长期气候风险，诺和诺德公司正在

研究如何将这些风险直接与其它风险类型相比较。这项工作包括尝试在风险矩阵中添加时间

或紧急维度。此外，企业风险管理流程也正慢慢形成，从而能就地处理较小风险（例如，建

筑物的改进），而较大风险则在战术或战略层面相关的情况下上报执行管理层。这样，可以

将风险用于未来的战略决策和现有战略的评估。 

【由诺和诺德提供】 

4. 建立一支强大的专业情景团队 

 

建议大中型公司设立一支由业务代表构成的专业情景团队。情景团队主要岗位通常包括

团队领导、促进者和管理员。团队的规模取决于公司的规模和复杂程度，但一般情况下，进

行情景分析流程中，只有少部分人员全职从事情景分析工作。15 

理想状态下，团队领导应为战略规划或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资深人员。团队领导负责管理

整个流程，与利益相关方接洽，交流进展，并展示成果。他们需要有较强的项目管理和交流

 

 
14

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时期制定战略》。 
15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59 页，图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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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同时需要有对公司及其行业的深度了解。 

团队成员应拥有公司价值链、部门和职能的多学科专业知识，并了解公司的不同方面，

包括商业模式、资产、运营、组织结构、使命和战略。团队成员应了解情景是什么，不是什

么，情景的目的和情景特点。他们应该能够将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趋势应用到情

景的开发中。最后，他们还应能够在必要时利用公司内部或外部的专家，并具备创造性、想

象力、开放性和前瞻性的思维。 

促进者在团队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这个角色可以使情景团队和内部利益相关方保持专注，刺激思维发散，激励参与者跳出

传统思维。促进者应该了解情景规划方法，具有丰富的经验，且与公司的情景项目没有利益

冲突。促进者可以是公司内部人员，也可以是外部人员，只要他（她）得到了执行发起人和

主要执行决策者的认可。同时，他们的人际交往能力和会议促进能力也必须要强。16 

同样地，管理员在团队中也起到关键性作用。有一名专业的管理员负责管理日程、召开

会议、维持内部沟通机制和处理会议后勤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她）在会议后勤和其它项目

中协调不力，可能会导致出席会议的人数很少；学习、认同和所有权减少；以及无法实现项

目成果。17 

在组建情景团队时，常见的缺陷包括：未能为团队选择正确的领导技能和专业知识，行

业和员工之间缺乏平衡，对角色和报告关系定义不清，以及期望不切实际。 

 

5. 内部和外部资源要求 

 

5.1 内部资源 

根据分析的范围、公司的规模和决策重点，用于情景分析的内部资源和时间会有所不同。

2006 年《情景规划指南》中，Ralston 和 Wilson 指出，情景团队的规模通常不同，小公司和

关注点较小的决策只需要四个人，而大公司和重大决策则需要多达 20 人。一个情景团队可

能会花费 2 到 40 天研究关键主题，2 到 15 天根据所作决策和公司性质编写情景。18 据他们

观察，涉及高管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研讨会可能会是二到四次，每次研讨会时间从半天到两

三天不等。高级领导（例如，高层管理层）一般花费一到四天参与到工作过程中。根据项目

性质的不同，一次情景规划流程的整体期限从两周到六个月不等。 

这些预估与各公司就本指南的咨询小组所进行的流程基本一致。19 小组内的一家大型跨

国公司表示，其情景团队中有两名全职等同人员花了一到三个月的时间设计和编写情景说明，

并花了二到十二个月的时间对情景的各个方面进行量化。高级领导花费了大约三天参加情景

相关的研讨会和其它会议。 

 

 
16关于促进者作用的进一步信息，请见 Ralston and Wilson 2006 第 9 章，《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17Chermack 2011，《情景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进行情景创建、使用和评估》。 
18见 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的第 59 页表格 8-1。 
19参见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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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小组中的另一家大型跨国公司表示，他们的情景团队由不到五名全职人员组成，项

目的整体持续时间不足一年，其中六个月的时间用于情景说明的研究和编写。小组内的第三

家公司投入了三到五名内部人员（加五名外部建模人员），花费了三个月进行情景的探索和

编写。第三家公司的整体流程大约花费了 12 个月。20 

一个典型的情景流程中投入的时间由以下部分组成：讨论情景重点和范围、设置项目时

间表、和准备简介和阅读资料的初级会议；针对公司未来将会面临的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

遇，与高层领导、高管及其他内部和外部思想领导者面谈；一系列讨论各种情景方面的研讨

会；以及准备讨论文件、草案情景、最终情景、评估报告和战略方案。21 

关于内部资源，常见的缺陷包括时间不足，以及没有继续跟踪与此相关的内部资源。 

 

5.2 外部资源 

为帮助转移合适的气候知识，公司经常强调外部专家意见的重要性，从而使各种情景成

为可复验的正常业务流程。外部专家意见可以在以下领域支持与气候有关的良好情景分析流

程： 

• 进行桌面研究，识别与气候相关的趋势、里程碑和未来； 

• 识别公司特有的地理足迹和业务类型的气候风险； 

• 了解存在于公司运营所在的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转型风险； 

• 促进气候导向性情景开发流程，包括研讨会； 

• 从局外人和/或专家的角度质疑现有过程； 

• 建立和使用与气候相关的模型和进行（量化）情景分析； 

• 理解和传递气候科学的重要方面。 

在情景分析中两个常见的误区是趋同思维和政策延续（BAU）的心态。聘请外部专家可

以帮助应对这些误区。 

外部专家可能涉及研究员、私营咨询公司、气候建模专家或拥有专业数据集和工具的公

司。比如，一些公司聘请参与气候情景开发和建模的大学研究员。研究员可以帮助他们了解

相关的情景和模型，识别相关的气候风险和公司需要的规模情景和模型。附录 3 提供了一些

可供商业或开源使用的服务、工具和数据的示例。 

虽然外部资源可能是很重要、很有用，但一家公司应仔细考虑外部专家将扮演的角色和

他们与公司需求的相关性。不同类型专家可能扮演不同角色。比如，科研人员可以协助进行

技术、方法、气候变化和经济分析，而咨询公司可以作为专家去建立情景流程、提供便利。 

 

 
20该公司建议，任何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初进行情景分析的公司，均可利用诸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知识中

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情景和英格兰银行制作的情景材料等资源。附录 3 和本指南的参考文献一节中也提供了

其他资源。 
21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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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情景流程 

本节讲述了情景以及对情景的误解、情景类型和情景来源。还会涉及情景开发流程。 

关键信息 

• 情景是对假设和看似合理未来的描述（不是预期），帮助公司回答问题“如果情景

中描述的未来成为现实，对我们的战略会有怎么样的潜在影响？” 

• 情景的数量应足够的多样化，从而创建具有挑战性的“假设”分析，并获得一系列

关于不确定未来的深刻见解。 

• 公开情景（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国际能源署（IEA））可

作为有用起点，可提供背景，并作为内部情景开发的锚点。 

• 情景分析需要以一个清晰、简洁的焦点问题作为起点，该问题可以为分析提供指导，

并将分析涉及到的决策和行动连接起来。 

• 情景基本上描述了两件事——一个是特定时间范围内的结果，一个是从今天到选定

结果的路径。 

- 一个情景的驱动因素以及有关这些因素如何不断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假设确定了从现

在到未来情景结果的路径。任何特定的结果都有多种可能的路径。 

- 情景应考虑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 重要的是，需要首先制定一个合理的情景说明，然后再进行情景的量化（如有必

要）。在某种程度上，量化应该是成熟的情景流程中的一个目标；投资者期望一家公司能够

量化潜在的影响。 

• 情景需要成为优质、定期更新、透明、有效的决策工具，对投资者有公信力。 

 

1. 情景入门 

 

1.1 什么是情景？ 

一个情景描述了导致未来某一特定结果的看似合理但假设的发展路径。情景不是预测或

预言——它们是旨在提供和挑战战略思考的“假设”陈述（表 C1，第 19 页）。22 情景不代

表对未来的完整描述，而是强调可能未来的核心要素，关注可能驱动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

以及明确识别路径和结果的关键不确定性和假设。23 它们帮助公司回答下述问题： 

“如果情景中描述的未来成为现实，对我们战略的可能会有怎样的潜在影响？” 

 

1.2 情景类型 

两个主要的情景类型是：（1）探索性情景，用来探索一系列不同的可能的未来，（2）

规范性情景，用来规划期望的未来。详见下页图 C1。 

 

 
22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技术补充：利用情景分析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23Spaniol and Rowland 2018，《定义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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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规范性情景，情景分析要从期望的未来结果开始，然后回溯从期望的未来到现在的

合理路径，从而提供为实现期望的未来所需的决策。气候相关的规范性情景的例子是那些在

2050 年以净零排放为目标的情景。24 规范性情景通常用于评估和设定具体的目标和实施计

划，而不是评估气候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表 C1 关键元素和对情景的误解 

情景不是： 情景是： 

• 预测 • 对可选的看似合理未来的描述 

• 单一基本情况的变化 • 对未来截然不同的看法 

• 端点快照 • 未来变化的动态电影 

• 对担忧或渴望未来的普遍看法 • 关于未来具体决策的观点 

• 外部未来学家的成果 • 管理洞察力/认知的成果 
资料来源：（Ralston 和 Wilson，2006 年，专栏 2-1，第 16页） 

 

图 C1 探索性情景与规范性情景的对比 

 

 

探索性情景描述一系列不同的看似合理的未来状态。然后，这些情景被用来评估潜在的

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测试各种战略对各种未来条件的韧性。 

一些公司使用两种方法-测试其战略韧性时采用探索性方法，以及设定净零排放等具体

目标的规范性方法。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战略建议和本指南侧重于探索性方法的使用（即，一家公

司评估一系列跨越多个看似合理的未来的情景）。公司也可以使用其他特殊类型的情景作为

 

 
24已经有十五个司法管辖区制定了净零排放的国家部门路线图，另有七个司法管辖区以有效的政策框架支持这些目标。许

多投资者目前也在询问公司计划如何实现净零排放（例如，净零资产所有者联盟的成员）。参见世界经济论坛，2020 年

《净零挑战：快速推进决定性气候行动》。 

 

探索性情景 
未来 1 

未来 2 

未来 3 

不同的路径引向不同的看似

合理的未来 

 

规范性情景 

目前 

期望的未来 

未来 2 

未来 3 

通过期望的未来回溯路径 

目前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 

 

其理解气候变化影响工作的一部分，如专栏 C1中所述。 

专栏 C1 特殊类型的情景 

压力测试是一种常在金融领域使用的情景，一些非金融公司正开始使用压力测试。它们

使用假设的不利情景来确定组织是否有足够的资本、收益和/或现金流来承受不利发展的影

响。压力测试关注的是“尾部风险”——看似概率较低但仍可能带来严重影响的风险。 

反向压力测试是与压力测试密切相关的，反向压力测试使用的是造成业务模型不可行的

情景和环境；反向压力测试侧重于识别潜在的致命业务漏洞。压力测试和反向压力测试都是

情景的特殊形式。 

另一种特殊类型的情景是参考情景，有时称为基线情景或常规情景。参考情景被用作比

较备选情景的“标尺”。参考情景基于未来的活动模式，假设业务优先级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或者外部技术、经济或政策不会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可以预期现有环境将继续保持不变。参

考情景可以采取趋势情景的形式。这种情况下，将现有发展趋势推算到未来当中，或者由空

情景（即假设一个或多个要素永久或临时保持不变）组成。参考情景有助于突出它（比如常

规情景）与规划情景之间在变化和影响方面的差异。 

 

1.3 情景结构元素 

情景是围绕一些基本元素构建的，例如覆盖范围、时间范围和使用的情景数量的选择。 

1.3.1 情景分析范围 

为了进行有效的情景流程，公司需要定义其分析的范围。理想情况下，情景分析应该涵

盖整个公司，包括供应链和分销链。25这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关于披露当前和潜

在的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如何影响公司的建议意图一致。然而，在扩大情景分析的范围

之前，公司可能会将重点放在可能受到气候相关风险或机遇高度影响的特定关键业务单元、

产品线、地理位置、资产或投入上。这种较窄的关注使得公司在获得情景分析经验的同时，

将重点放在其业务与气候相关的方面。但是，公司应当通过成熟的情景分析流程将其范围快

速地扩张到公司所有业务和整个价值链。 

1.3.2 时间范围 

情景描述的是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未来成果。时间范围的选择涉及到间于短时间和长时间

之间的权衡，时间太短的话，就不能充分地使发展差异化，而时间太长的话，不确定性就会

压倒有用的分析。“情景的时间范围应当足够短，短到使其合理，但是也要足够长，长到让

我们能够想象到重要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会对未来发生的业务产生影响。”26 

在设定气候相关情景的时间范围时，公司应当挑战他们关于传统规划范围的思考，这些

规划范围往往太短。情景时间范围通常比许多公司的规划范围更长。时间太短的情景时间范

 

 
25见 Pettit, Fiksel and Croxton 2010，《确保供应链韧性：概念性框架开发》；Norton, Ryan and Wang 2014，《适应气候变化

的供应链商业行动》；Wei and Marshall 2018，《气候与供应链：行动的商业案例》；和 CDP 2016，《从协议到行动：动

员供应商建立具有气候韧性的世界》。 
26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系》。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1002/j.2158-1592.2010.tb00125.x
https://www.bsr.org/reports/BSR_Report_Climate_Resilient_Supply_Chains.pdf
https://www.bsr.org/reports/BSR_Report_Climate_Resilient_Supply_Chains.pdf
https://www.bsr.org/reports/BSR_Climate_and_Supply_Chain_Management.pdf
https://www.bsr.org/reports/BSR_CDP_Climate_Change_Supply_Chain_Report_2015_2016.pdf
https://www.bsr.org/reports/BSR_CDP_Climate_Change_Supply_Chain_Report_2015_201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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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可能会导致简单地推断当前的思维和趋势，因此无法揭示评估公司气候相关的战略韧性所

需的信息。 

在为其情景分析设定时间范围时，公司应当考虑： 

• 时间范围应当与公司的（1）资本规划和投资期限以及（2）主要公司资产的有用年

限相容； 

• 时间范围应当与那些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共同体（如 2030 年和 2050 年）相协调或

挂钩。将公司情景时间范围协调到关键年份和气候政策共同体周期相结合，为全球气候情景

建立提供重要的背景和锚点，并提高可比性。 

1.3.3 情景数量和多样性 

为了创造出挑战性的“假设”的分析，以及为了捕捉一系列关于不确定未来的假设，情

景范围应当足够多样化。基于单一情景的分析是无效的，也不具有使用综合情景的优势。多

个情景使得公司能够探索关键驱动力的不同假设是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的。通过思考这

些不同结果，公司能够更好地评估其潜在风险、机遇和不确定性的范围。 

情景的最优数量是多少？一些公司首次进行情景分析，从两个情景开始，通常是温度结

果的相反端（“对立情景”）。虽然这可能是启动、获取经验并且生成对情景流程的认知的

一种实用方法，但是仅仅使用对立情景是有缺陷的。比如，有两个情景，可能倾向于将一个

情景解读为“好”，而将另一个情景解读为“坏”，进而将偏见引入到情景分析中。 

多数情景方法建议三个或四个情景。27 虽然有三种情景可能提供足够的多样性，但公司

应该小心确保真实的多样性。在三种情景下，人们倾向于选择一个“可能的”情景作为锚点，

并围绕其以高、中、低版本形式构建其他情景。这种思维方式会减少多样性，并会削弱情景

分析的优势。28 使用四种情景可以帮助避免这些缺陷，同时保持操作的可管理性。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不要规定情景的数量，而是要求公司根据由“不同气

候相关情景【添加强调】，包括 2°C 或更低温度的情景”披露战略韧性。虽然该建议没有

改变，但是本指南建议公司考虑使用三个或四个多样化的情景作为成熟情景流程的一部分

（进一步的讨论见附录 2） 

无论公司使用的情景数量如何，关键原则是情景之间的差异大到可以捕捉公司识别的驱

动因素的关键影响和不确定性。29 缺乏情景多样性（情景观点过于狭隘）可能表明对不同的

观点缺乏足够的考虑，缺乏多样性投入或者是缺乏情景流程中的关键挑战。例如，增加有识

之士和思想领袖的投入与参与度有助于避免这种缺陷。其他需要避免的缺陷包括基于不确定

性的情景，但是这种不确定性算不上真正的不确定。有些情景很详尽，但是不全面；以及有

些情景太过于笼统。 

 

 

 
27Amer, Daim and Jetter 2013，《情景规划评论》；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

系》；Van Der Heijden 2010，《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 
28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29Trutnevyte, Guivarch and Lempert 2016，《重振情景技术以扩大不确定性的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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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情景来源：公开和内部情景 

公司倾向于使用现有的公开可用情景（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能源署或者

已发布的情景），开发自己的情景，或者合并公开和内部情景。每种方法都有优点和缺点 

1.4.1 公开情景 

公开可用的情景通常由国际研究或政策小组制定（见附录 1）这些情景包括有关排放、

自然气候变化、环境影响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合理路径相关的有用信息（见专栏 C2，第 22

页）。公司使用公开情景的好处包括： 

• 通过利用公开情景对人口和能源需求预测、排放路径、碳预算以及某些政策和技术

假设等重要宏观因素进行广泛分析和建模，快速启动公司的研究； 

• 有助于识别未来研究所要求的盲点或区域； 

• 为更详细、公司特定的情景流程提供起点； 

• 为公司情景分析提供更大的背景锚点。 

公司可以利用公开情景提供的见解，以定性或定量方式突出不确定性，以探索、查明有

关物理和转型气候风险的因素和考虑因素，提供关于定量趋势或一般情况的信息。 

使用公开情景的缺点包括： 

• 公开情景是为了研究和政策目的而开发的，而不是为了对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

进行公司层面或行业层面的分析； 

• 许多公开情景都是全球或次全球规模的，而不是对公司或行业特定分析有意义的本

地和区域规模（然而，这种情况正在改变）； 

• 公开情景往往没有提供足够粒度的洞察力，也没有提供有意义的定量基准来评估公

司层面的风险。30 尤其是，公司应该评估这些全球情景中的路径特征、情景可行性、经济成

本以及关于能源转型、技术和政策的假设。31 

在使用公开情景时，公司应该考虑哪些情景与它的分析和决策需求相关，以及它们在情

景分析中可以扮演什么角色。 

专栏 C2 公司对公开情景的使用 

唐纳集团主营资产、基础设施及生产设备的设计、建造和维护，是一家领先的综合服务

提供商，在 300 多个网点拥有超过 53000 名员工，主要分布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亚太地

区、南美洲和南部非洲地区。 

在执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时，唐纳集团利用气候情景分析作为了解未来

不同气候情景下业务韧性的关键步骤。 

全球情景用来对自然气候可能如何变化、劳动力可能面临的危险，以及如何为主要部门

提供服务、市场如何变化等进行自上而下的评估。对于唐纳集团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

 

 
30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31例如，最远大的的温度目标（2˚C 及以下）通常采用负排放技术（例如，采用具有碳捕获和储存功能的生物能源、植树造

林）；当这些技术不可用或受到限制的时候，就存在不可行性。Rose and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

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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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其业务就是通过建立与客户之间的信任关系来创建和维持现代环境。情景分析通过对战略

规划流程进行深入了解，从而对企业在不断变化的市场中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长期评估。 

【由唐纳集团提供】 

 

作为执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的一部分，诺和诺德公司处在实施情景分析

的早期阶段。作为早期步骤中的第一步，诺和诺德公司选择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的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情景。 

代表性浓度路径为探索和分析气候影响、适应性和脆弱性提供了统一的框架。代表性浓

度路径情景在学术界被广泛用于执行和开发气候模拟建模数据，其主要价值也来源于此。因

此，通过使用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诺和诺德公司的风险团队就可以访问和使用大量的标准

化气候模拟数据。诺和诺德公司制定了使用这一气候数据的培训材料，以确定业务和价值链

内的潜在风险，这确保了管理和分析人员达成共识，并将地方网站和供应商的气候危害与企

业战略联系起来，反之亦然。 

诺和诺德公司使用的情景代表了多种可能发生的全球气候变化，取决于未来二氧化碳排

放量的减少。政策延续情景是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 RCP8.5 情景，该情景下排放量

不会发生改变，截至 2100年全球平均温度将上升 3.2~4.5℃。《巴黎协定》情景体现在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RCP2.6情景中，该情景下，截至 2100年全球排放量降到净负排放水

平，全球温度仅上升 0.9-2.3℃。在这两种极端情景之间，诺和诺德公司选择了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的 RCP4.5 情景，该情景下，碳排放量的减少幅度低于 RCP2.6，但高于

RCP8.5。 

【由诺和诺德提供】 

 

1.4.2 内部情景 

公司可以选择开发自己的一套气候相关情景。关于情景开发和使用的文献丰富且广泛

（见附录 2及参考文献）。 

内部气候相关情景的优势在于，公司可以根据其面临的风险和机遇，以及与其规划和决

策需求最为相关的关键驱动因素和不确定性制定情景。 

内部情景的弊端在于（1）需要多年的组织承诺，32并且（2）公司需要确保有关情景的

流程和内容有足够的透明度。 

外部利益相关方（如投资者）倾向于认为内部制定的情景相较公开情景的透明度和可比

性较低。因此，公司应具备强有力且负有责任的流程，以确保内部情景客观、多样、透明，

且具有足够的披露力度。 

  

 

 
32这种承诺涉及到建立组织结构和流程、运用专业知识（可能是外部专业知识）以及发展组织学习；这需要时间和资源才

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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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情景开发流程 

 

开发和建立情景有多种方式。本节从较高层次概述了情景开发。更多步骤详见附录 2。 

 

2.1 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 

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是对情景开发流程的主要投入。33内部利益相关方包括在战略

决策方面有重要利益的管理层和职能领导，如董事会成员、高管，以及风险、财政、可持续

性和战略的职能领导者。34 投资者和其他外部利益相关方对公司使用情景了解战略也有着利

益，在开发过程中也可能提供咨询。 

建立联系时，应关注对战略决策情景的开发和应用的决策。下页，表 C2 提供了选择内

部职能部门建立联系的范例，表 C3提供了与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系时讨论的主题范例。 

如果涉及到利益相关方，须谨记以下三点： 

1. 情景必须与使用情景的管理者相关（且进行法律监督）。如果情景无法体现管理者

在日常决策中的相关事项，情景就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2. 如过度关注对利益相关方讨论或情景团队审议的量化渗透，可能会损害战略思考。 

3. 讨论如果由政策延续思维模式主导，可能损害建立联系的流程。公司应准备挑战自

己的组织和业务（模式）思维。 

在典型情景流程内建立联系的活动包括以下内容：35 

• 初步会面，讨论情景的焦点和范围，设定项目时间表，确定简报，准备并提供告知

和指导的背景材料； 

• 与高层领导、高管及其他内部和外部思想领导者面谈，讨论企业未来面临的气候相

关的风险和机遇问题； 

• 开展一系列研讨会，如： 

- 与高层领导进行首次研讨会，就焦点和关键决策因素达成一致意见，确定初步

动力/驱动因素，并设定所需讨论的研究课题/背景文件； 

- 第二次研讨会是与更大范围的内部利益相关方讨论背景文件，进行驱动因素的

影响/不确定性评估，达成一致的情景逻辑和结构，并选择探索情景；以及 

- 第三次研讨会是与高层领导审核情景草案并评估可能的影响（机遇、威胁、问

题和战略方案）。 

  

 

 
33 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参与，包括规定的阅读、视频、研讨会、一对一访谈和小组讨论。例如，见 Ralston and Wilson 2006，

《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的图 6-1 和 8-1。 
34根据预计气候变化将如何影响公司的方式，可能需要涉及到其他方面，包括采购、生产、分销、公司报告和法律等职能

部门（Reed, Kenter and Bonn 2013，《环境管理的参与式情景开发》）。 
35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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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内部利益相关方参与情景分析范例 

职能部门 相关专门知识 专门知识如何有利于情景分析 

品牌、营销、产品 

开发 

• 开展政策延续情景的客户和市场分析 

• 已经看到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气

候变化对消费者/客户行为的影响 

• 了解客户/客户行为、需求、预期和趋势 

• 理解政策变化 

• 提供不同情景和时间范围内市场演变，

客户，客户在行为、需求、预期、社会行

动主义变化方面的前瞻性观点 

• 剖析某些市场中可能发生的政治和法律

演变 

采购/供应链 • 理解供应链的复杂性 

• 已经发现环境、社会和治理/气候变化对

供应商和供应品的物理影响 

• 提出在多种气候变化影响下供应链的脆

弱性和机遇的观点 

场地/经营 • 了解资产、技术、基础设施、市场需求

和供应 

• 连接上游和下游价值链 

• 理解当地气候变化可能对经营产生的影

响 

研发（R&D）/创

新/技术 

• 未来技术的开发工作 • 提出可信的技术开发和突破的观点 

倡导/公共事务 • 全球和地区政策导向 • 就气候政策和国际和国家气候行动的未

来发展提供意见 

可持续性/环境、

社会和治理 

• 理解业务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 剖析气候变化的环境和社会因果关系 

 

表 C3 建立联系的主题和问题范例 

观察现状 回顾 展望未来 

• 您认为今天公司面临着哪些与气

候有关的风险，且可能影响商业战

略和目标？ 

• 您认为以公司达到商业战略和目

标的能力，低估了哪些与气候有关

的风险？ 

• 您最近一次经历了哪些对您的具

体活动（更广泛地说是与公司业

务）发生的与气候有关的影响？ 

• 您认为之前哪些与气候有关的

趋势、周期或风险可能再度发生

并影响到商业战略和目标？ 

• 在您看来，公司需要着手处理哪

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以实现其目

标和使命？ 

• 哪些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新趋势或

信号让您担心？ 

• 您认为因气候因素可能对您的具

体活动（更广泛的说是对公司）产

生的潜在影响是什么——比如

（1）全球平均温度上升，（2）低

碳经济——可能在什么时候发生？ 
 

 

 

专栏 C3 联实的情景流程 

联实是一家国际物业和基础设施集团，核心技术在于塑造城市，打造强有力的、相互联

系的社区。联实创始人 Dick Dusseldorp 是企业责任的早期开创者，他的经营理念有两个简单

的原则指导——做对的事和为后代留下遗产。 

2018 年，联实承诺将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框架融入公司的披露制度。

联实做出此项承诺时就明白，需要让气候变化更容易应对，最重要的是可以由公司的高层领

导实行。对于任何企业来说，这个过程中最大的一个挑战是，让忙碌的商业领袖能够集中精

力，理解、吸收并评估气候相关影响的风险和机遇。 

量身定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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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对这一挑战，联实决定准备公司业务相关的自用气候情景，并为公司业务量身设

计情景规划流程。通过创建自用情景，联实为公司高层领导分析了气候科学和气候影响的复

杂性，并制定了与自身活动有关的情景，由此更易理解且更具关联性。为达到这一目标，联

实从“现有”情景和气候相关研究中获得重要数据和指标，将这些信息转化为小片段和故事

集，贯穿全球变暖的四个不同情景，以可信的方式讲述联实的未来故事。 

为了使情景生动形象，联实为每个情景创建了简单的内部视频，将重要事实、指标和数

据嵌入其中，使用实际生活的照片、文字提示和启发性问题，结合背景音乐，使观众完全沉

浸在这些未来世界中。视频能让展示的事实和数据更加逼真，比如用现实事件指示可能的未

来。短视频能让数据和知识切合实际，因此高层领导不仅想要将视频展示给他们的团队，也

要展示给朋友和家人。视频传递信息，启发情绪，改变了交流方式，并与观众产生共鸣。 

除了视频，每个情景还提供了文字版的“通向未来的路径”，讲述在四个情景中，当前

的世界将如何发展，使用的数据、研究和信息与视频中相同。 

视频和“路径”文件都是宝贵的工具，得到了全球管理团队和联实董事会的支持，他们

通过联实网站批准发布“路径”并与他人共享。 

风险和机遇研讨会 

全球 200 多位高层领导开展为期一天的“风险和机遇研讨会”，是内部利益相关方建立

联系的另一个关键机制。每次研讨会开始时，联实都会有意表明，联实不期望参与者为气候

科学专家，但参与者需要公开讨论他们的业务知识。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他们的业务、市场、

客户和供应商，所以为了真正分析并理解气候对企业的风险和机遇，联实需要他们畅所欲言，

因为这些专业技术只有他们才能提供。 

开展研讨会是为了告诉参与者有关情景规划、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意图、气

候变化（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以及如何通过联实的业务活动视角去看待这些影响。

进入每个情景开始时都会播放情景视频，然后是个人思考，之后是小组讨论。参与者一旦想

到未来可能发生的与气候有关的影响，他们就可以从风险和机遇方面分析这对联实的意义，

并通过自己在企业中的角色来看待和理解自己个人可能产生的影响。 

可以通过该流程建立交流，能在研讨会期间立即行动，使得联实的情景团队确定与气候

和业务有关的战略视野，最终得出新的可持续性指标与目标，使联实衡量其在三个全球可持

续性重要事项中的执行力。 

业务转型 

联实在决定创建自用情景时，它希望在企业内部就气候相关影响的评估进行更多交流。

它发现，结果已经远远超出了评估影响的范围，需要采取行动管理影响。与内部利益相关方

建立联系也能训练内部能力，提高意识，并加强整个企业内的重要讨论。 

联实认为，创立自用情景，并设计自己的情景规划流程，能够加深高层领导之间的联系。

由此，情景分析成为联实短期业务规划和长期战略思考的一部分，它结合气候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工作组的工作，设定了新的宏伟的可持续性目标。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仅可被视为另一个层面的披露，但对于联实来说，它有助

https://www.lendlease.co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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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变企业自主应对气候危机的方式，以及企业沟通和执行的方式，以达到升温控制在 1.5℃

以下的目标。【由联实提供】 

 

2.2 问题界定 

情景分析需要对战略决策以及情景分析应予采取的措施做出清晰、简要和集中的提问。
36此类提问“有两方面的直接优势——集中考虑未来趋势，促成对企业产生最大影响的趋势，

考虑必须制定的决策，并与行动联系起来。”37 

比如，公司开始可以提出较宽泛的问题，如：我们确定的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在

[时间范围]内，可能对我们的[公司、业务部门、产品、商品输入、客户群]产生什么影响？

我们应该做什么？何时应对？38这些宽泛的问题可以进一步细化，集中于公司最为关注的围

绕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有关决策和不确定性。以下补充问题可供参考： 

• 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需要探究哪些有关公司业务的潜在发展？ 

• 为了协助有关战略方案的决策，需要关注哪些变量？ 

• 哪些气候相关动力和发展对于塑造公司未来业绩的作用最大？其可能的时机和潜在

影响是什么？ 

 

2.3 评估背景并确定驱动力和不确定性 

创建情景之前，重要的是公司要了解与气候相关的运营背景。 

环境扫描和趋势分析等技术，可以帮助公司确定当前和新生的风险，从更广泛的意义来

说，可以评估公司的背景状况。39还有其他可用的技术、工具和信息，并且在不断增加。40 

驱动力（或“驱动因素”）系指影响事件、趋势和模式的外部因素，这些因素决定了业

务环境中的结果。41在与气候相关的情景分析背景下，重要的驱动力指的是可能会对公司产

生重大财务影响或影响公司战略韧性的风险与机遇。若要成为驱动因素，该因素需（1）在

一段时间内时持续的，并且（2）能对焦点问题的结果产生持续且一致的影响。 

 

 
36关于进一步信息，见 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51-56 页，和 Haigh 2019

第 38-41 页。 
37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38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 
39Lussig 2017 年，环境扫描是指分析影响公司业绩的外部因素的发展趋势，从而对未来做出假设的过程（。Hayden 1986，

另见（《战略专业知识手册》；Lustsig 2017，《战略远见：向未来学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4，《第五次评

估报告（AR5） 2014 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 10 章第 1052-1062 页）。 
40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2018，《推进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关于物理气候风险和机遇的指导》；贝莱德投资研究所 

2019，《实体化：评估气候相关风险的情景分析》；英格兰银行 2019，《评估物理气候风险的财务影响框架》；

ClimateWise 2019，《物理风险框架：理解气候变化对不动产贷款和投资组合的影响》；ClimateWise 2019，《转型风险框

架：管理低碳转型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气候经济研究院 2018，《财务的物理气候风险分析入门：可用的方法和前进

的道路》；气候经济研究院 2019，《理解转换情景：阅读和解释这些情景的八大步骤》；德国资产管理公司 2014，《衡量

股票投资组合中的物理气候风险》；Four Twenty Seven（网站），《物理气候风险的情景分析：基础》；美国城市土地学

会 2015，《气候变化风险评估指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4，《第五次评估报告（AR5）2014 年气候变化：

影响、适应和脆弱性》；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融资倡议 2019，《改变路线》第 120 页。另见本指南的附录 3。 
41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and Burt 2002，《第六感：用情景来加速组织学习》；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

家指南》。 

http://427mt.com/2019/06/17/scenario-analysis-for-physical-climate-risk-part-1-foun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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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考虑的一些因素有：42 

• 驱动因素可能导致的结果； 

• 驱动因素将产生什么影响以及驱动因素会受到哪些影响； 

• 驱动力或驱动因素包括哪些不确定性。有些驱动因素可能相对确定且可预测，而有

些驱动因素由于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影响产生了很高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需要确定这些不

确定性并将其作为情景分析的一部分予以评估。 

专栏 C4 诺和诺德公司的评估方法 

诺和诺德公司专门针对如何确定并缓解气候相关风险进行了培训，并聘请风险管理者作

为专家来确定运营场所以及整个供应链呈现的局部趋势/劣势。诺和诺德公司区分了物理风

险和转型风险，并将这些风险划分为首要风险和次要风险。 

• 首要风险指的是物理风险或转型风险产生的直接影响—例如：沿海地区风暴潮和海平

面上升导致的财产损失。可通过概率法来研究物理风险，而对于转型风险，则可通过研究需

要哪些转型才能实现给定的情景结果进行分析。 

• 次要风险指的是由给定的首要风险或机遇导致的间接风险—例如：撤离后人力短缺。

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相关首要风险，那么次要风险不那么重要。 

 

气候风险影响矩阵 

 物理风险 转型风险 

首要风险 

 

 

 

 

 

产生直接影响的短期或长期气候危害： 

• 经营 

• 供应链 

• 市场 

 

 

初步气候措施： 

• 立法适应 

• 经营许可 

• 税费和罚金 

• 技术转变 

 

次要风险 

 

 

 

间接气候危害影响： 

• 辅助功能 

• 劳动力的居住社区 

• 当地基础设施 

应对气候措施： 

• 消费者行为 

• 声誉 

 

【由诺和诺德提供】 

 

有多种方法可以确定相关的模式、趋势、驱动力和有关的不确定性。43首先评估公司的

气候相关背景，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公司还可通过社会、技术、经济、生态和政治法律环

境（STEEP）分析来确定相关驱动因素（请见图 C2，第 29页）。44社会、技术、经济、生态、

 

 
42Ralston 和 and Wilson 2006 年，《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43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and Burt 2002，《第六感：用情景来加速组织学习》，第 202-216 页；Van Der Heijden 2010，

《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第 230-235 页；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46-69 页；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系》，第 59-74 页；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

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87-92 页。 
44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模型（STEEP）通常用于在不确定性时期深入了解外部环境的动态。关于社

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模型（STEEP）类别中可能的气候驱动因素进一步阐述，见 Haigh 2019, 《气候变化

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 第 110-146 页, 以及 2017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技术附录图 3 第 1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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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法律环境分析可适用于地方、国家或全球层面，以确定可能随着规模变化的结果驱动力。 

有些缺陷在评估背景和确定驱动力时是可以避免的，包括： 

• 未根据观测到的变化进行趋势确定； 

• 趋势过多； 

• 无证据支持的趋势； 

• 选择错误的情景数据集； 

• 不能确定最为相关的不确定性。 

 

2.4 了解并说明情景结果和路径 

一旦拟定了情景分析的焦点问题，并评估了公司背景和关键驱动因素，即可开发情景。

关键的一步是了解情景结果和开发路径。说明并讨论路径和结果，将形成情景的核心，并可

区分不同的情景。 

气候相关的情景即描述了情景时间范围的结果也描述了从今天到未来的结果路径。根据

情景驱动力 — 以及驱动力如何随着时间相互作用和发展的假设 — 确定路径。改变驱动力

或假设以及路径、结果，或同时改变。 

因此，情景结果和路径在公司层面的情景中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原因至少有二：第一，

情景结果说明了公司在未来运营中的假设场景，即：公司可能在规定时间范围内遇到的气候

相关状况以及相关风险与机遇。第二，关于气候相关驱动力（与公司有关）可能会随时间

（路径）演变的假设对于了解公司在情景生命周期内可能受到的物理影响和转型影响是非常

重要的。根据不同路径特点和结果选择或创建情景，如此公司便能够更好地了解其风险、机

遇和不确定性的状况。 

 

图 C2  驱动力的社会、技术、经济、生态和政治法律环境（STEEP）模型 

 

 

 

社会 

社会/生活方式因素 

人口结构 

健康和教育走向 

国内稳定和紧张局势 

技术 

基础研究趋势 

新兴技术 

技术传播 

经济 

宏观经济趋势 

微观经济趋势 

地区/国家变化 

金融资本趋势 

贸易规则/保护主义 

环境 

生态系统趋势 

气候/天气趋势 

污染 

回收利用 

能源 

废物处置 

土地使用 

政治法律 

政策 

法律/法规 

法院决议 

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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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气候相关情景是基于目标温度结果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潜在显性或隐性排放、能源、

政策和/或技术假设。这就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情景创建的方式。例如：只

有假设未来会出现显著的负排放时，各情景才有可能实现温度结果；这暗含了针对可用技术

的假设。基于温度结果的情景尤其有助于了解物理风险的影响，并为公司情景提供受认可的

温度目标。 

为了使这些温度结果情景更加完美，公司可能希望通过已经说明了政策和技术结果的情

景来补充分析（即：没有规定特殊的排放量或温度结果）。此方法示例包括负责任投资原则

（PRI）的不可避免政策责任（IPR）情景以及荷兰中央银行（De Nederlandsche Bank）能源

转型压力测试情景。45这些情景可能有助于了解商业模式对由各种看似合理的政策措施和技

术发展导致的转型风险的韧性。 

2.4.1 情景结果46 

情景结果应确定特定时间范围的潜在未来气候状况。47例如：公司可以选择一个结果，

在该结果中，截至 2050 年全球平均温度上升限制在 2℃以内。公司通常会选择两至四个情

景，包括至少在未来十年的范围内，区域或地方范围内发生的多种结果。在各种情景结果中，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披露公司战略韧性，同时考虑不同的气候情景，包括“升

温 2℃或以下”情景。 

在思考情景结果时，企业应考虑到所面临的气候相关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一般而言，

转型风险对排放量或温度目标设定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与此相反的是，物理风险将随着排放

量的增多和温度结果的上升而上升。物理和转型风险之间还存在重要的反馈和相互关系。 

有些企业试图通过选择低温和高温、低排放和高排放下的多种情景结果，以捕捉转型和

物理风险，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 RCP2.6、RCP4.5 和 RCP8.5 情景，这些情景意味

着温度从 2℃或以下至 4℃以上不等。 

在评估转型风险时，公司应当考虑采用或制定一个 1.5℃情景以用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

披露工作组建议的“升温 2℃或以下的情景”。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号召公司

考虑“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包括一个 2℃或以下情景。”48 1.5℃情景将针对未来政策和技

术的假设提供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根据以政策和技术作为结果模型的情景（如负责任投资原

则的不可避免政策责任），公司可以更注重关键转型风险的不确定性及其可能对该公司造成

的影响。 

同时，1.5℃的情景也符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最新的科学研究，更能保证截至

2050年将排放量限制在净零的指标，也符合《巴黎协定》的精神，从而使公司和公认的温度

 

 
45见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和 Vermeulen, Schets and Lohuis 2018《荷兰金融系统的能源转型风险压力

测试》第 17-35 页。 
46通常情况下，情景结果从温度（例如，2°C 情景）、排放结果（例如，国际能源署情景）或温室气体大气浓度水平（例

如，RCP2.6、RCP4.5、RCP6 和 RCP8.5）的角度来进行定义。 
47尽管很多气候相关情景是从温度目标的角度来定义结果的，但情景结果也可以从碳预算、二氧化碳大气浓度或排放结果

的角度来进行表述。 
48 "......以及在与公司相关的情况下，与物理气候相关风险增加相一致的情景。“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气候

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https://www.unpri.org/inevitable-policy-response/what-is-the-inevitable-policy-response/4787.article
https://www.dnb.nl/binaries/OS_Transition%20risk%20stress%20test%20versie_web_tcm46-379397.pdf
https://www.dnb.nl/binaries/OS_Transition%20risk%20stress%20test%20versie_web_tcm46-3793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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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一致。自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公布了建议以来，许多决策者、政府和投资者设

定了 1.5℃的目标，现在也能通过获得公开信息来创建此类情景。49 因此，1.5℃的情景仍有

助于风险评估和目标规划，公司不用过于担心该目标的可实现性。 

2.4.2 情景路径 

情景分析的原理是无法通过单一路径达到特定的情景结果。驱动力和假设之间的不同组

合将导致不同的合理发展路径，甚至对相同的温度或排放结果也是如此。多种路径反映出 

“气候系统动态、经济状况、能源使用、可用技术和政策行动时机”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

不同的“全球排放范围、碳预算（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排放量）和年度【全球温室气体】减排

水平……符合一个全球温度结果”。50 图 C3（如下页）显示了多种与 2℃结果一致的路径。 

了解不同路径的基本假设对于了解公司级风险、影响和不确定性至关重要。不同的假设

（以及不同的路径）会对公司层面产生巨大的影响。 

2.4.3 “有序”和“无序”路径 

大多数全球气候情景，比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情景，都假设了平稳和“有序”

的路径，以便简化复杂的发展路径。换言之，他们经常假设随着时间的推移，气候会发生平

稳的物理变化，还假设了一系列理想化的气候政策和技术行动方案，这些政策和行动方案在

全球范围内协调一致，并对整个全球经济的影响是立竿见影的。 

企业需要谨慎使用有序路径。有序路径的假设并不是为了预测“现实的”结果，而是以

一种简化的结构测试不同的假设组合。因此在现实中很可能出现不同的路径，引发不同的与

气候相关的影响或社会经济反应，进而影响到各个部门、个别公司和个人投资的成本。51 

  

 

 
49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8，《特别报告：全球升温 1.5°C》。另见投资者领导力网络 2020，《气候变化减缓和你

的投资组合》，参考相关实用工具，以评估公司是否符合《巴黎协定》去碳化情景以及通往 1.5°C 情景的路径。 
50Rose 和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 
51Rose 和 Scott 2020，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https://www.ipcc.ch/sr15/
https://www.ipcc.ch/sr15/
https://www.investorleadership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ILN_Climate-Change-Mitigation-and-Your-Portfolio.pdf
https://www.investorleadershipnetwork.org/wp-content/uploads/2020/09/ILN_Climate-Change-Mitigation-and-Your-Portfolio.pdf
https://www.epri.com/research/products/00000000300201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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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3 多种与 2℃情景一致的排放路径 

 

2℃路径（空白处）和已选定排放路径（虚线部分）的范围是基于 408 种不同情景确定的。 

资料来源：Rose & Scott，2018 

 

图 C4 当前政策与 2℃温度目标的对比 
设定：当前政策无论怎样均无法接近升温低于 2℃的目标，更不用说《巴黎协定》中设定的远远低于 2℃

的目标了。 

  

资料来源：气候行动追踪组织，2018 年 12 月更新 

 

为了在情景分析中考虑这种可能性，公司需要了解“有序”路径背后的假设，并考虑在

相同情景下加入关于潜在的“无序”路径的假设。最终，公司需要评估关于技术创新和普及

的不同政策设计和假设，以便了解各种路径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就转型风险而言，“无序”路径的特征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速度和幅度上发生变化，

由政策延迟驱动，政策实施不协调或脱节，未预料到的技术变革或中断，或是市场、社会或

法律因气候变化而发生突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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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当前的国家气候政策承诺预计将到本世纪末实现 2.7°C至 3.5°C的升温（图 C4，

第 32 页）。如果全世界实现《巴黎协议》所定的国际承诺（即：将碳足迹控制在 2°C 以

下），那么将需要调整这些政策。52 不确定性在于如何进行调整—是在协调、及时的基础上

进行，还是在延迟、有可能突发、断断续续的基础上进行— 不同的调整方式可能导致不同

的社会经济后果。 

就物理风险而言，无序路径由于所谓的气候系统临界点所驱动—该观念认为临界阈值的

微小变化可能会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后果（即气候跃变）。53这些

气候临界点会在物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方面带来商业影响。 

因此，在进行情景分析时，公司应（1）在它们可能想要使用的全球或区域情景中了解

并评估潜在的政策、技术、和其他社会经济假设，并且（2）考虑将“无序”路径的假设纳

入其部分情境中：针对关键政策、技术驱动因素以及对其的业务很重要的气候临界点的情景。 

对于刚刚开始实施情景分析的公司来说，使用全球情景（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国际能源署）或许更易上手。然而，这样的情景不是“即插即用式”情景。了解各种

路径的假设以及这些假设对公司的影响是很重要的。 

随着公司在情景分析方面累积的经验，其可能希望更改现有的情景，或者开发自己的情

景以便包括更加实际可行（对公司来说）的、关于转型为特定温度结果的“无序”假设。例

如：一家电力公司可能希望评估针对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碳定价政策或碳排放标准的合理

政策假设。在政策或技术驱动因素方面加入更具体的假设，可以帮助公司强调基于理想化的、

“有序”转型的全球情景中的不同风险。尽管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中没有明

确提及，但监管机构和投资者在最近的出版物中都强调了“无序”情景。54 

 

2.5 制定定性情景叙事和量化55 

情景叙事就是讲述一个故事，故事涉及到一系列事件、具体情节、开头、中间和结尾、

人物以及情节背景。叙事说明了围绕不同经济、技术、环境和社会维度的情景发展。构建叙

事或故事线的主要原因是：56 

• 帮助公司更连贯地思考每个情景和不同备选情景中驱动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 

•   更容易向各种利益相关方和用户群进行解释； 

 

 
52见责任投资原则组织的《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 
53这种临界点可能引发气候系统以外的级联影响。见北极理事会 2016，《北极韧性报告》，第 3.2 和 3.3 节，特别是图

3.4b，以及 Kinzig, Ryan and Etienne 2006，《韧性和制度转变：评估连带效应》。另见 Gladwell 2000，《临界点》；

Lenton, et al. 2008, 《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临界点因素》；Lenton and Ciscar 2013，《把临界点纳入气候影响评估》；Lemoine 

and Traeger 2016，《推翻气候多米诺牌的经济学》；以及 Van Ness, et al. 2016，《“临界点”是什么意思》 
54例如，央行及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开发了一种包括无序过渡的情景，在这种情景下，碳定价相关政策将被推迟，一旦

引入碳价格，将导致碳价格出现更大幅度的急剧上涨（央行及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中央银行和监管机构气候情景分

析指南》，2020。另见英国审慎管理局 2019，《加强银行和保险公司管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财务风险的方法》；央行及监

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行动呼吁：气候变化成为财务风险的来源》，2019；以及责任投资原则组织 2019，《什么是不可

避免的政策反应？》。 
55有关把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策法律（STEEP）分析转化为情景叙事的更深入的讨论，参见附录 2。 
56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0，《特别报告：全球升温 1.5°C》，第 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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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情景更有用，特别是对公司的战略、财务和运营规划做出贡献的公司领导和经理； 

• 为详细规划分析中需要作出的其他假设提供指导，因为目前无法通过一种情景便能

满足公司内部不同用户及其外部支持者的各种信息和数据需求。 

情景叙事是一个情景的定性部分，它可根据一段时间内的潜在轨迹描述一个假想的未来。

叙事是由关键的驱动因素和关于其发展的假设决定的，而这些假设会形成一个结果。根据与

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以及社会经济条件(如人口、技术和政策)的发展，确定并列

出导致和定义这种假想未来的驱动因素、约束条件、假设和逻辑关系。。 

每个情景叙事都是内在一致的；合乎逻辑、合理、可信；与众不同；并强调未来可能的

核心要素、推动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及关键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叙事挑战了对未来的

传统思维。 

情景叙事试图“刺激、激发和传达对未来的展望愿...它们的目标是创造性、严谨性、

内部连贯性和可信性。”57情景叙事基于焦点问题、风险与机遇的识别、关键的驱动力、因

果假设和不确定性。 

叙事包括主题、逻辑和故事情节等部分。情景主题是围绕对公司具有重大影响和高不确

定性的驱动力制定的。58情景逻辑描述了各种驱动因素和结果变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所述关

系背后的因果假设。换言之，情景逻辑试图解释驱动力之间假设的因果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

发展路径。情景情节通过呈现一个无缝和完整的描述事件的因果序列（路径）和潜在的驱动

因素、假设和受影响系统的叙述，将历史事件、现在事件与未来假设联系起来。情景情节的

目标是创造令人信服的故事，捕捉历史趋势和要素，以及他们如何在未来根据内部情景逻辑

展开叙述。 

编写情景叙事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是将全球气候情景与公司层面的规模联系起来，如图 C5

所示。使用参与式情景方法会有助于本地规模情景叙事的可视化与制作。59 

图 C5 了解全球气候目标与公司之间的关系 

 

 

 
57Rounsevell and Metzer 2010，《为环境变化评估开发的定性情景情节》。 
58附录 2 描述了开发情景主题的方法。 
59Shaw, Sheppard and Burch 2009，《让当地的未来具体化-为参与式能力建设综合、缩小规模及可视化气候变化情景》；

Fame, Lawrence and Reisinger 2018，《针对国家及地方情况而调整全球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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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ose and Scott，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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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情景量化 

情景可以通过使用描述性统计或使用模型来“量化”。模型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化表示，

试图解释特定系统中关键驱动因素和结果之间的假设效应关系（例如：气候系统、经济系统、

生态系统)。 

情景叙事中的情景驱动因素、制约因素、假设和逻辑关系经常被用作模型输入。模型使

用这些信息来描述所讨论的系统，为假设和影响分配数学关系，并定量描述之前在叙述中定

性描述的情景的路径和结果。 

气候相关模型可以提供关于不确定性以及潜在气候、社会经济和生态等更广泛的未来的

有用见解（背景设定），但是如果具体到更小的层级（例如：部门或公司级别），一旦使用

便会产生局限性并形成警告。特别是，模型可能会追求“过于精确”，并伴随着层层假设和

局限性。 

不要急于量化。第一步是从定性的角度理解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的影响。急于量化

一个情景可能会导致开发出复杂的定量情景（大部分都有外部帮助），在定性叙事之前，情

景应作为一个强大的框架和沟通工具，且其开发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表 C4 检查情景质量的评估因素 

# 因素 检查情景叙事 

1 时间范围 在未来设定一个充分的未来截止时间（例如：2030年、2050年、2100年） 

2 焦点问题 存在公司试图通过情景分析予以评估的成熟、重要的临界问题或潜在决策。 

3 驱动力 已经清楚地阐述了一系列与焦点问题相关变化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些驱动力来自

于外部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模型进程。 

4 情景逻辑 清楚地说明了各种驱动因素与变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所述关系背后的因果假设，

还说明了各种用于支撑情景情节的各种陈述和假设之间的内部一致性 

5 路径 在情景的现在和将来结果之间有一个清晰的轨迹描述，该情景是由情景逻辑列出

的驱动因素和相关的因果关系所引起的 

6 不确定性 关于驱动因素将如何发挥作用，已经明确地描述了不确定性及其来源。 

7 情节 情节呈现一个无缝完整的描述事件的因果序列（路径）和潜在的驱动因素、假设

和受影响系统的叙事。 

8 合理性 其所描述的事件是否可能且可信 

9 独特性/多样性 侧重于对每个情景中关键驱动力的不同假设，应该有足够的情景来提供多样化的

路径和结果。 

10 一致性 情景之间的情景逻辑应用是否一致 

11 相关性 有助于了解与公司未来面临的战略和/或财务决策有关的未来状况 

12 挑战 挑战传统观点以及对未来过分简单化的假设 
 

 

量化应分步完成；例如：首先进行定性分析，然后通过“数量级”或方向性指标对影响

进行量化。一旦充分了解了这些影响并取得了必要的数据，之后便可能会开发出更详细的定

量方法和模型。 

然而，量化是成熟流程中一个必要的目标。量化不仅对管理战略和业务成果很重要，而

且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也希望公司能够量化气候变化带来的预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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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质量检查和规避缺陷 

为了使情景分析对内部和外部的利益相关方有效和可信，情景应为高质量、决策有用，

并定期更新的情景。情景的质量保证流程确保了其在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中的可信度。这

包括评估情景的总体结构、内部逻辑关系、可信性和假设可能性以及表 C4（第 35 页）所示

的其他因素。还可能包括由选定的外部各方（如投资者）审查各种情景，以获得他们的反馈

和对情景的建议调整。 

情景也有一个保质期，因此需要一个定期刷新和更新情景的流程。这样可确保对公司整

体战略规划流程的持续相关性和有效性。情景更新的频率取决于公司的规划周期、外部环境

的动态、对气候变化的科学理解的更新、气候相关政策的发展以及气候和排放预测的发展的

考虑。公司通常每年更新一次情景，或者每三到四年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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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利用情景进行战略管理 

本节将讨论如何应用从情景分析中获得的见解为公司战略提供信息，增强其韧性，并提

高其对未来气候变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关键信息 

• 情景分析是一种有用的战略管理工具。 

- 拓宽了在制定战略时的视野和考虑范围。 

- 有助于增强战略韧性。 

- 培养在气候变化规划中的组织能力。 

• 确定情景对战略的影响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 

- 在每种情景均是真实的情况下，我们公司可能会如何执行现有的（或提议的）战略？ 

• 在战略中应用情景分析，包括确定情景所建议影响的选择方案。 

- 选择方案最好能解决跨多个情景发生的影响，可增韧性。 

• 在评估并选择战略方案时，涉及多个标准，例如： 

- 方案的战略重点及其风险水平； 

- 受影响的项目和产品； 

- 执行能力（例如：时间范围、所需资源、成功因素）； 

- 方案产生的潜在价值； 

- 公司整体战略和运营模式保持一致。 

• 在制定和选择战略方案时，公司应注意盲点——现有业务之外的方案、气候相关风

险的非线性性质，以及对政策延续的解读。 

• 适应气候变化的战略需要不断探索替代战略，即使目前的战略似乎效果良好。 

- 外部环境的监测和重新评估（例如：使用相关指标/路标）对于“中途修正”特别

重要，同时还是战略韧性的基石。 

 

1. 战略管理和战略韧性 

 

战略管理包括两个相互关联和互补的过程—战略思考/对话和战略规划（请见图 D1）。
60战略思考和战略规划是“不同的，但又是相互关联和互补的思考过程”，它们相互支撑和

支持，以实现有效的战略管理。战略思考的作用是“寻求创新，想象一个新的、非同寻常的、

可能会使得公司，甚至是整个行业重新定义其核心战略未来。”战略规划的目的是“实现并

支持通过战略思考过程制定的战略，并将这些战略整合到业务中。”61 

  

 

 
60战略思考/对话涉及探索组织的可能性未来，挑战传统思维，从而促进决策。战略规划是指组织获得战略思考结果，确定

战略或方向，决定资源分配，以及确定执行战略行动的过程。 
61Graetz 2002，《战略思考与战略规划：理解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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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情景和战略管理 

情景分析有助于拓宽战略思考的视野和考虑范围，还可以改进具体的计划决策，进而帮

助增强公司战略韧性。在战略管理的背景下，情景具有两大功能（图 D2，第 40 页）。第一

项功能：情景促进战略思考—对可能影响公司的不同未来战略进行创造性的、直观性的和创

新性的思考。第二项功能：情景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逻辑过程，根据这些未来战略确定各种战

略方案，并在决策过程中帮助选择方案。 

图 D1 战略管理流程 

  

改编自：Graetz, F.（2002）“战略思考与战略规划的对比：理解互补性” ，管理决策，第 40 卷（5），第 456-4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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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2 情景在战略管理流程中的作用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情景分析的这些功能很好地为公司服务。这通常被称为“棘手的

战略问题”，充满了大量的不确定性。62 

 

1.2 战略韧性和情景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一个主要愿望就是了解一个公司的管理层是如何（或没有）

在与气候有关的潜在风险和机遇中定位公司的（例如：一个公司对这些风险的战略韧性有多

大)。63韧性是指一个公司的战略支持并维持公司在面对与气候相关的不同情景下的动荡变化

时的生存、适应和成长能力的方式。64 韧性战略能够容忍业务环境中可能影响组织绩效的混

乱或适应变化或不确定性，并在大多数情况和条件下保持有效。韧性有三个特征—抵抗性、

恢复性和稳健性。65 

“一个稳健的战略不仅仅是一家公司具体的排放目标或路径；还是一种识别不确定性的方法，

可以提供灵活性并随着未来的发展做出适当反应的方式。” 

- Rose and Scott，2018 年 

• 抵抗性是企业在面对变化时主动或被动地保持理想的运营和财务业绩的能力。 

• 恢复性是在发生不利变化后，企业的运营和财务业绩恢复到预期水平所需要的时间。 

 

 
62Berkhout, van den Hurk and Bessembinder 2013，《气候不确定性的界定：脆弱性和适应性评估中的社会经济和气候情

景》；Camillus 2008，《战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Lempert, Nakicenovic and Sarewitz 2004，《为决策者描述气候变化的不

确定性》；L. Mearns 2010，《不确定性的戏剧化》。 
63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所建议的披露战略 c)要求公司“说明组织战略韧性，同时考虑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 
64Fiksel 2006，《可持续性和韧性：迈向系统性方法》。 
65Grafton et, al. 2019，《实现决策的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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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焦点的辅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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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稳健性是企业在发生不利变化后，不会达到不希望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性能阈值

的概率。 

情景分析有助于形成所有这三个特征 — 通过改进在不同气候情况下有效的战略方案的

范围来增强抵抗性；通过减少意外发生的可能性和确定在潜在风险发生时可采取的减轻或适

应这些风险的行动来增强恢复性；以及通过扩大对合理的未来战略的战略思考来增强稳健性。 

情景分析还有助于通过促进系统思维、个人掌握能力、新的思维模式、共享愿景和团队

学习来构建组织能力，并减少组织分裂、内部竞争和反应性，从而提高韧性。 

专栏 D1 诺和诺德公司的情景应用 

诺和诺德公司已开发了一种借鉴当前供应链风险管理实践的方法，探索情景分析如何适

用于分析跨供应链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情景分析结果评估。在评估本地的物理风险时，需要获取本地适用的数据。诺和诺德公

司目前正在研究本地风险管理者如何获取缩小规模的区域的气候模型数据，并将其并入当前

的进程。但是，使用气候模型数据并非易事。因此，诺和诺德公司也在研究如何对风险管理

者进行气候风险培训，同时又不会使他们的焦点从其他风险类型转移。在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之前，诺和诺德公司一直利用全球气候模型（GCM）数据，这些数据更容易获取，并且通

过简单的用户界面即可在各个地方使用。值得注意的是，分析结果仅仅产生了对区域情况的

粗略估计，因为耦合模型比较项目第五阶段（CMIP5）全球气候模型的平均分辨率为每个数

据点 200 km2。 

对于转型风险而言，这个评估也是相当复杂的。为了简化这一过程，诺和诺德公司从供

应链收集了排放数据，这些数据转而可以作为基础，用来评估与朝着特定代表性浓度路径情

景转型相关的风险。由此，可以估计全部转型或转型失败的成本。可以使用碳税作为指标，

用以估计转型失败。可以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指南估计碳税，该指南可以表示与

每种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相关的成本。 

【由诺和诺德提供】 

 

2. 应用情景到战略制定中 

在制定气候适应战略时，涉及以下内容：确定各种情景的影响、从增强韧性的情景中开

发战略方案、制定战略决策。 

2.1 确定情景的影响 

对于确定各种情景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可将其概括为：在不同的未来战略（情景）下，

将如何执行现有的（或提议的）战略、决策或行动？回答这个问题更具挑战性。要回答这个

问题，需要确定关键不确定性和一系列合理的气候未来的潜在后果，以及如何管理潜在后果

和不确定性，包括如何抓住潜在机遇（请见专栏 D2）。旨在了解情景假设条件对公司战略的

潜在影响。66 

 

 
66Van Der Heijden 2010，《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第 273-287 页；Menzie, Cantor and Boehm 2011，《关于气候变化的

商业规划：识别脆弱性并对水、温度、海平面、自然资源、健康影响以及极端事件的变化进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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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景分析中，每个情景描述了一组独特的公司在未来可能独有的情况，这些情况基于

公司确定的焦点问题和公司利益的关键驱动因素。这些情景就是一个透镜，通过这个透镜，

公司可以思考其所面临的各种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思考在不同情景条件下相关影响将

如何演变，思考将如何执行其当前战略，以及思考需要对战略进行哪些调整。67 

战略思考的一些原则和一些需要规避的缺陷如下：68 

• 在悖论和愿景中思考； 

• 以即兴发挥和实用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思考—挑选出哪些因素可控，哪些不可控； 

• 考虑到时间、资源和生命周期； 

• 在经验和期望中思考； 

• 避免用标准答案回复非标准环境； 

• 不要因为安全感就拘泥于旧的战略； 

• 避免将长期战略转化为短期发展； 

• 避免情景信息只为少数人使用； 

• 避免在情景流程结束后便忘记假设的未来。 

利用上述原则和缺陷，公司应该集思广益，确定更多的情景影响和见解。专栏 D2 提供

了一些问题，一个公司可以根据这些问题以及情景透镜评估其当前战略以及新战略的可能性。 

专栏 D2 与情景的战略意义有关的问题 

• 就公司的外部利益相关方而言： 

-对于每一组外部利益相关方，每种情景包括哪些价值变化？相关的业务机遇有哪些？ 

- 新的市场瓶颈包括哪些？谁正变得举步维艰？他们打算做些什么？ 

• 就公司而言： 

- 公司目前的战略、政策和能力如何为每种情景所描述的未来做好准备？ 

- 公司目前的战略和相关战略态势是否仅适用于一个或几个情景？ 

- 如果你知道将会发生这种情景，那么根据之前确定的脆弱性因素，公司将面临哪些

机遇和风险/威胁？ 

- 你会采取哪些战略来充分利用机遇以及消除风险/威胁？ 

- 是什么样的路标或先行指标向你发出警告，警告你将会发生这种情景和相关动态，

或者暗示你，应当采取特殊的战略方案？ 

资料来源：摘自 Chermack、Haigh、Ralston and Wilson、Van Der Heijden 的文本。关于完整资料来源，请见参考文献。 

 

  

 

 
67关于利用情景来确定战略影响的替代性方法，见 Star, Rowland and Black 2016, 《通过情景规划来支持适应性决策：实现

多种方法的有效使用》；Maier, Guillaume and van Delden 2016，《不确定的未来、深度不确定性、情景、稳健性和适应性

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Dittrich, Wreford and Moran 2016，《适应气候变化的决策方法调查：健全的方法是未来趋势

吗？》，以及 Milestad, Svenfelt and Dreborg 2014，《制定综合探索性及规范性方案》。 
68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系》。同时见 Lustsig 2017，《战略远见：向未来学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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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情景制定战略方案 

在对情景所产生的战略意义进行评估之后，公司应当制定一系列用于解决每种情景影响

的建议，然后将这些建议汇集起来形成战略方案以供评估。69 

一般而言，公司应该首先寻找建议，以解决跨多个场景发生的影响，而不是那些只在一

个场景下发生的影响。但是，有些选项是“可轻易实现的目标”，不论情景如何，都可以实

施。70 

用来解决情景影响的建议很可能会集中在气候缓解措施（例如：减排）、一家公司管理

风险可能采取的适应性措施或增加其机遇的行动计划。适应集群中的战略方案可进一步表示

为软适应或硬适应。71 

由此产生的方案可能建立在现有的规划和战略基础上，即重新评估和重新整合相关行动

计划的优先顺序并以气候变化为焦点，或者可能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风险与机遇的新方法。

对于每种情景，情景小组和内部利益相关方可以确定他们所认为的一套有待评估的、初步良

好的方案。然后，对于每种方案，可以说明方案的战略焦点、受到影响的计划和产品、所需

资源、成功因素、时间范围、需要监测的相关指标和标志以及启动方案的初始优先级。72 

 

2.3 从战略方案转向战略决策 

为了评估战略方案并选择将其纳入公司战略，公司通常会采用某些典型标准，这些标准

可以衡量风险等级和方案产生的价值、与公司总体战略的一致性以及执行能力。73评估可以

基于风险管理标准（如风险缓解程度）、财务标准（如财务业绩的潜在变化）或竞争性标准

的组合。74 

以下问题也可以指导方案的评估： 

• 哪些战略方案是最吸引人的（例如：从价值或竞争性的角度来看）？ 

• 哪些方案可在每种情境下均可产生最大的价值（高回报）？ 

• 哪些意外事件可以保护高回报方案避免出现方案疲软的情景？ 

• 哪些方案可以在所有情境下产生最大的价值？ 

• 如何将方案整合来提高各种情境下的价值？ 

• 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获得更高价值、更具有韧性的战略？ 

 

 
69要了解相关建议，见 Hallegatte 2009，《适应不确定气候变化的战略》；Kolk and Pinske 2004，《应对气候变化的市场战

略》；以及 Kolk and Pinske 2005，《对气候变化的企业反应：识别新出现的战略》。 
70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97-100 页。 
71软适应方法是指对气候影响作出的实质性但无形的反应，比如规划和消除风险的流程、财务、知识生成、信息流动以及

人力资源开发。硬适应方法包括对技术或工程基础设施的资本投资和可持续管理。Goldstein, Turner and Gladstone 2019，

《私营部门的气候变化风险及适应性盲点》。 
72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73同上。 
74内部碳价格是公司用于评估各种选择的财务影响的一种方法。见 Aldy and Gianfrante 2019，《如何创建公司所需的气候战

略》；Ackerman and Stanton 2012，《气候风险和碳价格：修订碳的社会成本》；Harpankar 2019，《内部碳定价：原理、

承诺及限制》；CDP 2017，《碳定价走廊：市场观点》；CDP 2017，《为碳定价：把气候风险纳入商业规划》；CDP 

2017，《企业内部碳定价方法指南-最佳实践方法的四个方面》；TruCost S&P Global,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情

景分析：把未来碳价格风险纳入投资组合分析》，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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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和选择战略方案时，公司应当谨记几个盲点或缺点。75 

“警戒线以外”的方案。方案应当考虑到公司直接运营以外的情景影响的潜力。公司运

营所涉及的供应链、雇员、客户和团体也会受到影响，这反过来也会影响公司。“不足 3%的

公司表示，气候变化会通过‘更加广泛的社会弱势’影响他们的业务。”76这种狭隘的风险

观点会导致人们将注意力拘泥在战略方案上。 

诺和诺德公司强调了气候风险对于上下游供应链合作伙伴的重要性。它认为，其价值链

的强弱取决于其最薄弱的环节。诺和诺德公司与本地网点和价值链合作伙伴分享了数据和方

法，以便进行全面的、现实的情景分析。它还认为，通过从其供应链获得与气候相关财务信

息披露工作组相关数据，对支持投资者和金融机构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发挥重要作

用。 

【由诺和诺德提供】 

对产生的价值缺乏清晰的认识。战略方案应当明确规定相对于其他方案的增量成本和利

益。还应当区分各种方案的价值，甚至是在没有发生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一家公司会采取的

倡议和投资价值。 

“低悔”方案。公司应当考虑在未来各种气候情景下，哪些方案是有效的，和/或提供

低风险的协同效益。77 

气候风险的非线性性质。大多数气候情景都为特定的气候结果假定了拟线性路径。在对

战略方案进行评估和评价时，公司应当考虑非线性的潜力及其对于战略的意义。换句话说，

气候系统的输入和输出是不成比例的，变化通常是偶然的、突然的，而不是缓慢的、渐进的，

多重平衡是常态。78 

专栏 D3 唐纳集团的情景和战略决策 

唐纳的情景分析将直接提供给战略会议和高层论坛，是将对董事会的战略流程进行永久

性考虑。情景分析所带来的更加宽泛的可持续性问题，也会进入董事会级别的讨论中。从战

术的角度看，唐纳每年开展一次活动，测试其在情景分析中的战略位置。 

“情景分析的结果有助于整个业务战略的变化”--唐纳集团总经理可持续性报告和数据

分析，Ricky Bridge 

2020 年 2 月，唐纳首席执行官 Grant Fenn 宣布，Downer 将投资从高资本密集型业务转

向低资本密集型和低碳型业务。同时，他还提高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的地位，旨在保持市

场份额和稳定新客户。 

【由唐纳集团提供】 

 

“政策延续”的解释。许多公司频繁地将气候变化的复杂性解释为与政策延续管理一致

 

 
75研究和经验均强调了这些要点（Goldstein, Turner and Gladstone, Op.C. , 2019）。 
76Goldstein, Turner and Gladstone 2019，《私营部门的气候变化风险及适应性盲点》。 
77Hallegatte 2009，《适应不确定气候变化的战略》。 
78McNeall, Halloran and Good 2011，《分析突发性和非线性气候变化及其影响》；Rial, et al. 2004，《地球气候系统中的非

线性、反馈及关键阈值》；Schneider 2003，《突发非线性气候变化、不可逆转性和意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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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方案。79 “政策延续”这个解释的潜在假设是，“尽管地球的自然和气候系统出现了

不利的生物物理状况，当前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将继续繁荣发展”。80 

无论最终将哪个方案合并到公司的战略中，这个战略都应当具有适应性——它可以根据

对气候和经济系统的观察做出中途修正。它应当具有适应性，以便能够考虑到未来发展中的

各种不确定性；例如，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和/或突然的气候变化以及/或技术突破，它们会在

很大程度上降低战略方案的预期成本。81 

具有适应性的战略可以帮助公司做出中途修正，避免出现严重错误。最后一步就是评估

所选的方案和推荐的战略是否：(1)提高了公司为气候变化或失调所做的准备程度，(2)确定

了重要的不确定性，并为这些不确定性制定了应急计划，以及(3)增强了韧性。82 

 

3. 管理战略韧性 

 

管理战略韧性包括持续的监测、适应和转化行动，以影响韧性的三个特点：抵抗力、恢

复力和稳健性。
83
 

管理韧性战略需要进行适应性的探索——对替代战略的连续探索，即使目前的战略看上

去运行良好。这意味着定期恢复公司的情景分析，定期监测外部环境的关键指标和路标。如

有必要，进行调整。对外部环境的监测从关键因素、驱动因素和不确定性入手，在公司的情

景中加以确认。公司应当制定合适的指标和措施或阈值（标志），用来监测关键因素和不确

定性的发展状况，并对它们是否随着情景假设以一种一致的或不一致的方式发展进行追踪。 

一种指标标准——路标指标——对于情景分析而言尤其重要。路标有助于监测这个世界

可能朝着什么样的情景前进，以及可能增值的战略方案。84路标指标关键驱动因素和情景发

展路径与这些指标的假设保持一致，或者偏向某个不同的结果的指标（图 D3）。 

 

 

  

 

 
79Wright and Nyberg 2017，《不便之事实：组织机构如何把气候变化转化为既定政策》。 
80Winn, Kirchgeorg and Griffiths 2011，《气候变化对组织的影响：一个概念性基础》。 
81Lempert, Schlesinger and Bankes 1996，《当我们不知道成本或收益的时候：减轻气候变化的韧性战略》。 
82要了解更多信息，以通观全局，见 Maier, Guillaume and van Delden 2016，《不确定的未来、深度不确定性、情景、稳健

性和适应性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83见 Helfgott 2018，运作系统性韧性；Grafton et, al. 2019，实现决策的韧性；以及 Rowe, Wright and Derbyshire 2017，通过

利用预先制定的方案，加强之前开发的情景扫描：分析当前的做法，并规范流程的改进，以帮助识别重要的“弱信号”。 
84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BF00140248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81521630078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1364815216300780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7722171731067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893-019-0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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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D3 情景路标 

  

 

路标可能包括诸如重要趋势、事件或动力（驱动因素）等，它们决定了情景路径或路径

上的结合点，不确定性会在路径方向周围显示出临界阈值。公司采用的路标示例包括下列各

项：85 

• 介绍特定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碳价和碳价的变化趋势； 

• 能源补贴的变化——化石燃料与可再生能源； 

• 可再生能源（例如风能、太阳能、生物燃料）的成本； 

• 主要行业的能源效率/强度趋势； 

• 碳捕获的发展（例如二氧化碳脱除、碳捕获和储存、砍伐森林、重新造林）； 

• 某些特定技术(如电池技术、电动汽车)的开发、成本和使用情况； 

• 暴风雨、干旱、洪水的频率和强度以及位置； 

• 气候政策的发展（例如多边、国家、部门）。 

公司应当确保为路标提供充足的、容易获取的、划算的信息；这些信息是可靠真实的；

并且定期对路标进行审核。 

 

扩展阅读 

《战略思考与战略规划：理解互补性》，Fiona Graetz，管理决策 40(5/6): 456-462, 2002。 

《气候变化的商业战略》，Per-Anders Enkvist, Tomas Naucler 和 Jeremy Oppenheim, McKinsey 季刊，第 2

 

 
85同时见图 A5，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技术补充：利用情景分析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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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2008。 

《气候变化的商业响应：确定应急战略》，Ans Kolk 和 Jonatan Pinkse，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47 (3): 6-

20，2005年春季。 

《气候韧性如何影响你的公司？面对不断增长的商业需求》，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全球风险中

心，2017。 

《韧性：概念，文献综述和未来方向》，Ran Bhamraa、Samir Daniab 和 Kevin Burnarda，国际生产研究杂

志，49 (18): 5375–5393, 2011。 

《报告气候韧性：前方的挑战》，Marsh & McLennan Companies，全球风险中心和 CDP，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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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披露：展示战略韧性 

本节描述围绕战略和情景进行披露的重要性、应披露的内容以及披露面临的挑战。 

关键信息 

• 公司战略和情景的披露是公司关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重要体现。 

- 然而，许多公司没有披露其战略对气候相关风险韧性，以及情景流程如何影响其战

略选择，或者披露存在重大缺陷。 

• 公司应至少披露其情景分析的基本信息，其如何为公司战略提供信息，以及相关的

财务影响。除其他外，投资者还希望了解： 

- 公司如何评估其潜在的气候相关未来，以及从情景分析中获得的见解； 

- 公司可能根据其情景分析考虑其业务模式的变化（如有）； 

- 管理层认为公司的战略对未来各种气候状况的韧性有多强； 

- 公司的战略及其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韧性不确定性在哪里？ 

• 公司应该以正确的心态披露前瞻性信息，而不是问“我们被要求报告什么？”公司

应该问“应该保留什么？” 

- 公司应意识到重要性不是一个静态概念。 

- 鼓励公司披露未来可能具有重大意义的气候相关问题。 

- 。公司应宁可披露方面犯错，也不要把商业机密不应被用作避免披露的借口。 

- 如果公司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确保其披露不会造成重大误导或不准确，包括警示

声明，则公司在披露前瞻性气候相关信息时不会面临重大法律风险。 

• 公司应确保其战略和情景披露符合健全的公司报告原则，并接受适当的控制和质量

检查，包括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的监督和审查。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战略建议的中心重点是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

的业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如果此类信息很重要）”。建议还指出，作为

本披露的一部分，公司应“描述组织战略韧性，同时考虑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86 

投资者通常认为，围绕战略和情景的气候相关披露是公司关注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重

要表现，也是与公司进行交流和接触的起点。进行情景分析的公司需要向投资者（和其他利

益相关方）提供充分的信息，以了解公司的情景流程、假设和结果，以及这些情景如何提供

公司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相关最终战略。 

“气候变化将推动公司发生一些最深刻的变化。频繁发生严重气候相关事件已经对产品和服

务，以及供应链造成重大影响，并造成资产价值损失和市场混乱。如今，政策和监管变化以

及投资者需求加剧了这些影响。公司正面临来自投资者方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它们披露更

多的与气候变化风险相关的有意义的信息。” 

- 德勤（2020）“财务报告澄清：气候相关风险披露” 

 

 
86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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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许多公司没有披露关于其战略韧性和情景流程的信息，或者在披露中存在重

大缺陷。87 观察到的缺陷包括： 

• 投资者认为重要的信息类型方面缺乏清晰度。 

• 缺少关于关键情景驱动因素、假设和路径的信息。 

• 缺少定量信息，特别是关于潜在财务影响的信息。 

• 缺少背景。即使在披露量化结果的情况下，陈述通常也缺乏对结果分析进行解释所

需的重要信息。这妨碍了分析的清晰性，并使其难以（即使可能）解释。 

• 故事只讲一半。许多气候相关披露只提供了有关情景和战略韧性的部分内容：要么

是分析公司的气候风险（或机遇），但没有披露应对这些风险的相应战略；要么是描述该公

司气候变化战略，而没有披露为该战略提供信息的情景。披露也常常未能具体到对讨论对公

司的特定潜在影响--公司可能会考虑对其业务模式做出何种改变（如有），以应对其情景分

析；管理层认为公司的战略在各种未来气候状况下的韧性如何；公司战略韧性方面的不确定

性；以及公司如何监测新出现的气候相关问题。 

此外，由于公司对重要性、机密商业信息以及与前瞻性信息相关的法律责任的担忧，场

景和战略的披露受到了阻碍。这些担忧并非气候相关问题所独有，将在本节稍后讨论。 

 

1.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需要什么信息？ 

 

投资者希望了解一家公司如何根据其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自身进行战略定位。它们

经常表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其投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88 

投资者通常认为，围绕战略的气候相关披露是重要的。一项针对 439 名可能对气候风险

有高度认识的机构投资者的调查发现，51%的受访者认为气候风险报告与传统财务报告同等

重要，而且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气候风险报告更重要。只有 22%的受访者认为气候报告的重

要性不及财务报告（或远没有后者重要）。89该研究得出结论认为，“那些同时更坚定地认

为气候风险至关重要的投资者，以及预计全球气温将因气候变化而大幅上升的投资者认为气

候披露更加重要。”90在 2019 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一项调查中，投资者认为公

司战略韧性信息以及公司战略受到潜在气候相关问题的影响的方式或相应改变战略以应对此

类问题的信息非常有用。91 

一些投资者认为，“目前关于气候风险的定量和定性披露既不全面也不准确。”92缺乏

 

 
87见欧洲财务报告咨询小组 2020，《如何改进与气候相关的报告：来自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良好实践总结》；Goldstein, 

Turner and Gladstone 2019，《私营部门的气候变化风险及适应性盲点》；麻省理工学院 2019，《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情景

的使用》；和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2019 年现状报告》。 
88Morrow Sodali 2020，《机构投资者调查》。 
89Ilhan, Krueger and Saunter 2020，《机构投资者对气候风险披露的看法和偏好》。 
90同上。 
91见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20 年现状报告》附录 5 表 A5-5。 
92Ilhan, Krueger and Saunter 2020，《机构投资者对气候风险披露的看法和偏好》。 

https://ec.europa.eu/jrc/sites/jrcsh/files/1_3_ilhan_pape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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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度和适当的披露会加剧投资者的不确定性，这反过来又会增加风险溢价并压低金融资产

的估值。 

投资者在公司情景和战略披露中寻找什么？简而言之，投资者正在寻找能让他们相信公

司掌握气候相关问题的信息（表 E1）。93 

投资者认为非常有用的其他披露要素：94 

• 气候相关问题如何影响产品和服务； 

• 气候相关问题如何影响资本支出和资本配置； 

• 公司对碳定价的敏感性，如适用； 

• 公司用以告知其战略的情景，及其相关的时间范围； 

• 公司确定的长期和中期重大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表 E1 信息投资者需求 
披露类别 用途 

治理-董事会对战略和情景

流程的监督 

• 表明对气候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董事会在气候问题上的专业知识

水平或可利用的水平；就情景分析向董事会报告关系。 

风险管理 • 说明通过情景分析评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基于情景分析，公司认为

这些风险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公司计划如何管理或应对这些风险 

战略-情景分析流程 • 描述情景分析所使用的流程；使用的情景范围和假设；关键发现；无

论是独立分析还是与公司的风险管理和战略流程相结合。 

战略-战略韧性 • 指示对情景分析所指示的潜在物理气候和转型变化的认识和规划。根

据情景分析，说明战略调整情况 

• 指明财务计划是否与气候风险和机遇相关的战略计划相一致（例如：

资本支出、投资、研发等）。 

目标和指标 • 说明是否已经确定了与战略、战略韧性和情景方向指明相关的有用指

标；说明这些指标如何与组织的战略和情景分析相联系，以及如何使用这

些指标；以及如何使用 

 

虽然投资者并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但他们正越来越多地寻求将公司与气候相关的披露

要求标准化。“气候行动 100+”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该组织由 450 名投资者组成，拥有 40

万亿美元资产，与 160 家世界上高碳强度的公司开展合作计划。该投资者组织正在努力制定

一个基准框架，以比较行业同行，并根据一套标准的关键业绩指标评估公司的进展情况。其

他投资者也越来越多地使用由转型路径计划、影响地图、碳信息披露项目、2°投资计划和

碳追踪等组织提供的其他基准工具。 

  

 

 
93摘自负责任投资原则投资者签署方所提供的信息，并包括气候行动 100+签署方所提供的信息。 
94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9 年现状报告》。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tcfd-2019-status-report/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tcfd-2019-statu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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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围绕战略和情景应披露哪些信息？ 

 

为证明公司对气候相关风险的战略韧性及其捕捉气候相关机遇的能力，公司应至少公开

披露一些关于情景的基本信息，以及这些情景如何影响公司战略规划以及相关财务影响。 

 

2.1 围绕战略的披露 

2017 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关于战略的建议部分指出，公司应"描述组织的战

略韧性，同时考虑到不同的气候相关情景，包括 2°C 或更低的情景。95公司可能会就其战略

中与气候相关的方面披露以下信息： 

• 公司关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战略以及相关目标（例如：关键绩效指标、关键风险

指标），特别是在排放方面，随着时间推移的技术组合，以及产品组合。 

• 公司采用的气候相关情景对公司战略产生了哪些影响，包括潜在财务影响？ 

• 在情景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并选择了哪些替代战略和战略方案？ 

• 每种选择都做出了哪些总体战略定位和具体行动的计划？ 

• 这些选择（包括使用内部碳价格）有哪些潜在的财务影响？ 

• 根据情景分析，公司可能会考虑对其业务模式做出哪些改变（如有）？ 

• 管理层认为公司战略在未来各种气候状况下的韧性如何？96 例如，公司战略将如何： 

− 使公司能够在未来多种可能存在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 

− 考虑到公司的业务模式和可能遇到的与气候相关结果的范围，使公司在合适的

领域发展业务？ 

− 总体而言，公司是否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整套情景中描述的未来不确定性？ 

• 公司战略的不确定性在哪里？ 

• 公司如何监控其针对新出现的气候相关问题采取的战略（例如，路标、重访战略、

应急计划）？ 

• 管理层根据情景分析中所有气候相关风险、机遇和不确定性，考虑其所选战略的灵

活性/适应性如何？ 

 

2.2 有关情景的披露 

投资者希望了解一家公司如何评估其潜在的未来，以及从其情景分析得出的见解。 

公司应考虑披露：97 

 

 
95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96战略韧性是指在不同的气候情景下，公司战略在公司面临混乱变化时的生存、适应和成长方面支持并维护经营的方式。

Fiksel 2006，《可持续性和韧性：迈向系统性方法》。同时见 Grafton et, al. (2019)，《实现决策的韧性》；Marsh & 

McLennan 2017，《气候韧性如何影响你的公司？》；CDP 2018，《报告气候韧性：未来的挑战》；以及 Bhamra, Dani and 

Burnard 2011，《韧性：概念、文献回顾和未来方向》。 
97同时见图 3，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技术补充：利用情景分析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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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公司使用的每个情景叙述、时间范围和终点的简要描述，并讨论公司为何认为其

所使用的情景范围涵盖其合理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 公司的情景是内部还是外部制定的，以及使用的方法； 

• 在每个情景中考虑的关键因素和驱动因素，以及它们为何对公司重要/相关； 

• 情景的关键输入和约束； 

• 描述每种情景中的各种路径，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路径发展的关键假设，以应对各种

要素和驱动因素； 

• 情景对公司战略的影响（如有）（如情景如何转化为公司市场的变化，例如需求变

动），以及该情景中可能需要的运营变化（如能源变化、技术部署、原料或原材料、回收、

废物处理的变化）。 

公司还可能希望描述其用于监督和管理情景流程的治理流程，包括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

的作用、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以及外部专家的使用。 

可比性方面的工作应旨在进一步协调公司情景流程和结果披露方面的透明度。一些投资

者正在情景披露方面寻求更大的可比性。不幸的是，某些层面的情景分析必须考虑公司的不

同情况、地理位置、商业模式和价值链。公司需要根据其特定的风险和情况调整情景。此时，

公司对可比性的关注应该是改进披露，以便为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充分的信息，了

解公司的情景流程、假设和结果。 

 

2.3 潜在财务影响的披露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战略》建议要求开展“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对组织的业

务、战略和财务规划的实际和潜在影响披露（如果此类信息属于重要信息[着重强调]。）98”

较好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披露是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一个关键目标。
99财务影响的披露应从两个角度着手——各种情景下的潜在财务影响以及公司战略和相关计

划的财务影响。 

2.3.1 潜在的气候相关财务影响的来源 

在宏观和微观经济层面，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往往转化为财务风险或影响。 图 E1 （第

54页）说明了气候风险与财务风险的转换渠道。 

 

 

 

 

 

 

 

 
98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99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财务影响源自（1）来自于气候相关的物理或转型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对公司产生的财务影

响，以及（2）公司为应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所作出的决策导致的财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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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气候相关财务风险的转换途径 

 

 

情景可以帮助公司定向地了解这些财务影响，但只有在制定了战略之后，公司才能披露

更精确的财务影响。 图 E2 显示了一家公司如何考虑披露各种财务影响，表 E2 （第 56页）

提供了有关气候风险财务报告的一些注意事项。例如，公司战略在较长时间范围内的财务影

响可能以广泛的财务路径或资本支出的广泛方向变化为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战略的实施、

资本预算、项目计划和运营计划逐渐提供了对财务影响的更具体估计。 

  

气候风险 经济传播渠道 财务风险 

 

转型风险 • 政策和法规 

• 技术开发 

• 消费者偏好 

 

物理风险 

• 长期风险

（如温度、

降水、农业

生产力、海

平面） 

• 短期风险

（如热

浪、洪

水、旋风

和森林大

火） 

微观 

对个体企业和家庭的影响 

       企业 

• 恶劣天气造成的财产

损失和业务中断 

• 由于转型导致的资产

搁浅和新资本支出 

• 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成

本 

• 法律责任（因未能缓

解或适应而引起） 

      家庭 

•收入损失（天气干

扰、健康影响、劳

动力市场摩擦引起

的损失） 

• 财产损失（由恶劣

天气引起）或限制

（由低碳政策引

起），增加成本并

影响估值 

宏观 

对宏观经济的总体影响 

• 资本贬值和投资增加 

• 价格变动（由结构变化、供应冲击引起） 

• 生产力变化（由酷热、向缓解和适应转移投

资、风险规避增加引起） 

•  劳动力市场摩擦（因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引

起） 

• 社会经济变化（因不断变化的消费模式、移

民、冲突引起） 

• 对国际贸易、政府收入、财政空间、产出、

利率和汇率的其他影响。 

信贷风险 

• 企业和家庭的违

约 

• 抵押品贬值 

   市场风险 

• 股票、固定收

益、商品等的

重新定价 

   承销风险 

• 保险损失增加 

• 保险缺口加大 

   操作风险 

• 供应链中断 

• 强制关闭设施 

 流动性风险 

• 流动性需求增

加 

• 再融资风险 
 金
融
系
统
连
带
影
响
 

 

气候和经济反馈影响 

 

经济和财务体系反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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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情景的潜在财务影响 

将前瞻性情景转换为有意义的财务影响是困难的，但并非不可能。100 困难在于，情景

不会产生精确的财务影响；它们属于假设的未来，只提供相对的和指示性的参考指标（好/

坏、增加/减少）和数量级（大量/少量）。 

关于情景可能产生的财务影响的披露，公司可考虑在可行的情况下，定性地和定量地披

露特定情景可能如何影响公司资产、资本投资、息税前利润、税项折旧及摊销前利润和收入

潜力方面的潜在数量级、范围或相对定向变化。 

反向压力测试情景可能有助于评估财务影响的外部限制。反向压力测试是公司用来评估

和识别可能使其业务模式不可行的潜在情况的情景。 

围绕碳价格（内部或外部）的变化或投入价格（如大宗商品、水等）的变化进行敏感性

分析，是公司探索各种情景潜在财务影响的另一种方法。 

图 E2 按时间范围确定潜在财务影响 

 

 

 

 

 

 

 

 

 

 
100Rogelj, McCollum and Reisinger 2013，《缓解气候变化的概率性成本估算》。 

潜在财务影响 

对潜在融资途径

的广泛概念化 

潜在财务影响 

对气候变化导致的资本支

出相对变化的广泛的预估 

潜在财务影响 

对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具体计

划对策的潜在回报的预测/预估 

潜在财务影响 

预估/实际气候变化对当前收入

和成本、预算以及资产和负债价

值的影响 

 

>10 年 

 

5-10年 

 

2-5 年 

 

0-2 年 

 

当前 

基于情景的战略

思考 

基于情景资本规划的

战略规划 

项目规划，战略项目和

计划的财务分析，制定

财务战略 

 

制定运营规划和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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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E2 气候相关风险财务报告的考虑因素101 

对财务报告的影响 仔细考虑 

资产减值 气候相关风险可能是实体资产/资产组减值的指标。实体必须考虑这些

风险对减值计算的影响，例如：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以及任何相关披

露要求（如果这种影响是重大的）。 

资产使用寿命变化 气候相关风险可能会降低实体资产的预期使用寿命，或产生搁浅资产。

这会对确认每年的折旧/摊销费用造成影响。 

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可能受到气候相关风险的影响，应将其纳入公允价

值计算中。例如，这可能会影响所使用的贴现率或对未来现金流的预

测。受这些风险影响的实体应在披露公允价值计算中包含这些风险的假

设。 

准备金和或有负债的确认 气候相关风险可能导致确认额外准备金和或有负债，概述如下： 

• 因潜在收入损失/成本增加导致的有偿合同准备金； 

• 项目寿命缩短或监管变化导致采掘业退役或恢复环境损害的准备

金； 

• 由于监管加紧，与潜在诉讼和罚款/处罚相关的或有负债。 

贷款及其他金融资产预期信用

损失变动情况 

利用前瞻性信息确认预期信用损失。在确定金融资产的信用风险自初始

确认以来是否显著增加时，必须考虑气候相关风险对借款人的影响。 

气候相关风险披露 与气候相关风险相关的信息与财务报表的理解相关，前提是投资者可以

合理地预期这些风险会对实体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影响其决策。相关披

露要求可能要求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此类信息。 

 

2.3.3 公司战略和相关计划的潜在财务影响102 

对于已制定的战略和配套计划，公司应该能够在资本投资、资产减值、运营成本、收入

结构变化和其他主要财务因素上更好地了解公司的财务路径和方向。虽然在长期战略层面上，

这类信息不如短期财务计划准确，但如果它能让人们深入了解公司战略最终可能从“最小财

务影响”到“重大财务冲击”的规模，以及为什么会产生重大财务影响，它仍然具有重大价

值。 

披露并不仅限于战略层面。由于战略中与气候相关的投资、项目和计划是通过具体的资

本、项目、运营和财务计划实施的，公司应披露更具体的量化财务影响，如 表 E2 （第 56

页）中所述。103 

 

 
101另见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2020，《年度报告中的气候信息披露：聚焦澳大利亚》，第 24-33 页，了解气候相关风险的财务

报表考量范例。 
102同上。 
103澳大利亚会计标准委员会/国际会计标准委员会 2019，《气候相关风险和其他新出现风险的披露：使用 AASB/IASB 实践

声明 2 来评估财务报表的重要性》；True Price 2014，《真实定价的商业案例：为什么你会从测量、货币化和改善你的影响

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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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任何给定的报告周期，公司应考虑披露从近期项目、运营和财务计划到长期

战略和情景的整个规划范围内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换句话说，其应考虑：

按照情景相关时间范围内（截至报告日期之前）的各种前瞻性间隔，向投资者提供关于当年

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的信息。 

最后，投资者期望的财务影响信息可能会有所不同。公司应该让投资者了解其预期，以

帮助其改进信息披露。此外，侧重于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财务影响以及支持方法的行业咨

询也将有助于促进披露的改进。 

 

3. 其他披露考虑因素 

 

围绕战略和情景相关披露的其他考虑因素包括：披露地点、披露质量、机密商业信息以

及前瞻性信息的责任。这些担忧中有许多并不是与气候相关的披露所独有的。 

 

3.1 考虑因素 1：正确的心态 

公司需要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前瞻性信息的披露。而不是采用基于合规性的方法并询问

“我们被要求报告什么？”公司应该问自己，“我们应该保留什么信息？”104在与气候相关

的披露方面尤其如此。 

 

3.2 考虑因素 2：披露的场合 

在围绕战略和前瞻性情景进行披露的情况下，公司应在其年度报告或综合报告中披露涉

及公司战略、管理层讨论和公司分析以及风险的重要信息。105与公司战略相关的重大财务影

响应在适当的财务报表或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106107 

如果需要提供额外的细节和对情景和战略的讨论，而这可能不会上升到年度报告的水平，

公司应考虑在其他公开报告（如可持续性和非财务报告）中披露额外的细节，并在其年度报

告和财务文件中进行适当的交叉引用，以提醒投资者注意这些信息。 

 

3.3 考虑因素 3：重要性 

对重要性的界定是大多数披露标准的基础。在 2017 年的报告中，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

露工作组没有界定重大性，而是遵从现有的报告标准和法律要求，指出“各组织应确定气候

 

 
104普华永道 2007，《前瞻性信息指南》。 
105见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2020，《年度报告中的气候信息披露：聚焦澳大利亚》，第 15 页，了解在年度报告和财务报表中

披露与气候有关风险的情况。 
106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号召公司在年度财务报表中披露气候变化可能发生的重大影响，包括重大战略和财政

影响。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也认识到，不同辖区的财务报表结构和内容不同，因此，工作组认为公司处于最好的

状况，能够决定在财务报表在何处并以何种方式披露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所述的影响。 
107如果投资者能够理性预测气候相关的风险将对实体产生重大影响，会影响他们的决策，并影响到他们对实体的财务报表

的理解，则要求在财务报表的注释中披露相关信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2020，《财务报告的明确性：气候相关风险的披

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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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问题的重大性，与其确定年度财务申报中其他信息的重大性的方法保持一致。”108 

公司可以考虑以下披露是否对于帮助投资者理解重要性的界定背景有帮助： 

• 报告气候相关风险的重要性评估的基础，包括适用的重要性阈值及其适用期，以使

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了解公司界定重要性和非重要性的方法。109 

• 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在未来是否会变得非常重要。110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与气候相关

的问题被界定为重要问题，公司可能会在财务申报之外的场合中披露与气候相关的信息，以

促进将此类信息纳入财务申报。 

• 公司应该认识到重要性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主要用户确定影响

其决策的重要因素方面会产生变化；除主要用户之外，谁是披露的潜在受众；以及需要什么

类型的信息。111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投资者和资产管理人认为气候风险信息在购买或出售证券决策方面

具有重大意义” 

- Griffin & Jaffe，2018 年 

 

3.4 考虑因素 4：商业机密 

在 2019 年的一项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调查中，180 名编制者中有 46%的人表示， 

由于包含机密的商业信息，披露情景分析假设很困难。112 

在考虑公司计划披露的战略和情景的特定方面是否构成机密业务信息时，公司应提出以

下问题并思考：
113
 

• 这些信息是否会由于保密性给本公司带来任何经济利益，而转化为竞争优势？ 

• 公开这些信息会给公司带来经济损失吗？如果不受保护，竞争对手能否在不承担成

本或风险的情况下使用这些信息？公司会因为这些信息失去竞争力吗？ 

公司不应以商业机密为由逃避披露。原则上，在确定界限时，公司应该偏向于披露，尽

管会承担一定的风险。114 与公司可能用来在市场上提高辨识度的信息不同，与气候相关的

风险会系统地影响经济和公司。一个特定的公司预期对其与气候相关的风险进行管理的方式

可能并不会形成某种实体竞争优势，特别是考虑到解决这些风险所需的合作和相互依赖的投

入（与气候相关的机遇可能是另一回事）。 

 

 
108某些企业（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推荐表中所列出的四个非金融集团）如果年收入超过等值十亿美元，则应

考虑披露此类信息，即便此类信息没有被视为重要信息且没有纳入财务报表中。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7 年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第 17 页，脚注 37。 
109Eccles and Krzus 2019，《实施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对公司准备情况的评估》。 
110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7 年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第 17 页，脚注 36。 
111见毕马威会计事务所 2020，《年度报告中的气候信息披露：聚焦澳大利亚》，第 13 页，以及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2018，

《气候相关风险和其他新出现风险的披露：评估财务报表的重要性》，考量气候相关风险的重要性；对于目前形成并将继

续形成公司报告的一些因素，见 Wilcox 2019，《企业报告》，和 Wasim 2019，《企业（非）气候变化信息披露》。 
112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2019 年现状报告》，2019 
113欧盟知识产权服务台 2015，保密性。商业机密信息具有三个特点：有商业价值，不在公众视野中，受到合理保护且以保

密形式与他人交流。 
114例如，医药公司披露产品的具体信息时，涉及渠道、研发阶段、计划推广和潜在市场规模，但不损害其竞争地位。关于

潜在的专利配方的特殊信息则保密。普华永道 2007，《前瞻性信息指南》。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recommendations-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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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考虑因素 5：有关前瞻性声明的责任及其他法律问题 

情景分析及由此产生的战略本质上是前瞻性信息。公司表示担心：披露可能会被投资者

误解或依赖，从而导致法律责任或财务评级影响。不过，当“附有有意义的警示声明，并指

出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声明中的结果之间产生重大差异的重要因素”时，大多数法律

为前瞻性信息提供了“安全港”条款。115 

• 采取必要预防措施以确保其披露不存在实质性误导或不准确（包括警示声明）的公

司不太可能面临重大法律风险。“虽然在自愿报告中经常提到法律风险，但事实上，如果披

露的信息准确且不具有误导性，就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法律风险。” 116同样，“做出准

确披露并利用现有法定和普通法安全港保护的公司不太可能因情景分析披露而面临重大诉讼

风险。”117 

• 公司还可以通过一些其他措施来降低因披露前瞻性信息而带来的法律风险。例如，

积极遵守信托要求；向董事会和管理层通报气候相关风险和应对方案；始终贯彻资产评估政

策；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性报告进行严格的核查，以避免重大的虚假陈述或遗漏；做出明确

的警示性声明；理解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观点。118 

 

3.6 考虑因素 6：披露信息的质量 

公司应评估其战略和情景披露是否符合健全的公司报告原则，并接受适当的控制和质量

检查，包括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管理层的监督和审查。原则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有效披露基本原则》的原则 6 规定，披露应当可靠、可

核实和客观。披露应遵循与财务报告相同或基本相似的内部治理流程。119 

扩展阅读 

《气候变化风险：当前诉讼趋势更新》（2019年），《警示备忘录》，Cleary Gottlieb。 

《确定自然资本风险和重要性》（2013 年），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国际动物和植物组织，以及毕马威

会计师事务所。 

《企业（非）气候变化信息披露》（2019年）Wasim，Col。《法律评论》, 119: 1311-1354。 

《气候相关及其他新风险披露：评估财务报表重要性》（2019年）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 

 

 
115Wasim 2019，《企业（非）气候变化信息披露》。例如在美国，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保护公司免受某些书面

和口头前瞻性声明的责任。可参见业务计划中的《警告声明》作为范例。 
116Eccles and Krzus 2019，《实施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对公司准备情况的评估》。 
117Anders, Silk and Lipton 2020，《环境、社会和治理披露与诉讼问题》。 
118Cleary Gottlieb 2019，《气候变化风险：当前诉讼趋势的更新》；Lydenberg 2012，《物质性和可持续性：资本市场中信

息披露的价值》。 
119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2017，《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建议》。 

https://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news-and-insights/press-releases/bp-energy-outlook-2019.html
https://iri.hks.harvard.edu/files/iri/files/on_materiality_and_sustainability_-_the_value_of_disclosure_in_the_capital_markets.pdf
https://iri.hks.harvard.edu/files/iri/files/on_materiality_and_sustainability_-_the_value_of_disclosure_in_the_capital_market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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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气候变化带来风险和机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不久的将来，对于许多行业中各类公司

来说，这些风险很多都会成为现实。 

企业需要制定气候变化韧性战略来应对这些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要求公司采用

前瞻性的规划工具，采取适应性的战略姿态，并设定积极的目标。应对气候变化战略韧性还

展示了公司以有意义的方式整合治理、风险管理和战略流程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情景分析是开发对气候变化更具韧性的战略的有效工具。情景分析通过识别一系列可信

的潜在未来气候情景的关键不确定性、驱动因素和潜在后果，其有助于公司提高对气候相关

风险和机遇的韧性，并披露更多关于其潜在影响的有用信息。特别是，情景有助于高管们审

视许多看似合理的可能性，为突发事件做好准备，制定灵活的战略，并对新出现的风险和机

遇做出更快速的反应。 

本指南提供了一个入门框架。其就要素，考虑因素，挑战，限制，缺陷，及其在进行气

候相关的情景分析时可能面临的问题对公司进行指导。应该根据公司的具体情况对其进行判

断和调整。 

进行情景分析并将其应用于战略和财务规划具有挑战性，但并非无法实现。一家公司致

力于情景分析可带来许多好处——增强内部战略思考和规划能力，获得新的视角和见解，增

加对不同未来情景中可预测和不确定因素的理解，以及以避免群体思维和分裂的方式改变决

策者的思维模式。其结果是可得到一套对气候变化韧性更强、附加值更高的公司战略。 

公司应立即着手。情景分析是建立气候变化韧性战略的关键工具，但其需要投入和迭代

学习过程。不可预期一开始就取得完美和“大爆发式”结果，但是应该会日臻成熟，并且可

以在几个规划周期内实现。但是，除非公司开始着手开展，否则上述都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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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公开情景和模型概述 

本附录提供了气候政策和研究组织使用的情景和模型类型的信息，提供了对这些气候情

景和模型更深入的理解，帮助公司在使用这些情景时做出更好、更明智的决策。对于寻求使

用这些场景的公司来说，理解情景和模型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适应公司的需求至关重要。 

 

作为实施情景分析的第一步，许多公司选择使用公开可用的情景（也称为公开情景），

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国际能源署（IEA）制定的情景。公开可用情景通

常是为研究和政策目的而设计的，可能不会刚好“适用于”公司的情景分析。本附录讨论了

(1)公开可用情景和模型的类型，(2)公司如何使用这些情景和模型，以及(3)使用这些情景

和模型的关键考虑因素。 

 

1. 公开情景和模型的类型 

 

1.1 情景类型120 

气候研究组织制定了许多不同的情景来调查气候变化及其伴随的风险，包括以下内容： 

• 气候情景是对未来气候条件（温度、降水和气候的其他方面）的合理描述，其基于

温室气体浓度以及其他大气条件和排放因素驱动的辐射强迫假设。121 

• 排放情景描述了温室气体、气溶胶和其他污染物的未来可能路径。这些路径基于对

驱动力假设，如经济和人口增长模式、能源使用、土地使用和技术。 

• 脆弱性情景描述了气候变化的潜在脆弱性和影响。脆弱性情景利用多种多样的人口

统计、经济、政策、文化和体制特征来评估气候变化的潜在影响，并考察未来的经济增长和

社会变化模式如何影响脆弱性和适应能力。 

• 环境情景侧重于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变化可能是气候变化的结果，也可能与气候

变化无关。这些因素包括水的可得性和质量、海平面上升、土地覆层和使用以及影响空气质

量的条件。 

• 社会经济情景侧重于在对群体、人口统计、技术、政策、经济增长和其他此类因素

的不同假设下，探究社会和经济的合理发展路径。 

 

1.2 模型类型 

在气候变化领域，模型通常指的是用数学和图表表示的正式结构，其用于深入理解较为

复杂的现实世界体系，如物理气候体系。气候模型的复杂性及其解释气候相关现象和相互作

 

 
120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9，《情景背景》。 
121辐射强迫是由地球吸收的太阳光与辐射回空间的能源（以瓦特每平方米表示）之间的差。正辐射强迫系指地球从太阳光

吸收的能源多于辐射回空间的能源。这种能量的净增加会导致变暖。相反，负辐射强迫系指地球辐射回空间的能源多于从

太阳光吸收的能源，这会导致变冷。热平衡系统中的辐射强迫为零。所有的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都是基于正辐射强迫每平

方米 2.6 至 8.5 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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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能力各不相同。122 下面和 图 A1-1 列出了一些主要的模型类别，典型的模型输入和输

出见本附录末位的 表 A1-2 （第 72页）。 

• 物理气候模型有助于理解基于不同驱动力（如温室气体浓度）的物理气候变化。这

些模型可预测物理气候变化，例如温度平均值和分布，或者降水发生的时间、地点、量（见 

专栏 A1-1，第 65页）。 

• 影响、适应和脆弱性（IAV）模型分析物理气候模型的输出，以评估潜在影响、脆

弱性和对社会的适应方法。这些模型有助于决策者理解或量化气候相关的物理风险或转型风

险。 

• 综合评估模型（IAMs）考虑多种经济、社会和技术因素。“综合”一词指的是这

些模型通过结合多个具体的各领域模型（能源、土地使用等），以了解排放的社会经济驱动

因素、经济增长和气候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低碳未来的变化速度和方向，以及不同技术、

政策和社会偏好。123 

图 A1-1 气候模型、IAMs 模型和 IAV 模型之间的关系 

 

资料来源：Moss、Edmonds、Hibbard 等人，2010 年 

 

• 气候-经济综合评估模型是专门针对气候-经济相互作用的综合评估模型，例如：124 

— 最优增长（或福利优化）模型将经济视为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其旨在通过确定每

个时间步骤的减排水平，确定一段时间内最大化福利（未来与当前消费）的气候政策和投资

水平。 

 

 
122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8，《特别报告——全球升温 1.5°C——术语表》。 
123Hamilton, ElSawah and Guillaume 2015，《综合评估和建模：显著维度的概要和综述》。 
124Nikas, Doukas and Papandreou 2019，《在理解能源和气候政策风险及不确定性方面，对气候-经济模型的详细概述和一致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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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均衡模型对多领域经济进行更详细的描述，通常包括更细化的能源技术和区域

细节。其不寻求最优政策，而是考虑具体政策对经济、社会和环境参数的影响。获得更丰富

的经济描述需要建立在更复杂和更高建模难度的基础上。 

— 局部均衡模型提供了环境影响和特定经济领域之间相互作用的详细分析。其通常用

于评估气候对特定领域造成的潜在损害。 

— 能源系统模型可视为局部均衡模型的一个子类，其提供能源领域的详细描述。除其

他原因外，此类模型用于确定实现温室气体（GHG）减排的最低成本方法或替代气候政策

的成本。其通常与一般均衡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相关联，以便为自上而下的方法提供更深入

的视角。 

— 像一般均衡模型一样，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可用于评估替代气候政策，但它们的不同

之处在于：其未假设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行为为最优行为，也未假设市场在短期内出清并达到

均衡。相反，其使用历史数据和计量经济学的估算参数和关系来动态地、更真实地模拟经济

行为。 

专栏 A1-1 有关物理气候模型的知识 

• 气候模型描述大气、海洋、地表和冰冻圈的物理过程。 

• 气候模型将地球分成代表特定地理位置和海拔的三维网格单元，并计算每个网格单

元的条件（例如：温度、风速、湿度、压力）。 

• 模型分辨率越高，网格单元的数量就越多，并且需要更强大的计算能力。 

• 气候模型通常通过学术机构或政府机构向公众开放。 

• 气候模型在分析能力和复杂性上各不相同，并且没有单一的真实来源。模型在空间

分辨率（即网格单元的大小）方面有所不同；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的表现；模型的地理焦

点；以及模型假设。 

• 单独的气候模型有优势也有劣势，因此气候科学家会使用模型的典型部分或组合

（整体）。 

• 气候模型的演化朝着更加复杂的模式进行，并且与物理、化学或生物因素产生互动。 

资料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特别报告：全球升温 1.5°C》。碳简报，《气候模型》，2018 年；澳

大利亚气候变化，气候模型，2016 年。 

 

模型通常用于量化和预测情景产生的各种路径。其通过使用情景中描述的驱动因素、约

束条件和概念关系来以数学的方式模拟所讨论的系统，并量化情景未来的路径和结果。例如，

物理风险模型依靠气候科学来预测由排放驱动的物理气候变化。转型风险模型需要对社会经

济系统、它们的反馈和对气候变化的潜在反应(包括能源系统的潜在变化、政策变化和技术

变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AnnexI_Glossary.pdf
https://www.carbonbrief.org/wp-content/uploads/2018/01/Evolution-of-climate-models-final.jpg
https://www.climatechangeinaustralia.gov.au/en/climate-campus/modelling-and-projections/climate-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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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需要降尺度以供公司层面使用的模型 

模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产生输出。通常，物理气候模型在全球或区域范围运行。125 相

比之下，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模型通常集中在区域和本地尺度。综合评估模型模型可以同时

在全球和区域尺度运行。见 专栏 A1-2 降尺度。 

对于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国际能源署（IEA）或其他模型输出

的公司，尺度非常重要。通常，全球尺度不会产生公司所需要的具有具体地理足迹的粒度级

或焦点。为了使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或国际能源署的输出，公司通常需要将情景和

模型输出转化为适当的区域或本地尺度。 

实现区域气候模型降尺度的两个方案分别是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协调区域气候降尺度试验

（CORDEX）和英国气象局 PRECIS 系统。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更细粒度的分辨率并不一定

意味着更好或更准确的输出。公司应当考虑的是，所采用的降尺度方法是否为其分析增加了

价值还是为结果带来了偏差。 

 

2.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能源署和其他公开情景126 

 

2.1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情景 

致力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评估的国际气候研究者们已经在全球、国家和其他尺

度上开发出数百种不同的排放和社会经济情景。
127
 近年来，研究者们开发出新的基础，用

于研究和建模小组间构建类似的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RCPs）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SPs）。128 

代表性浓度路径是“排放情景”，包括全套温室气体、气溶胶和化学活性气体的排放和

浓度时序，以及土地利用/土地覆盖。“代表性”一词意味着，在众多可能导致特定的辐射

强迫特性情景中，每个代表性浓度路径仅提供一种情景。术语“路径”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即不仅长期的浓度水平，而且经过一定时间达到该结果所经过的轨迹也具有利害关系。 

代表性浓度路径通过对物理气候系统模型产生影响，从而用来作出气候预测；这些模型

反过来可以预测物理气候是如何在温室气体浓度驱动的不同辐射强迫水平下发生改变的。 

  

 

 
125地区气候模型是全球模型的较小范围版本，使用更加细致的地区地形和土地利用特点，模拟一个局部范围的气候（英国

气象局 2019，《区域气候建模》）。 
126关于这些情况的更多信息，可以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技术补充：利用情景分析披露气候相关风险和机

遇》 2017，专栏 A-1、专栏 A-2 以及图 4 中找到。关于这些情景的优势和局限，也可查阅该附录中的表 A1-3（第 73

页）。 
127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0，《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关于排放情景的特别报告》；Girod, Wieka and Mieg 

2009，《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排放情景的演变》。 
128Moss, Edmonds and Hibbard 2010，《用于气候变化研究及评估的下一代设想方案》；Wayne 2013，《代表性浓缩路径的

初学者指南》；van Vuuren, Edmonds and Kainuma 2011，《代表性浓缩路径：概述》；O’Neill, Krieger, et al. 2017，《未来

的道路：描述 21 世纪世界未来的共享社会经济道路叙述》。 

https://www.fsb-tcfd.org/publications/final-technical-sup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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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A1-2 降尺度 

公司在使用温室气体（GHG）全球气候模型（GCMs）时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尺度或

空间分辨率。全球气候模型通常会产生尺寸介于 75km 和 300km 之间的网格分辨率，平均值

大约 200km。通过比较，从伦敦到巴黎的直接距离为 344km。这意味着，使用 200km 的尺度

来推断气候的一致变化不足以在更小的尺度上应对公司所面临的特定风险。 

将全球分辨率气候模型输出的气候数据转化为更加区域化或本地化的分辨率的过程，称

为降尺度。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使用不同的方法。其中两种最常见的方法分别称作统计降尺度

和动力降尺度。 

典型的降尺度分辨率取决于主机模型和所使用的区域气候模型。欧洲的标准降尺度协议

是 12km。一些机构已经提供了 2km的降尺度协议，其他则介于 12km和 50km之间。 

公司应当意识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因素和相互作用被考虑在内，模型的分辨率也更高，

这会使结果变得愈发不确定。 

资料来源：《美国国际开发署气候变化预测降尺度方法综述》，美国国籍开发署，华盛顿，2014 年；英国气象局，《区域

气候建模》，2019 年； CORDEX，“CORDEX 一体化的一般说明，”，2009 年。 

 

表 A1-1 显示了四种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的基本特征。129 

除了代表性浓度路径外，研究者们还采用了一套常见的情景来探索社会经济发展的发散

方向，称作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开发为适应和减缓带来了不同的社会经

济挑战，从而补充代表性浓度路径。130 基于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社会经济情景”和基于

代表性浓度路径的“气候预测”相结合，为气候影响和政策分析提供了综合性框架。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描述了 21 世纪期间的五种社会经济特征，它假设没有明确的政策可

以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这五种特征如下：131 

• 可持续路径（SSP1）； 

• 中间路径（SSP2）； 

• 区域竞争路径（SSP3）； 

• 不均衡路径（SSP4）； 

• 化石燃料为主发展路径（SSP5）。 

研究团队采用代表性浓度路径和共享社会经济路径作为一种常见的基线，为开展研究和

制定政策开发不同的气候、排放、环境和脆弱性情景。共享社会经济路径的定性和定量输入

特性（即人口、城镇化和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建模小组开发的不同综合评估模型的

输入，用来预测诸如土地利用、能源利用和能源构成以及相关排放轨迹等结果的看似合理的

 

 
1292018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发布了第五个代表性浓度路径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 1.9，把全球变暖限制在

1.5℃。 
130O’Neill 等，2014 年 O’Neill, Kriegler and Riahi 2014，《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情景框架：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概念》 
131O’Neill, Krieger, et al. 2017，《未来的道路：描述 21 世纪世界未来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叙述》；O’Neill, Kriegler and 

Riahi 2014，《气候变化研究的新情景框架：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概念》；Riahi, van Vuuren and Kriegler 2017，《共享社会经

济路径及其在能源、土地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影响：概述》。 

https://www.climatelinks.org/resources/review-downscaling-methods-climate-change-projections
https://www.climatelinks.org/resources/review-downscaling-methods-climate-change-projections
https://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climate/climate-impacts/regional-climate
https://www.metoffice.gov.uk/research/climate/climate-impacts/regional-climate
https://www.cor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cordex_general_instructions.pdf
https://www.cordex.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cordex_general_instruction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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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社会经济发展路径。132 

 

2.2 国际能源署情景 

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法相比，国际能源署主要关注能源和排放情景。国际能

源署的能源模型主要有三种运行情景，它们描述了未来的能源构成：133 

• 当前政策情景（CPS）。公司会考虑采用现行政策情景来反映“政策延续”（BAU）

或参考情景，世界会继续按照当前轨迹发展。这个情景考虑到了公布的前一年就已经落地的

政策（即 2019年《世界能源展望》的 2019 年年中），无需政府另外施加政策干预。 

表 A1-1 与每种代表性浓度路径相关的平均温度和完整范围 

 2100年大气二氧化碳浓

度 

与 1850-1900 年的基线相比，

2081-2100 年的温度上升 

与 1986-2005 的基线相比，2081-

210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 

 平均值 可能范围 平均值 可能范围 

RCP2.6 421ppm 1.6°C 0.9-2.3°C 0.40m 0.26-0.55m 

RCP4.5 538ppm 2.4°C 1.7-3.2°C 0.47m 0.32-0.63m 

RCP6.0 670ppm 2.8°C 2.0-3.7°C 0.48m 0.33-0.63m 

RCP8.5 936ppm 4.3°C 3.2-5.4°C 0.63m 0.45-0.82m 

资料来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4 年） 

 

• 既定政策情景（SPS）。这个情景的原名为“新政策情景”，它实际上是国际能源

署情景的中间状况情景。设计这个情景是为了探索前一年出台的所有政策，以及国家主管机

关已经坚决地沟通和承诺的政策。既定政策情景假定这些政策的实施是缓慢的，是基于国际

能源署对快速转型期内存在的诸多政治、制度和社会壁垒的评估。 

• 可持续发展情景（SDS）。可持续发展情景是三者中最具有远大目标的情景，它致

力于构建低碳型未来社会。这个情景是基于一种可持续发展叙事，它假定这个世界在 2030

年成功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情景在不依赖全球净负 CO2 排放的情况下，将温

升控制在 1.8℃以下的概率为 66%。134 

此外，国际能源署的能源技术展望报告研究描述了其他情景。 

国际能源署使用情景探究能源资源排放量并使用模型观察其变化。虽然这些情景和模型

提供了有用的未来排放量轨迹，但它们不直接建立这些排放量轨迹产生的气候变化（如温度

变化或其他气候变化）模型。相反，这些情景关注的是以下方面：135 

• 探索不同部门和地域的主要生产和最终能源消耗的能源供应、需求和构成路径。 

• 从这些不同的能源未来状况中探索温室气体排放路径； 

• 不同政策的影响可能加速或限制能源需求、供应、贸易、投资和排放； 

 

 
132浏览 Senses 网站 www.climatescenarios.org，可查阅适用的非技术入门知识。 
133国际能源署 2019，《世界能源展望》；国际能源署 2019，《世界能源模型文件》。 
134在可持续发展情景的扩展版本中，国际能源署认为在 2070 年后使用负排放技术以吸收约 300Gt 的二氧化碳有 50%的可能

性达到 1.5℃的目标，用以弥补超过 1.5℃温度限制的排放量。 
135国际能源署 2019，《世界能源模型文件》。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704a0522-69b2-48df-8341-cb3375a4f3d3/WEM_Documentation_WEO201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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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模型化未来能源供应和需求所需的投资；例如，这包括支持新能源和电动汽车

的基础设施。 

 

2.3 其他公开情景 

尽管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国际能源署情景是公共领域最显著的、使用最广泛的

情景，其他一些机构，如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绿色和平组织、深度脱碳路径项目（DDPP）

和能源观察机构等已经公布了他们自己的情景，这些情景提供了与上述内容不同的叙事和展

望。其中一些机构已经采取了重点措施，如使用 100%可再生能源或建立区域特定模型，该模

型可以在深度脱碳路径项目的背景下，更加深入地研究特定国家的能源构成。 

金融监管机构也出于宏观审慎的目的，为金融部门开发情景。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央行与

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及其成员国中央银行所开发的情景。136 NGFS 情景来自波

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路径和情景。

根据 C：情景流程中的内容，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已经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响应情景，它

的重点是政策和技术成果，而不是温度方面的成果。137 

大多数国家也都根据《巴黎协定》颁布了国家自主贡献预案（NDCs），概述了他们实

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预期路径。尽管没有给出精确的情景，他们显示了各个国家所追求的

温度和排放目标以及相关政策的迹象。根据《巴黎协定》的规定，国家自主贡献预案每五年

更新一次。然而，目前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并没有实现 2℃的温度目标，所以采用国家自主

贡献预案作为另一个情景基础的国家应当对国家自主贡献预案的路径和局限性表示理解。138 

最后，还存在其他一些情景，它们基于各种建模和分析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全

球区域和国家建模、近期建模和非综合评估建模，例如经济一般和部分平衡全球和部门建

模。”139 

 

3. 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国际能源署或其他公开情景时需要考虑的事情 

 

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国际能源署（或其他可获取的公开研究情景）时，很

重要的一点是要理解它们的用途、局限性、限制以及产出对公司是否有用（有关这些情景优

势和局限性，参见 表 A1-3，第 73页，有关使用公开情景的共性错误，参见 表 A1-4，第

74页）。 

以下是评估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国际能源署或其他情景和模型时需考虑的关键

 

 
136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2019 《行动呼吁：气候变化成为金融风险的来源》；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2020《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气候情景分析指南》；Vermeulen, Schets and Lohuis 2018，《荷兰金融系统的能源转型风险压力

测试》。 
137责任投资原则 2019，《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应？》。 
138欧洲能力建设计划 2018，《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家数据中心口袋指南》；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2020，

《国家自主决定贡献》。 
139Rose and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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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许多情景和模型是复杂的，包括若干假设。因此，一家公司可能需要寻求外部专家协

助进行情景和模型评估、选择和解释。 

• 并非所有情景都是平等的。各种情景和模型使用了不同的方法和假设。很重要的一

点是，确定你所选择的情景是否拥有良好信誉、是否稳健，并且要遵循经过验证的科学流程。
140 尽管本文所确认的模型和情景经历了数十年的科学检验和完善，理解所选择的情景或模

型是如何经过验证的很重要。 

• 降尺度并不总是增加价值。更细粒度的分辨率并不一定意味着更好或更多的准确产

出。在全球层面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公司应当考虑降尺度方法是否为他们的分析增加了

价值或为他们的结果带来了偏差，方法是通过单一模型或统计分析提供更加广泛的全球产出。

降尺度可能仅仅为情景的使用增加细节，这并不一定能够帮助一家公司确定其战略决策。 

• 注意局限性和关键假设。用户应当注意每种情景或模型的局限性和假设。对于正确

使用情景和模型结果至关重要的假设；特别是政策和技术假设非常重要，公司应当理解。141 

另外，使用全球排放和社会经济情景对于公司来说可能具有挑战性，因为这些情景代表的是

总体市场——而不是公司。这些情景还可能错过关键的不确定性，结果越分离，不确定性越

大。它们建议所有公司都采用统一的行动，这在经济上效率很低。142 本附录还强调了一些

其他局限性，见 表 A1-3 选择情景的好处和局限性 （第 73页）。例如，国际能源署自 2006

年至 2019 年一直低估了其情景中的全球太阳能发电量。143 如果信息不透明、没有文件证明，

那么使用商业服务供应商专有的情景和模型也可能会产生问题。 

• 理解情景的可能性。根据已经进行的行动水平和已经出现的排放，一些情景被科学

界称为不大可能的未来。144 如果使用这些情景，那么应当评估这些情景的合理性。 

• 理解路径。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有许多路径，它们既通往不同的未来，也通往相同

的未来结果。不同的路径反映了“关于气候系统动力学、经济状况、能源利用、可用技术和

政策行动的时间安排”的不确定性，导致不同“全球排放路径范围、碳排放预算…以及年度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水平…与全球温度结果一致。”145 

• 理解模型中的不确定性。任何建模行为的结果都具有不确定性。在气候模型中，不

确定性主要有三个来源，如下所述：146 

— 情景不确定性：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将如何生活，因此我们不知道会出现哪一种温

室气体情景作为未来的合理代表。例如，政策设计对于公司来说是一个关键的不确定性。关

于政策设计和工具的不同假设会给一家公司带来不同的情景影响。147 

 

 
140Huppmann, Rogelj and Kriegler 2018，《综合 1.5 °C 研究的新情景资源》。 
141Rose and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142同上。 
143碳简报 2019，《能源系统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144Hausfather and Peters 2020，《排放：“既定政策”故事有误导性》。 
145Rose and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 
146CoastAdapt 2017，《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情景》。 
147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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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型不确定性：我们对地球系统和社会经济过程的理解是不完整的，因此，我们可

能无法在模型中正确或完整地描述它们。 

— 自然的多变性：人造的和自然排放的温室气体浓度不断增大，从而加快了全球变暖。

此外，全球变暖的水平会受到气候系统中自然多变性的影响，包括大规模的多年过程如厄尔

尼诺现象。 

建模中的不确定性涉及到气候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许多方面（例如排放

水平、气候响应、经济和财务影响的不确定性）。这会造成情景不确定性、模型不确定性和

（丢失）参数不确定性（例如 20 年内的太阳能成本，这取决于技术经济因素，而不仅仅是

政策因素）。 

• 理解模型的使用。148 

— 不要依赖于单个模型运行。模型运行只是许多未来可能性之一。为此，需要采用多

种模型运行的产出（来自相同模型或不同模型）来评估未来。 

— 正确使用模型产出。始终要记住，模型仅提供了一种看似合理的未来——而不是一

种预测。现实可能会更好，更糟，或者仅仅不同而已。相应地使用模型产出——作为基础来

探索系统敏感性和脆弱性，并确认合适的方案和时间安排。 

— 模型有局限性。牢记气候模型未解决的问题；例如突然的冲击或同时发生事件的影

响。 

关于使用公开情景的公司假设示例，见 专栏 A1-3。 

专栏 A1-3 使用公开情景的公司假设示例 

公司 A 认为，海平面上升会使其特定区域变得脆弱，它希望采用全球情景评估其脆弱性

的程度。为了进行这项工作，公司 A 查阅了代表性浓度路径排放路径（同时挑选了低排放情

景和高排放情景），通过全球气候模型建模，进入全球海洋变化情景，从协调区域气候降尺

度试验（CORDEX）或其本地气象或气候科学研究所获取具体区域的模型降尺度。然后，它

使用每种情景的降尺度海平面上升作为产出，利用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模型来确定某些资产

对沿海气候灾害的暴露程度。 

公司 B 希望了解全球碳价变化的脆弱性程度。为此，公司 B 寻找共享社会经济情景，挑

选了一个参考情景（即 SSP2-基线）、一个快速转型情景（即 SSP1-1.9）和一个无序转型情

景（即 SSP4-2.6）。基于此，它可以从大量的模型（IAMs）中进行预测，显示每种情景的

碳价范围。 

公司 C 更加关注未来能源构成和关闭煤炭发电厂的时机。它在特定区域运行，主要关注中国

煤炭发电的未来，而不是全球层面。公司 C 选择国际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来帮助它完成

初步情景行动，采用当前政策情景、可持续发展情景和既定政策情景。公司 C 通过将煤炭与

其他技术如核能、太阳能和风能作比较，了解了未来年度发电需求和发电能力。公司 C 理解，

它仅仅关注一种模型——国际能源署的世界能源模型——并且尚未研究更加积极的情景（例

 

 
148CoastAdapt 2017，《如何理解气候变化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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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1.5℃），所以该公司披露了这一点。它包括未来阶段的其他模型，从而可以对结果进行

比较。 

扩展阅读 

浏览气候门户网站 https://www.climatescenarios.org/primer/。 

《揭开气候模型的神秘面纱》，Andrew Gettelman 和 Richard B. Rood，2016年。 

《给地球的未来建模：人类-自然关联系统的综合评估》，皇家学会和国家科学院，2013 年。 

《气候模型是如何运作的？》碳简报。https://www.carbonbrief.org/qa-how-do-climate-

models-work 

 

表 A1-2 代表性模型输入和输出 

模型类型 模型输入举例 模型输出举例
149
 地理和时间范围/间隔 

物理气候模型 • 排放和其他辐射强迫驱动

因素预测（例如代表性浓度

路径） 

• 进入和反射的太阳辐射 

• 太阳辐射反射和吸收 

• 观测的历史气候 

• 温度变化
150
 

• 降水变化 

• 其他因素如风速、湿度、

蒸发蒸腾、积雪、融雪、海

冰覆盖和海冰融化 

• 通常发生在 1850-2100

年，某些将延长至 2300年 

• 时间间隔通常按小时、季

节或平均年度发生变化 

• 地理范围通常为 200 至

500km网格，降尺度项目能够

提供低至 1km的网格（通常

介于 5至 25km网格之间） 

国际能源署世

界能源模型 
• 围绕 GDP 和人口增长的假

设，以及相关区域消耗和需

求 

• 当前和新兴能源的预计价

格和需求曲线；假设碳价 

• 主要能源总需求 

• 发电量和最终能源总消耗

量（国际能源署，2019年） 

•投资（$bn/每年） 

•报废，增加的资产 

• 时间范围通常表现为＞ 

2040-2050，并拥有五个年度

间隔 

• 在区域层面和主要能源消

耗/生产国提供的信息
151
 

综合评估模型 • 社会经济发展假设（例如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 人口 

• GDP 

• 围绕政策、气候、土地利

用、现有和新兴技术等的假

设 

• 各种输出。综合评估模型

联盟（IAMC）给出了 598种

可能的输出变量的详细清单

（综合评估模型联盟，2019

年） 

• 时间范围通常表现为> 

2100年，并拥有五或十个年

度间隔 

大多数信息是在区域层面提

供的，例如亚洲、中东和非

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影响、适应、

脆弱性模型 

• 输入取决于所研究的主

题。如果与农业有关，大部

分输入将集中在生物特性和

物理气候条件。 

• 各种输出。示例包括： 

— 农业 ——作物产量模型

可以评估气候变量的变化

（例如可用水源、温度和 CO2

浓度）是如何相互作用并在

作物产量和质量方面产生变

化的 

— 金融服务——保险公司通

• 各种输出。 

 

 
149包括可由原始模型输出计算得来的指数。 
150耦合模型比较项目第五阶段（CMIP5）的标准输出全球气候模型（GCM）变量的完整列表见

https://pcmdi.llnl.gov/mips/cmip5/docs/standard_output.pdf pdf?id=41。 
151某些国家（美国、巴西、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更多精细分区域（亚太、北美、欧盟、中东等）的信息可以国

家层面获得。 

https://www.climatescenarios.org/primer/
https://www.carbonbrief.org/qa-how-do-climate-models-work
https://www.carbonbrief.org/qa-how-do-climate-models-work
https://pcmdi.llnl.gov/mips/cmip5/docs/standard_output.pdf?id=41
https://pcmdi.llnl.gov/mips/cmip5/docs/standard_output.pdf?id=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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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会采用灾难（Cat）模型来

评估自然灾害产生的经济影

响 

 

表 A1-3 所选情景的好处和局限性 

代表性浓度

路径 

优势 • 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建模团队、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IIASA）和综合评估模型联盟并行发展。 

• 确定的排放路径可输入全球气候模型，推动物理气候未来发展。 

• 为研究机构和商业界所熟知，并在全世界广泛使用。 

 局限性和不确定

性 

• 不包括与社会经济状况（GDP、人口等）、技术和监管环境有关的信

息。 

• 在将排放概况转换为浓度和辐射强迫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共享社会经

济路径 

优势 • 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候建模团队、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

所（IIASA）和综合评估模型联盟并行发展。 

• 包括从社会经济的角度看待世界的叙事，涵盖对重要元素的定性假设，

如技术转移、全球合作、社会偏好和支撑全球发展的范例。关于故事情

节的详细内容，见（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2012年）。 

• 设计成为一套互补的情景，与代表性浓度路径相互作用。 

 局限性和不确定

性 

• 没有探索与全球和国家气候政策的类型和成功案例有关的条件。需要使

用共享政策假设进行进一步分析。 

• 仅包括与上述条件有关的定性信息，这样可能无法对特定结果进行量

化。 

• 旨在广泛考虑到了技术广泛发展和转型的速度，因此没有明确探索所有

低排放或二氧化碳减排技术。 

• 考虑到了有关 GDP、人口和城镇化的国家层面数据；其他数据则是全

球层面或五个区域层面。
152
 

• 每个社会经济路径都提供了一个叙述和相应的开发假设，所有这些都与

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关。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建议情景范围和社会经济路

径考虑通过多个综合评估模型的输出。 

国际能源署  优势 • 与化石燃料的生产和需求有关的可用信息相当细化。 

• 情景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接受。 

• 定期（通常每年）对情景进行更新，以反映外部环境的变化。 

 局限性和不确定

性 

• 国际能源署利用自有信息，尤其是与支撑世界经济模型的技术-经济假

设有关的信息。这使得用户分析和比较模型假设变得更加困难。 

• 不包含非能源排放。 

• 探索了有限范围的气候结果，没有关于已经避免的气候影响的观点。 

• 国际能源署整套情景的所有输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种模型——世界能

源模型。尽管这种模型与著名的气候模型——温室气体导致气候变化评

估模型相互影响——并且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情景填补了其中的

差距，但是严重依赖一种模型会使得大量的结果得不到风险增加的考

虑。 

 

 

 

 

 
152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共享社会经济路径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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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使用公开情景和模型的常见错误 

缺陷 描述 如何避免 

不完整的情景范围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由于气候科学存在着内在的不确定

性，谨慎的做法是，不要将你的视

野限制在单一一种情景上面。
153
 

• 综合考虑各种情景（用于物理研究

或转型研究）并确定最合适的情景差

异性以影响决策。这样，记录决策过

程可以对披露和报告产生影响。
154
 

• 在选择情景时，考虑可以作为合理

结果范围代表的情景。 

情景的不合理性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没有评估选择的模型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对于一家公司来说，从科学的角度

考虑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是很重要

的。温度下限或上限的场景（例如

RCP1.9（1.5°C）或 RCP8.5

（4°C+）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类

似地，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叙事包含

一些定性假设，会被视为不可能发

生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除 SSP2

之外）旨在代表极端未来。
155
 国际

能源署情景旨在代表每年出台和承

诺的新政策，但是有些人指出，这

些情景低估了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

的吸收率。
156
 

• 对于公司来说，在选择情景的基本

原理上保持透明是很重要的。尽管情

景分析的目的是对公司在各种未来情

况下的韧性和脆弱性进行压力测试，

但是情景要合理。 

• 应当理解关于情景可能性、局限性

和核心假设的科学意见。 

• 情景的选择会对分析产生很大的影

响，并且应当接受批判性评价。 

“模型是这个世界程式化的、不完

美的代表。” 
157
研究团队使用的模

型会接受同行评审和评审技术的考

验。
158
尽管这些模型评审技术往往

高度科学，对于非气候科学家来说

很难理解，但是它们包含一些重要

信息，即是否应当采用某个具体的

模型对关于具体气候因素的决策产

生影响（物理或转型）。 

• 公司应当采取合适的尽职调查来完

成模型的选择。模型的选择应当接受

批判性评价。 

• 记录模型选择的基本原理十分重

要，可以对未来的决策过程产生影

响。 

• 企业不妨咨询专家，他们能提供有

关模型性能的信息，并协助了解模型

的局限性或缺陷。 

  接下页 

  

 

 
  
153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2016 年，《使用气候变化数据时的常见错误》。 
154Huppmann、, Rogelj、 and Kriegler 等， 2018 年，《综合 1.5 °C 研究的新情景资源》。 
155碳简报 2018，《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如何探索未来的气候变化》。 
156碳简报 2019，《能源系统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 
157Rogelj, Popp and Calvin 2018，《将全球平均温升限制在 1.5 °c 以下的情景》。 
158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3，《气候模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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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4 使用公开情景和模型的常见错误 （续） 

缺陷 描述 如何避免 

选择最有利的情景或将结果混

合在一起 

物理和转型风险 

选择最有利的情景或将结果混合在

一起，从而获得所需结果，这是对

情景分析的错误使用，并且存在分

析缺陷。
159
 换句话说，将不同模型

的结果结合起来是错误的做法。这

么做会违背内部一致性规则。例

如，如果一家公司在一种模型中考

虑降雨，而在另一种模型中考虑热

量，那么这家公司不能把不同模型

的结果结合在一起，然后对这些同

时发生或相互影响的情况作出假

设。
160
 

• 如果对某个特定情景或模型感兴趣

的原因是基于它所包含的叙事或变

量，那么就需要对所得出的结论持谨

慎态度。不要把结论延伸为一般化，

例如，所有 2°C的未来。 

• 如果想要调查多个模型中的不同变

量，不要对这些变量一次性发生的能

力得出结论。例如，在一个给定的地

区，气温上升 2°C和降雨量增加

20%，这两者可能不会同时发生。 

不了解何时以及如何降尺度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公司不应该认为，降尺度所导致的

粒度增加也意味着准确性提高。降

尺度技术和用于降尺度的输入数据

都会影响结果。
161
 

• 对模型进行评估，并将结果与其他

证据（如观察结果和全球尺度模型输

出）进行比较，可以为公司评估降尺

度的结果提供有用信息。 

• 在决定寻求降尺度信息之前，应进

行上述评估。 

• 公司可能会想咨询专家，以便了解

公司试图通过情景探索的问题是否需

要使用降尺度。专家也可以帮助诠释

降尺度的输出结果。 

 

 
159Huppmann, Rogelj and Kriegler  2018，《综合 1.5 °C 研究的新情景资源》。 
160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  2016，《使用气候变化数据时的常见错误》。 
161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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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情景构建
162
 

附录 2 提供了关于情景构建的概述，但没有详述该主题。欲了解更多详情的公司，请参

阅本指南的 参考文献 一节。 

 

情景是探索一系列可能显著改变“政策延续”假设基础的替代性预期的方法。163 情景

可以比较导致一系列温度结果（例如，未来 1.5°C 和 4°C 的情景）的路径，不同排放路径

或其他气候相关结果。情景定义了通向不同潜在未来的可能路径；在内部一致、逻辑通畅和

可信的假设之上构建情景；并且可以通过建模量化结果。 

内部开发与气候相关的情景，可以根据公司面临的特定的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调整情景。

这个过程还可获得许多其他好处，包括组织学习、更深入的战略对话、更具创新性的战略思

考和更具韧性的结果。也可把该过程用于与气候变化无关的其他战略问题。 

 

1. 概述 

 

情景分析的三个主要步骤是：定义问题、情景开发和把情景应用到战略发展（图 A2-1）。 

这些步骤的基础是对有效情景分析很重要的“软”方面，包括：164 

• 参与和对话：分享关于事实和数据的想法、经验、知识、信念、假设和趋势，以及

关于公司战略的想法和看法（即战略对话）。 

• 学习：情景分析的一个核心目标是重新认识公司及其如何适应环境。包括获得关于内外

部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了解过程。图 A2-1 情景分析流程的高层级概述 

 

  

 

 

 
162关于情景创建有大量优秀的参考资料，Ralston and Wilson 2006 的情景规划手册和 Haigh 2019 的《气候变化情景规划》也

提供了按步骤操作的有用方法。 

 
163CDP 2017，《CDP 关于情景分析的技术说明》。 

 
164Chermack 2011，《情景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进行情景创建、使用和评估》；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

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系》；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and Burt 2002，《第六感：用情景来加速组织学习》。 

问题定义 

• 定义问题 

• 确定焦点问题 

• 识别主要的不确定性和

驱动因素 

• 给最重要因素和不确定

因素排序 

情景开发 

• 衍生主题 

• 概述情景逻辑 

• 运用系统逻辑构建情景

叙事 

战略发展 

• 评估对战略的影响 

• 制定稳健、面向未来

的战略 

• 发布情景和实施战略 

• 随着未来发展，修改

情景和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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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模式：情景分析的核心目标是揭示领导者如何解释公司及其周围世界的隐含假设、

偏见以及思维模式。改变思维模式通常是成功进行情景分析的先决条件。 

• 决策：情景分析的另一个目标是围绕关键战略决策改进信息和思维模式，考虑更广泛

的战略方案，明确考虑关键驱动力和不确定性。 

• 领导支持：高管层的赞助和支持对于成功的情景分析至关重要，因为这涉及到公司决

策的广泛方面。 

 

2. 情景构建 

 

有多种开发情景的方法。
165
 本小节列出了构建情景的六个一般步骤（图 A2-2，第 79

页），并将该图作为介绍。公司寻求有关构建气候相关情景的其他指导，应参阅 参考文献 

一节。 

 

2.1  第 1 步：评估外部环境 

• 确定过去的趋势 

• 描述当前气候状况 

• 识别公司当前的气候风险 

 

在情景构建过程开始之前，公司应该对其经营所处的气候环境、与气候相关的过去趋势

以及围绕其运营的当前环境形成基本的了解。公司可以利用可用的公司研究和数据、外部来

源和主要的内部专家进行此项评估。收集信息的重点应该是影响公司过去与当前的气候相关

条件，包括与气候相关的基本物理趋势和转型趋势，以及这些过去趋势背后的力量。一些需

要考虑的问题包括： 

 

2.1.1 通则 

• 过去哪些与气候相关的模式、趋势、事件或变量对公司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因素

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对公司产生影响的？ 

• 气候相关问题影响公司及其环境（如供应链、客户、运营等）的其他潜在接触点有

哪些（包括物理潜在的接触点和转型潜在的接触点）？ 

2.1.2 物理风险166 

• 极端（短期）事件（如洪水、极端温度变化、风暴）和气候逐渐（长期）变化（如

农业产量或水资源可获得性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升温和降温的需求）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国

 

 
 
165Amer, Daim and Jetter 2013，《情景规划评论》；Varho and Tapio 2013，《将定性和定量与 Q2 情景技术相结合-交通和气

候方面的案例》；Varum and Melo 2010，《情景规划文献的方向-对过去几十年的回顾》。 

 
166同时请见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建议》2017，第 72-73 页的表 A1 和表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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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自然危害有哪些？ 

• 会对不动产、基础设施、业务连续性、人员和食品系统产生什么影响？ 

• 是否有任何重要的国际传输渠道（如贸易或供应链）？ 

•  正在实施什么样的适应措施（例如作物类型的转变、水资源法规、海岸保护措

施）？ 

2.1.3 转型风险 

• 正在考虑或实施何种类型的政府政策（如碳税、直接监管、补贴）？ 

• 哪些技术趋势可以在未来几十年发挥关键作用（例如可再生能源、碳捕获和封存、

机动车电气化）？ 

•   消费者偏好（例如交通需求、饮食、节能住宅、节能电器）是否有任何显著变化？ 

•  经济中哪些部门尤其面临政策或技术中断的风险（如能源部门、农业、建筑、工

业、运输和货运）？ 

图 A2-2 情景流程详述 

C
节
 

制定情景分析组织要求 

结构、监管、流程、利益相关方 

第
1
步
 

评估外部环境 

过去和现在的趋势，公司当前的气候风险。 

第
2
步
 制定焦点问题 

气候相关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可能对我公司带来什么影响？我们应该

做什么？什么时候？ 

确定时间范围 

（短期、中期、长期） 

第
3
步
 

识别驱动力         给驱动力打分并排序 

类别 

S — 社会 

T — 技术 

E — 经济 

E — 环境 

P — 政治/政策/法律 

• 对公司而言是外部因素 

• 与焦点问题具有相关性 

• 直接影响公司或某位主要利益相

关方 

• 可能带来正面或负面影响 

识别不确定性并排序 

识别影响并排序 

第
4
步
 

使用高影响/低不确定性驱动力制定情景基线 

（例如：在任何/大多数未来状态下可能发生的驱动力和趋势） 

为每个情景草拟叙事 

• 使用“影响力高/不确定性程度高”的驱动力草拟初始情景 

• 描述每个驱动力如何发展，及其在情景时间范围内的影响 

• 描述驱动力如何相互作用 

• 转换为 2x2矩阵以确定情景主题 

• 开发情景叙事，描述驱动力之间的假设因果关系、驱动力如何在未来发挥作用（路径）和预期结

果 

第
5
步
 

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量化情景的各个方面 

• 主要（社会、人口、经济）趋势和驱动力 

• 公司和行业关键绩效指标 

• 对市场、供应商和客户的合理影响 

• 对资产价值、生产力、收入、成本等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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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情景质量 

合理性；内部一致；推理的逻辑路线；对目标受众有意义； 

出乎意料/挑战目前的假设 

提出情景以供反馈，并根据需要进行修订 

最终敲定情景 

E
节
 

做出结论并制定战略方案 

• 这些情景会对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风险和机遇）？ 

• 公司当前的战略、政策和能力如何使公司做好应对这些情景的准备？ 

• 现在和将来应该考虑哪些新的战略方案？ 

• 哪些路标/警告信号会触发未来选择的实施？ 

 

战略方案反馈 

使用选定的方案为战略规划提供信息；制定战略及其他支持计划 

第
6
步
 确定标志指标，以此监控未来发展 

• 确定驱动力中重大变化的阈值 

• 确定指标，以此警示关键不确定性的变化 

定期迭代情景分析 评估情景分析流程 
 

 

公司应根据这些信息确定其当前来自气候变化的风险和机遇（图 A2-3），并了解这些

风险和机遇的问题范围、知识差距和影响。 

在评估与气候相关的风险时，公司应着眼长远。气候变化可能会在多个社会、经济和生

态方面产生重大变化。例如，长期和短期自然事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商业设施、运营和

供应链。167 气候变化也会推动生态系统的变化，生态系统为企业提供原材料和其他投入。

最后，气候变化会影响企业运作所处的社会和经济系统，即市场、社会、政策、法律框架和

技术创新。公司不仅要对各种风险敏感，还要对复合风险、风险动态、反馈、临界点和不可

逆转的结果保持敏感。168 

即使一家公司认为自己没有受到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但与气候有关的风险也可能通过

下述渠道扩散开来：(1)从一个部门的产出转移到其他部门的投入；(2) 竞争消费者预算的

产品； (3) 争夺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土地、水）的部门。169 

更广泛地说，气候变化在对投资、消费和价格带来变化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宏观经济影

响，这可能会影响到公司。许多部门可以通过间接渠道看到对生产计划、供应链、分销网络

以及员工和客户流动性产生的影响。170 这些与气候相关的影响可以转化为对公司的影响，

这表现在各个方面上（战略、运营、声誉和财务），存在于整个价值链和多个地理位置之中，

 

 
 
167例如，物理气候风险生成对转型风险的反馈，而转型风险反过来，又通过关于适应、缓释、投资和增长的社会经济假设

而影响由物理风险引起的作用。 
168Zscheischler, Westra and van den Hurk 2018，《复合事件带来的未来气候风险》；Lemoine and Traeger 2016，《推翻气候

多米诺牌的经济学》；Jurgilevich, Rasanen and Groundstroem 2017，《对气候风险和脆弱性评估中动态的系统回顾》；

Lenton and Ciscar 2013，《把临界点纳入气候影响评估》。 
169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14，《第五次评估报告 2014 年气候变化：影响、适应和脆弱性》，第 10 章。 
170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 2019，《商业风险、机遇和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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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处于各种时间范围。 

图 A2-3 风险和机遇评估框架 

 

取用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14 年，第 19章定义 

 

2.2  第 2 步：问题定义 

• 确定焦点问题 

• 确定覆盖范围 

• 确定情景的时间范围 

 

下一步是确定应该应用情景分析的焦点问题。这一步十分重要，因为在情景开发和分析

过程中，焦点问题是许多决策的关键所在。171 

在思考焦点问题时，公司正在围绕“气候变化可能如何影响我们【的公司、业务部门、

产品、商品投入、客户细分】，我们应该做什么，以及何时采取行动？”这一问题细化情景

分析的重点，公司应考虑的一些问题如下： 

• 需要探讨哪些可能的未来发展？ 

• 需要哪些变量来支持决策？ 

• 哪些力量和发展最有能力塑造未来的表现？ 

公司可能能够利用公开的全球和地区情景，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国际能源署

情景，以便帮助提供更广泛的背景，更好地确定公司的焦点问题。 

在阐明焦点问题时，公司还应界定其分析范围。情景分析是否包括整个公司、特定的业

务部门或产品线，或是关键的投入，如特定的商品？对于刚开始使用情景的公司而言，从一

个更集中的边界入手可能是有益的（例如某个关键业务部门或特定的商品投入），随着经验

的积累，将情景分析扩展到整个公司。 

 

 
171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 

危害 风险敞口 
脆弱性/敏

感性 
影响 

可能发生的气候相

关事件或自然影响 

在可能受到危害影

响的地方和环境中

的人员、生态系

统、资源、基础设

施或经济/社会资产 

易受影响的倾向或

素因，如对伤害的

敏感性或易感性，

以及缺乏应对和适

应能力；非气候压

力源可能导致与气

候相关的脆弱性 

在采取适应和缓解

措施后，仍然会对

组织产生气候相关

脆弱性的影响及后

果，包括对组织运

作所在的社会、经

济和生态系统产生

的更广泛的间接影

响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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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4 情景范围 

 

纵轴是“驱动力 A 组”，横轴是“驱动力 B 组”。关于情景开发的双轴方法和不确定性情况的说明，请参阅本附录的 第 4

步 （第 84 页）。 

 

接下来，公司应该为待考虑的焦点问题确定时间范围。例如，这些情景是否会解决 2040

年、2050年或其他时间范围内的焦点问题？在确定适当的时间范围时，公司可能需要考虑诸

如公司资本规划和投资期限以及公司主要资产的使用寿命等因素。 

此外，公司可能会希望调整情景时间范围使其与气候研究组织情景中使用的时间范围保

持一致。例如，一家公司可能会考虑按照《巴黎协定》下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重大更新周期

来调整时间范围。 

“使用一个只延伸到未来几年的时间框架不能把一些重要问题考虑在内，这些问题的答

案可能取决于气候变化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才能够有所察觉，尽管

如此，它们对今天的公司价值来说仍然十分重要。”172 

最后，要确定情景的数量，这点十分重要。驱动力开发的同质假设或情景数量过少可能

会影响分析。而情景太多可能对决策者是不堪重负的，并使情景的使用变得复杂化。情景数

量应足以涵盖相关影响和不确定性，这是需要通过判断得到的。 

 

 
 
172Wasim 2019，《企业（非）气候变化信息披露》。 

A. 情景过于同质 B. 情景过少 

C. 情景过多 D. 情景的数量和多样性得当 

https://columbialawreview.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Wasim-CORPORATE_NONDISCLOSURE_OF_CLIMATE_CHANGE_INFORM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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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第 3 步：识别驱动力和关键不确定性 

• 确定与公司焦点问题相关的关键模式、趋势和变量的驱动力 

• 围绕已确定的驱动力的影响，识别关键的不确定性 

 

通过检查和描述可能影响焦点问题结果的外部因素，以此围绕焦点问题构建情景。 173 

目标是从概念上理解业务环境及其与气候相关的各种关系。 

2.3.1 识别驱动力 

识别驱动力的一个典型方法是，在研讨会环境中进行头脑风暴会议。研讨会可以包括情

景团队成员、内部利益相关方或两者皆有。也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识别驱动力。174 

在 第 1 步 （第 78 页）中进行的评估是识别相关驱动力的良好起点。然后，公司可以

对与气候相关的物理驱动力和转型驱动力进行头脑风暴，以及把分析扩展到未来。这些驱动

力可能会继续发挥作用，并且是对公司焦点问题下决策的关键所在。一些需要考虑的要点包

括：175 

• 驱动力或驱动因素可能造成的未来结果； 

• 驱动力或驱动因素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 是什么影响了驱动力或驱动因素。 

在可行的情况下，公司应尽量系统地识别出那些影响焦点问题决策的力量。一种方法是

使用社会环境、技术环境、经济环境、生态环境和政治法律环境（STEEP）框架（图 A2-5，

第 85页）。176 可以把已经识别出来的驱动力按照以下三类分组：177 

• 宏观力量：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背景（通常在国家或全球层面），焦点

问题将在其中演变；178 

• 微观力量：更加具体的行业、市场和竞争条件，将在其中制定与气候相关的战略； 

• 决策力：在制定应对公司层面影响的战略时，应考虑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2.3.2 识别不确定性 

在识别了相关的驱动力之后，必须识别这些驱动力影响的相关不确定性。这一过程有助

于公司了解不确定性的主要领域，即驱动力如何在各种可能的未来发挥作用。这方面的不确

 

 
 
173Chermack 2011，《情景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进行情景创建、使用和评估》；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

略家指南》。此类因素在情景文献中通常称作驱动力，也可描述为趋势、条件、事件等。 

 
174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

略》；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and Burt 2002，《第六感：用情景来加速组织学习》。 

 
175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176关于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STEEP）类别中可能的气候驱动因素进一步阐述，见 Haigh, 《气候变化情景

规划：战略家指南》， 2019, 第 110-146 页。 

 
177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178此处可参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国际能源署的情景，帮助公司的情景在较大范围内符合目前的气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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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是指与驱动力影响有关的不确定性，而不是驱动力本身的不确定性或这些驱动力产生的

事件的不确定性。例如，技术的使用和速度的增长是一个可预测的驱动力/事件-因此它作为

驱动力的不确定性很低-但对特定公司或行业而言，这种驱动力的影响可能具有高度的不确

定性。179 为了帮助识别不确定性，可以把驱动力分为具有预先确定或可预测影响的驱动力

和具有不确定影响的驱动力。 

2.3.3 使用“影响力高”和“不确定性高”给各种驱动力排序 

一旦确定了相关驱动力和相关不确定性，下一步是根据驱动力对公司的潜在影响程度

（从低到高）和这些影响的不确定性程度（从低到高）对驱动力进行排序。进行这种排序的

一种方法是影响力-不确定性矩阵，如图 A2-5（第 85 页）所示。以下定义有助于构建排序

空间：180 

• 定义影响/重要性：驱动力对未来结果产生影响的强度，这些未来结果是与焦点问

题相关的关键决策因素导致的。 

• 定义不确定性：在一个情景的时间范围内，对未来发展和结果（某种驱动力的）不

可预测的程度。测试不确定性的一个方法是，公司内部专家不能就结果达成一致。 

2.4  第 4 步：草拟情景叙事 

• 确定情景范围 

• 确定情景逻辑 

• 草拟并精炼情景叙事 

• 检查情景 

下一步是草拟情景叙事或故事线。故事线的目标是“促进、激发和表达未来的愿景……

期望是具有创造性、严谨性、内在连贯性和合理性的。”181这一步涉及到发展主题和逻辑。 

专栏 A2-1 在定义不确定性时要问的问题 

我们是否知道： 

• 决定驱动力的历史、当前和未来状态的因素？ 

• 驱动力的内部运作——周期性、永久性的变化，或者是综合的？ 

• 历史趋势、关键事件、趋势中断和极端情况产生的结果？ 

• 驱动力的当前状态？ 

• 在所选择的驱动力时间范围内，可能出现的状态和结果？ 

• 在公司的时间范围内，驱动力最关键的不确定性是什么？ 

资料来源：（Haigh，2019 年，第 62 页） 

  

 

 
 
179Van Der Heijden, Bradfield and Burt 2002，《第六感：用情景来加速组织学习》，第 206-208 页。 
180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108 页。 
181Rounsevell and Metzer 2010，《为环境变化评估开发的定性情景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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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5 驱动力的社会、技术、经济、生态和政治法律环境（STEEP）模型 

 

 

2.4.1 情景主题 

应使用影响力—不确定性矩阵（图 A2-7，第 86 页）右上角单元格中的“影响力高/不

确定性高”来制定情景主题。为了做到这一点，公司从该单元中抽取两个排名最高的驱动力，

或者将该单元中的驱动力组合成两个类似驱动力的集群。然后，可以使用两个最高排名的驱

动力或两个集群来确定两个替代假设，即驱动力在未来的时间范围内将如何发挥作用。这两

个假设形成了两个看似合理但位于极端的轴。182 

两个轴组成一个 2x2 矩阵，集中于与该集团焦点问题的关联度最高的驱动力组合上。可

以把矩阵中四个单元中的各个单元用来围绕该单元的驱动力展开一个情景叙事，从而产生四

个情景，其涵盖与公司焦点问题相关的各种关键不确定性和驱动力。 

图 A2-6 提供了这种方法的示例。这些是使用 2x2情景矩阵开发的情景，这些情景矩阵

沿着政策响应（有序/无序）和气候目标（满足/未达到）的轴线区分开来。各国央行与监管

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在评估气候风险对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他们的焦点问题）的影响时，把

这些具体的驱动力列为最重要的两个方面。 

  

 

 
 
182见 Ralston and Wilson 2006, 《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的第 111-117 页，以了解这一方法的逐步概

述。 

社会 

社会/生活方式因素 

人口统计模式 

卫生和教育趋势 

国内稳定和紧张局势 

  技术 

基本研究趋势 

新兴技术 

技术传播 

  经济 

宏观经济趋势 

微观经济趋势 

地区/国家差异 

金融资本趋势贸易规

则/保护主义 

环境 

 生态系统趋势 

气候/天气趋势 

污染 

回收利用 

能源 

废物处置 

土地使用 

    政治 

政策 

法律/法规 

法院决议 

政治态度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86 

 

 

图 A2-6 情景 2x2 矩阵 

                    

 

图 A2-7 影响力-不确定性矩阵（左）和替代情景矩阵（右） 

 

图 A2-7 备注：在“影响力高/不确定性高”单元中，只能排序有限数量的驱动力和驱动因素。有助于该排序流程的一种方

法是，在“影响力高/不确定性高”单元中设置驱动力的百分比阈值（例如<25%）。这种目标有助于把重点放在决策线上，

以此决定应该把哪种驱动力归入矩阵的各个单元之中。 

资料来源：改编自 Ralston and Wilson 2006, 《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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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8 基于政策响应的情景矩阵 

 

资料来源：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呼吁行动：气候变化是财务风险的来源》，2019 年 

 

2.4.2 开发情景逻辑 

情景叙事的另一个关键方面是内部逻辑。情景逻辑描述了各种驱动因素和结果变化之间

的关系，包括所述关系背后的因果假设。换言之，情景逻辑寻求解释驱动因素之间的假设因

果关系，以及这些驱动因素为达到结果而可能采取的发展轨迹或路径。因此，情景逻辑建立

了情景情节的内在一致性和合理性。 

2x2 矩阵（图 A2-6，第 86 页）构成了开发情景逻辑的起点。情景逻辑所描述的情景应

广泛“代表”矩阵中四个象限中的每个象限，并能够在最佳程度上覆盖公司所面临的“不确

定性信封（不确定性的整体范围）”。183 

情景逻辑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描述从现在到未来情景结果的情景路径。驱动力和假设的

不同组合将导致一系列看似合理的发展路径，甚至导致相同的结果。任何情景下都可能存在

多种路径，反映出“关于气候系统动态、经济条件、能源使用、可用技术和政策行动时间”

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不同的“全球排放范围、碳预算（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排放量）和年度

全球温室气体减排水平……符合一个全球温度结果”。184图 A2-9 列示了与 2°C 结果一致的

多种路径。 

 

 

 
 
183见 Carlsen, Erikson and Dreborg 2016，《对情景空间的系统探索》，和 Lord, Helfgott and Vervoort 2016，《在多维探索性

的未来技术中选择多样化的可信情景集》，了解生成尽可能多样的不同情景的技术方法。 
184Rose and Scott 2018，《基础决策：为公司考虑全球气候情景和温室气体目标提供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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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2-9 多种与 2℃情景一致的排放路径 

 

2°C 路径（空白处）和已选定排放路径（虚线部分）的范围是基于 408 种不同情景确定的。 

资料来源：Rose & Scott，2018 

 

为了了解不同路径的基本假设，设定公司层面的潜在风险、影响和不确定性至关重要。

不同的假设（进而导致路径不同）可以对公司层面的影响造成显著差异。公司应考虑的一些

路径特征包括： 

• 路径的坡度（例如，发展速度）； 

• 路径的形状（例如，达到峰值排放和净零排放的时间）； 

• 关于技术部署和时间安排的假设，例如碳捕获和封存； 

• 关于政策时机、所用政策工具类型、部门覆盖的假设； 

• 关于能源系统转型及其时间安排的假设（如能源构成、需求、效率）； 

• 关于部门和地理应用的假设。 

情景可分为“有序”或“无序”路径。有序路径通常假设在整个经济中应用全球协调的

气候政策行动且效果立竿见影。无序路径包括可能延迟的转型行动，缺乏足够的协调或一致

性，或者突然从技术或社会角度发生转变的状态——这种路径将可能会对某个特定部门和行

业或整个整体带来更高的风险和成本。 

在转型风险方面，“无序”路径的特点是，随着时间推移，在政策延迟、政策执行不协

调或脱节，以及意外的技术变革/中断或市场、社会或法律突然变化的推动下，沿路径变化

的速度和规模发生改变。 

在物理风险方面，无序路径背后的推动力可能是存在所谓的气候系统临界点。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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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临界阈值下的微小变化可能会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长期的、可能是不可逆转的后果

（即制度转变）。185 这些气候临界点对物理影响、生态系统服务和生物多样性都会造成影

响，因此也会对企业产生影响。 

最后，物理方面的不确定性和转型方面的不确定性都可能会引发更大的气候影响或更严

重的社会经济反应，这反过来又可能影响到各个部门、公司和具体投资的成本。186 

在开发情景的过程中，公司应考虑将“无序”路径的假设纳入到一个或多个情景之中。

纳入这些假设可以帮助公司突出基于理想化、有序转型的情景所带来的不同风险。 

2.4.3 草拟并精炼情景叙事 

应该使用情景主题和逻辑来编写情景叙事。通过呈现一个无缝的、完整的叙事，各情景

的故事情节应将历史事件和当前事件与假设的未来联系起来，描述事件的因果序列（路径）

和潜在的驱动因素、假设和受影响系统。目标是创造故事，捕捉历史趋势和力量，以及在未

来它们将如何展开或演变。各个情景应侧重于主要驱动力的不同组合，以便做到区分和富有

挑战性；情景不应该是单个“基准”情况的派生。 

有很多种方法来草拟情景情节。Haigh187建议，应首先使用矩阵左上角和中心单元格中

的“影响力高/低至中等不确定性”驱动力，以此创建一组在所有四种情景下都会出现的条

件基线（图 A2-10，第 89 页）。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情况，这些驱动力都会对公司产生影

响。在这一阶段，可不考虑低至中等影响类别的驱动力。 

图 A2-10 基线和区分情景驱动力 

 

  

 

 
 
185这种临界点可能引发气候系统以外的级联影响。见北极理事会 2016，《北极韧性报告》，第 3.2 和 3.3 节，特别是图

3.4b，以及 Kinzig, Ryan and Etienne 2006，《韧性和制度转变：评估连带效应》。另见 Gladwell 2000，临界点；Lenton, et 

al. 2008, 《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临界点因素》；Lenton and Ciscar 2013，《把临界点纳入气候影响评估》；Lemoine and 

Traeger 2016，《推翻气候多米诺牌的经济学》；以及 Van Ness, et al. 2016，《“临界点”是什么意思》。 
186Rose and Scott 2020，《对 1.5℃和其他较新全球排放情景的回顾》。 
187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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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lston 和 Wilson 建议，应先写一段简短的描述，描述每一个情景及其产生的动力、主

要驱动力和各种结果。使用该描述为每个情景拟定一至两页的叙事。188 

发展情景情节的一些指引包括：189 

• 发展一个开头、中间和结尾——展示发挥作用的驱动力，它们如何发展和相互作用，

出现的新驱动力，并在故事结尾展示战略图景的变化。 

• 并不是一切都会变化，因为有些要素在情景中仍然保持着合理的一致性（基线元

素）。 

• 纳入人物，戏剧或冲突，以此表现出世界是如何变化的，哪些方面发挥了作用。 

• 让每一个故事都别具一格，富有想象力。 

编写情景叙事时要记住的其他原则包括：190 

• 戏剧中要考虑到： 

- 人物（谁）； 

- 事件（干什么）； 

- 时间框架（何时）； 

- 场景（何地）； 

- 道具（怎么做）； 

- 动机（为什么）。 

• 思考未来、不确定性和系统。 

草拟情景叙事是一种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需要思考未来如何展开。每种情景中

的独特驱动力可能会如何影响公司及其关键利益相关方？各种驱动力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目

标应该既合理又出乎意料。 

应检查情景叙事的趋势是否与选定的时间框架相一致，是否以符合逻辑和科学的方式组

合结果，以及是否认为情景具有合理性（尽管具有挑战性，而且可能是极端的）。 

在评价情景叙事的质量时有三个标准尤其重要，即相关性、可信度和合法性。为了确保

相关性高，情景应把重点放在具体的决策或问题上（即焦点问题）。高可信度涉及采用一种

有据可查且可应用的情景方法，结合有效的、有科学研究支持的数据和关系。通过广泛和具

有包容性的利益相关方协商、透明度以及广泛接受和可理解的输出，可加强合法性。应检查

最后的情景叙事，确保其涵盖 专栏 A2-2 中所示的关键因素。 

  

 

 
 
188拟定好情景草案之后，可以编制一个表格，对比每个情景未来的关键要素以及情景的发展流程。这个表格有助于对比和

检验每个情景中驱动力演进的不同点，并确定情景的不同点是合理、可信的，并涵盖所有的可能性（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第 127-130 页）。 
189Ralston and Wilson 2006，《情景规划手册：在不确定的时期制定战略》。 
190Lindgren and Bandhold 2009，《情景规划：未来与战略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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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 5 步：情景量化 

• 就量化目的达成一致 

• 使用模型时的注意事项 

• 其他量化工具 

定性叙事可能得益于定量信息。191 举例来说，通过图表和趋势数据用数字形式描述企

业未来可能面临的情况，这可能有助于对未来状况进行更详细的说明。 

2.5.1 为什么量化？ 

对情景进行量化有很多好处。首先，情景量化有助于以更具体和明确的方式说明主要趋

势或驱动力量。第二，某些听众可能习惯于数字呈现，因此数字的使用可以提高整体交流效

率。第三，量化可能使情景分析更严谨，更成熟。 

专栏 A2-2 情景的基本组成部分和特点 

• 期限年——选定的未来情景截止时间（例如 2050年、2100 年）。 

• 焦点问题——公司寻求解决的关键问题或潜在决策。 

• 驱动力或驱动因素——涉及焦点问题变化的潜在外部原因，这些变化源于 STEEP 类

别中（即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各种广泛的过程。要把一个过程视为驱动因

素，该过程应（1）在一段时间内是连续的，并且（2）以持续和一致的方式影响焦点问题的

结果。一个有时间限制、偶发的过程可能不是一个驱动因素，而是一场危机或冲击。 

• 情景逻辑——描述各种驱动因素和变化之间的关系，包括所描述关系背后的因果假

设。情景逻辑寻求在支撑情景的各种陈述和假设之间建立内部一致性。 

• 发展路径——当前和未来状态之间的轨迹，产生于情景逻辑设定的驱动因素和相关

因果关系。 

• 关键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与驱动因素、假设和情景逻辑如何发挥作用，以及这些

不确定性的来源（视情况而定）。 

• 故事情节——一种将历史和当前事件与假设的未来联系起来的叙事。通过呈现一个

无缝的综合叙事，描述事件的因果序列（路径）和潜在的驱动因素、假设和受影响系统。 

• 合理性——情景中的事件应该是可能发生的，叙事应该具有可信度。 

• 独特性——每个情景的重点应该是含有关键驱动力的不同组合。 

• 一致性——每个情景都应该有强大的内部逻辑。情景分析的目的应该是探索各种因

素相互作用的方式，每个行动都应该有一个反应。 

• 相关性——考虑到公司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在公司所面临的战略和/或金融

方面，每个情景以及作为一个整体情景组合应该有助于对未来获得深入见解。 

• 挑战性——情景应该挑战传统观念和对未来的简单假设。情景应该尝试探索替代方

案，这将显著改变照常假设的基础。 

 

 
 
191Alcamo 2008，《SAS 方法：在环境情景中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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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如何实现量化 

应在可能需要和尽可能有意义的情况下对信息进行量化。任何数值说明都应该是清楚的，

对情景用户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并且在情景中有明确的目的。 

量化侧重于情景的两个方面——情景叙事和驱动力的描述，包括其发展路径和结果。例

如，在频谱结束时，量化可能涉及对趋势、事件和情景叙事的其他方面（如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人口增长、排放增加）使用简单的数量描述。量化还可能涉及更复杂情景路径和结果的

表述，这种定量信息的使用通常是由数学模型产生的。企业应该根据他们使用情景的不断发

展和成熟经验进行量化。并不是所有企业都需要为了在一开始实现量化而详细阐述定量情景

或使用复杂的定量模型。 

2.5.3 使用模型和其他工具进行量化 

在这个阶段，可以开发和应用形式化的模型来量化每个情景的结果，使可能的次要影响

具体化，并进一步检查其合理性。企业也可使用内部模型来预测产品需求或商品价格，为其

情景提供信息。 附录 3 列出了一些商业上可用的开源工具和数据集，这些工具和数据集可

以帮助企业量化他们的情景。 

 

2.6  第 6 步：情景更新 

• 频率如何 

• 修改当前情景或情景重建 

 

情景不是静态的，情景分析也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流程。正如企业的计划应该随着环境的

变化而更新一样，企业的情景也应该随着这些计划的输入进行更新。情景应该定期更新。有

些企业会在每个完整的战略规划周期之前更新他们的情景，而处在动荡环境中的企业可能希

望更频繁地更新他们的情景。重要的是要记住，企业环境中气候相关发展的明确信号可能需

要一段时间来发挥作用，然后才会被纳入情景分析更新范围。更新情景可能涉及回顾以前的

情景并在必要时更新它们，或者可能涉及更广泛的零基础的情景重建。Haigh192主张从零开

始的情景重建方法，并说“开发新情景将有助于对抗任何依赖现有情景的趋势。” 

扩展阅读 

《情景规划手册：制定不确定时期战略》，Bill Ralston 和 Ian Wilson，2006年。 

《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Nardia Haigh，2019年。 

《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Kees Van Der Heijden，2005年。 

《情景组织中的情景规划：如何进行情景创建、使用和评估》Thomas J. Chermack，2011年。 

《为环境变化评估开发的定性情景情节》Mark D. Rounsevell 和 Marc J. Metzger，WIREs 气候变化，1：

606-619，2010年。 

《未来和情景分析的方法：概述、评估和选择标准》，DIE 研究项目“发展援助政策”，Bonn2007 德国

研究所，ISBN 978-3-88985-375-2 （Kosow & Gabner，2008年）。 

 

 
 
192Haigh 2019，《气候变化情景规划：战略家指南》第 1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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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所选情景工具和信息摘要
193
 

在使用情景分析时，公司应该根据其特定的业务风险和机遇调整其方法、数据和情景。

公司应选择一种可靠的、适用于其业务并能够提供所需输出的方法。 

作为其实施工作的一部分，公司越来越需要工具、数据和信息来支持和促进对气候相关

风险的情景分析。作为回应，提供数据、工具和研究的开放源码和商业提供商正在形成一个

新兴的、不断增长的市场，以支持并进行物理和转型风险和机遇的情景分析。此外，协助各

组织选择和应用这些资源的方法指导也正在制定中。 

该市场正在迅速演变，以应对利益相关方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气候科学的持续发展。各个

提供商不断开发新的工具和资源，扩大他们的地理位置、行业、排放情景、投资期限、以及

风险和机遇的覆盖范围，从而改进他们的产品。提供商之间也在进行合并，从而提供了更大

规模和范围的服务。 

为了帮助理解和找到市场上可用的情景工具和数据，下表对可选择的一些开放源码和商

业服务提供商进行了总结。在探索表格中列出的各种方法时，读者应该考虑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行业、地理和相关风险，以确定哪种方法最适合他们的需要。此外，公司应该仔细考虑服

务提供商使用的方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于计划排放和温度路径以及其他公司重要因素

（例如假设、方法、逻辑）发展路径的方法，以及用于将数据降尺度到区域和局部范围的方

法。 

 

1. 情景服务和数据的当前市场概述 

 

1.1 提供商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从气候数据到分析工具，用于生成情景分析和气候

风险评估。 

这些解决方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门用于进行情景分析的解决方案（表 A3-1，

第 97-103页），另一类是提供支持情景分析的数据或信息的解决方案（表 A3-2，第 104-115

页）。第一类由分析工具组成，其可基于代表客户进行的情景分析或气候风险评估，对与气

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的暴露程度或影响进行评估。第二类由提供数据（包括研究和分析工具）

的提供商组成，使用户可以探索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并为情景分析做准备。 

 

1.2 大多数数据和工具提供全球覆盖。 

大多数数据和工具提供了全球覆盖，尽管覆盖的粒度级别不同（例如城市级和国家级）。

一些数据和工具关注或排除了特定地区，但大多数数据和工具覆盖了全球 200多个国家。 

 

 
193免责声明：由于市场快速发展的本质，可能出现表格 A3-1（第 96-102 页）和表格 A3-2（第 103-112 页）里没有显示的

新情景，也可能在初次研究之后发生兼并或合作关系，因此没有体现在表格中。表格仅基于提供商网站及其他相关网站或

发布上可得到的公开信息。这些信息不是基于向提供商额外咨询的信息，如果读者需要更多信息，建议直接与提供商联

系。以下表格中所列出的任何提供商，均不直接或间接体现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或其成员对提供商以及提供商的

方法或数据的任何支持、确认或推广。更确切地说，这些表格中仅确认了这些提供商宣传/提供了支持情景分析的相关资

源。公司应在聘请任何第三方协助其进行情景分析之前，自行对供应商的方法进行尽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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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大多数分析工具在金融行业内部使用，但也适用于其他行业。 

大多数分析工具主要是供金融行业使用的（如银行、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等），因为

输出可让用户确定其投资组合中与气候相关的风险，以及机遇暴露和影响。这些工具使用一

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在资产级别评估风险，并将风险汇总到公司或投资组合层面。当选择一

种方法时，公司应评估不同的方法如何符合他们的具体需要。例如，金融公司可能更喜欢能

够在投资组合层次上聚集风险的工具，而非金融公司则喜欢能够对选定的资产进行详细评估

的工具。 

 

1.4 关于转型风险和机遇的数据和分析工具市场正在增长。然而，某些功能是有限的，

并且通常不披露提供商的方法。 

转型风险更难评估和量化，然而越来越多的提供商能够支持或进行转型风险和机遇的情

景分析。但是，公司需要仔细评估服务提供商所采用的方法，了解它们是否正在生成有关其

具体气候相关风险的有用信息。此外，进行情景分析的服务提供商在其覆盖范围和能力方面

面临着局限性，例如投资期限较短（例如有些只把时间延长到未来的 5-15 年，而不是 2050

年），数据粒度较低（即，国家或大陆级别），并侧重于特定行业（即，能源行业和能源密

集型行业）。 

用于评估转型风险和机遇的方法也缺乏透明度。一些提供商对物理风险情景分析工具的

方法描述非常详细，有些提供商提供了所使用的方程式和数据源；但是，对于转型方向，这

种详细程度的方法细节通常不会被披露。这可能是由于用于进行转型风险和机遇评估的假设

和情景的定制性质，以及对专有解决方案的保护措施。 

 

1.5 解决方案通过一系列平台交付，尽管大多数是基于软件的分析工具，专有或开源的

均有。 

一些提供商提供研究和数据集，但许多提供商已经开发了基于软件的分析工具，这些工

具可以补充或全面地进行气候相关风险和机遇的情景分析。情景分析工具通常是专有的，并

且是商用的，从而导致关于数据来源和方法的公开信息有限。对于这些工具，分析通常由提

供商执行，输出是有偿的。 

基于 web 和开源的数据和分析工具（即免费提供）通常允许用户探索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和机遇相关的趋势，可作为情景分析输入。这些工具还可用来识别相关的风险和机遇，这有

助于确定情景分析的范围。 

 

1.6 输出范围从风险敞口评级到量化的财务影响。 

对于支持情景分析的工具，输出通常包括与气候、能源需求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相关的

趋势。 进行情景分析的工具通常在资产和投资组合层面产生量化的财务影响，例如风险价

值（VaR）。一些工具还提供评级、评分或指标（例如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有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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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准进行比较。输出通常用时序图或热图表示。许多平台是交互式的，一些专用工具会自

动生成报告供客户使用。 

各种输出所创造的价值将取决于每个公司的需求。一些公司可能寻求风险的量化财务影

响，而另一些国家可能更喜欢定性或基于风险敞口的输出。在选择一种方法时，公司应该考

虑如何在风险管理活动、战略规划和/或目标设定中使用来自气候风险评估的信息，以及哪

种输出是最可取和最有意义的。最后，企业应评估评分或评级方法，确保其在科学层面得到

很好的支持，还应评估基准方法在某个特定部门或行业是否有意义。 

 

2. 评估工具和方法 

 

新的研究正在出现，正在为气候相关风险评估建立技术基础，可为方法论的发展和应用

提供指导。例如，当选择开源或商业情景工具或方法，或开发应对气候转型风险的内部能力

时，企业应考虑以下问题（Rose & Scott，2020 年）： 

1. 是否考虑了以下不确定性，如何考虑？ 

a. 温度-排放量关系？ 

b. 全球排放路径是否可行？ 

c. 政策设计特点是什么？ 

d. 非气候相关参考条件（例如市场、技术）？ 

2. 是否使用了全球情景结果？如何处理不确定的问题？ 

3. 如何考虑公司的特定背景？ 

4. 公司之间是否有一个明确或不明确的统一目标，或者该目标是否允许不同的公司之

间有存在差异？ 

5. 考虑到不确定性，这种方法是否具有灵活性？ 

6. 对替代战略进行定量比较有可能吗？ 

7. 评估战略稳健性的方法是什么？ 

8. 是否考虑了公司资产和投资的全部（系统）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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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 被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 

截至 2019 年 12月 31 日的提供商总结 

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不对这些提供商做担保或推荐。在使用任何提供商之前，公司应履行自己的尽职调查。 

图例： 

 商用工具和数据 

 开源工具和数据*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2° Investing 

Initiative 

（2dii）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巴黎协定》资本转型评估：一个基于

网络的免费工具，分析在多种情景中股

票和固定收益投资组合面临的气候相关

转型风险。（更新版本将于 2020年发

布） 

输出了什么？ 

低碳技术投资组合的风险敞口细分（以

市场风险敞口为基准）和显示投资组合

中技术与不同排放情景一致性的图表明

细； 总结成一份定制化的机密报告。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技术风险（化石燃料、电力和汽车行

业的低碳和高碳活动风险敞口）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仅 2℃ 

投资期限：5年（仅限于资本支出

（CapEx）规划的时间范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数

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重点关注化石燃料、电

力和汽车（碳密集型）行业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覆盖范围 

分辨率：可以在国家或大陆层级区域显

示区对高碳活动的风险敞口（例如煤炭

开采）。 

链接 

 

Acclimatis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Aware for Projects™：提供一个在线

工具，使用户通过识别与热点地区的气

候相关脆弱程度来筛选气候风险投资。 

输出了什么？ 

•表明组织、人口或基础设施脆弱性的

指数。 

•提供详细的报告和图形输出，包括气

候脆弱性热点地区的地图。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多重风险，包括水资源紧

张、洪水、温度变化和降水等 

•转型风险：未披露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投资者和企业（详情未披

露） 

涵盖行业领域：案例研究仅限于石油和

天然气、采矿和国际开发银行。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覆盖范围（称为

“陆上和海上”）。 

分辨率：（具体细节未披露） 

链接 

*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开源工具和数据可能有许可限制。在选择方法之前，用户应该检查任何相关的限制。 

  

https://www.transitionmonitor.com/resources/%23background
http://www.acclimatise.uk.com/analy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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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Bloomberg  

Scenario  

Analysis Tool 

 
（包括彭博终

端的接入）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物理风险评估：将资产与物理风险映

射，以突出风险暴露领域 

情景分析工具：评估 2℃情景下油气行

业潜在的未来资本支出面临的风险。 

输出了什么？ 

•物理风险评估：突出在特定物理风险

下的风险敞口资产的分布图。 

•情景分析工具：对资本支出和净现值

的影响。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评估：飓风、洪水、极热、

水资源紧张、洪水、风暴潮和森林大

火 

•情景分析工具：能源生产结构的变

化，能源需求的变化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物理风险评估：2℃和 4℃ 

•情景分析工具：2℃情景 

投资期期： 

•物理风险评估：至 2040年（基于多伦

多道明银行的案例研究） 

•情景分析工具：至 2025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 

•物理风险评估：任何行业（案例研究

集中在能源行业和金融行业） 

•情景分析工具：能源行业（以石油和

天然气行业为主）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Carbon Delta 

（一家 MSCI

公司）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气候风险价值：为投资者提供工具，

衡量其投资组合与气候相关的风险。 

输出了什么？ 

按行业领域、国家或投资组合层级进

行汇总的风险价值（包括对成本、利

润和证券估值影响）。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多重风险，包括极热、严

寒、狂风、降水、降雪、森林大火、

飓风等 

•转型风险：多重风险，包括碳定价和

来自低碳技术的绿色收入
194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多重情景，包括 3℃、2℃和

1.5℃ 

投资期限：未来 15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数

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投资管理、银

行、资产所有人、保险公司）。 

涵盖行业领域：所有业务领域（涵盖

2.2万家公司和超过 30万支有价证

券）。案例研究包括农业、服务业、制

造业、采矿和石油精炼、建筑、交通和

公用事业服务。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分辨率是多少

（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在大多数城市级地方都可以获

得本地化的、小范围数据。 

链接 

  

 

 
194碳排放的价格（通常称为每吨二氧化碳等量的货币价值）作为监管排放的政策机制，通常以排污权交易制度或碳税的形

式存在。 

https://www.unepfi.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8/07/NAVIGATING-A-NEW-CLIMATE.pdf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10/Climate-related-Analysis-Brochure.pdf
https://www.carbon-del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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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Carbone 4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Mycris：对公司风险敞口和脆弱性的高

层级分析；作为识别相关风险的第一步

（免费试用）。 

气候风险影响筛选（CRIS）： 

在公司和投资组合层面对气候风险进行

更详细的评估。 

输出了什么？ 

•对证券和投资组合的风险评级（范围从

0到 99），可以与基准投资组合进行比

较。 

•没有财务输出的证据。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物

理风险 

•气温上升，热浪，旱灾，强降雨事件，

海平面上升，极端风暴事件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涵盖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的三种情景（低排放、中排

放、高排放） 

投资期限：2050年和 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Mycris关注公司层面（行

业领域未注明）；气候风险影响筛选是

针对金融机构设计的。 

涵盖行业领域：所有业务领域都包含在

60个不同的“行业领域脆弱性概况

中”。涵盖企业、基础设施和主权国家

资产。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覆盖范围（210

个国家）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The Climate 

Servic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Climanomics：一种基于网络的软件程

序，可以从财务角度分析多种情景下的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输出了什么？ 

从资产和公司层级上汇总的风险价值 VAR

（收入/费用和资产负债表影响）。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

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多重风险，包括极端温度、

沿海洪水、风暴、旱灾、森林大火等 

•转型风险：多重风险，包括碳定价、能

源效率、材料成本、诉讼风险、新技术

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多重 

代表性浓度路径（RCP）情景，（范围

未披露） 

投资期限：2010年-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为房地产、资产所有人和管

理人、企业可持续发展和保险提供特定

工具。 

涵盖行业领域：未披露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本地化的、降尺度数据（分辨

率未披露） 

链接 

 

 

  

https://www.carbone4.com/services_/?lang=en
https://www.theclimateservice.com/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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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Four Twenty 

Seven（427） 

（大部分投资

来自穆迪公

司）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按需气候风险评分：通过在线仪表板

和完整的数据下载提供大型投资组合

的实时筛选。 

公司风险评分：根据与公司母公司有

关联的超过 100万个设施的数据库，

评估上市公司在设施层面对气候变化

危害的风险敞口。也可用于主权国家

和次主权国家。 

输出了什么？ 

每种危害的气候风险评分可与国家基

准进行比较。如果高于基准，则资产

需要进行一个“危险信号”分类。 

公司风险评分：对于每个公司，按国

家列出每种危害的低/中/高风险百分

比，以及根据公司在其设施组合中的

总风险敞口，对每种危害进行风险评

分（1-100）。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多重风险，包括洪水、飓风、海平面

上升、水资源紧张和热力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 8.5 

投资期限：到 204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和企业 

涵盖行业领域：涵盖所有行业，包括能

源、材料、日用消费品、信息技术、公

用事业、房地产和工业。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覆盖范围（196

个国家） 

分辨率：高温、降水和旋风风险为

25x25km，洪水风险和海平面上升为

90x90m，水资源紧张为水位 

链接 

ISS - 

Governanc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分析工具 

碳风险评级：将公司因业务活动而面

临的碳风险按行业和子行业进行分

类。 

碳和气候数据：第一、第二及第三范

围组织排放量。 

投资组合气候影响报告：提供投资组

合层级上的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敞口

的详细分析。 

输出了什么？ 

碳风险评级：0到 100分（从“落后

者”到“气候领导者”不等） 

投资组合气候影响报告：总结报告

（详情未披露）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详情未披露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2°C，其他细节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所有资产类别 

（详情未披露） 

覆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未披露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http://427mt.com/our-solutions/
https://www.issgovernance.com/esg/climate-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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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Jupiter Intel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气候评分™智能平台： 

预测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和气候

影响。用户可以选择参数（概率阈值、

危害类型、情景等）。 

输出了什么？ 

具体危害输出：针对每种资产。财务输

出未披露。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多重风险，包括洪水、火灾、高温、旱

灾、极寒、狂风和冰雹事件，供应链中

断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来 5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行业及公共部门 

涵盖行业领域：包括多种资产类型（例

如装货码头、酒店）。详情未披露。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纽约市、南佛罗里

达、休斯顿和欧洲（正在进行全球扩

张） 

分辨率：超局部分辨率（FloodScore™

小于 1m） 

链接 

Oaisi HUB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OASIS损失建模框架：一个基于 web的

开源工具，为开发、部署和执行灾害模

型提供了平台。用户输入危害、风险敞

口和脆弱性数据，工具计算事件的风险

和财务成本。 

输出了什么？ 

事件的损害风险和潜在的财务成本（例

如平均年损失），损失表和损失超越曲

线。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物

理风险 

• 火灾、洪水（其他危害未披露）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主要是保险和再保险行业，

但试图为所有行业领域提供工具和效用 

涵盖行业领域：未披露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https://jupiterintel.com/services/
https://www.climate-kic.org/success-stories/oasis-2/
https://oasislmf.github.io/modelling_methodology/risk_metri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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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Ortec 

Financ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数据 

系统气候风险情景解决方案：使用专

有的、国家层面的情景，通过自上而

下的方法在子资产类别层面分析投资

组合。 

数据：用户可以购买情景数据集来进

行自己的分析。 

输出了什么？ 

在每种情景中对平均收益和风险价值

的影响。输出也用图形表示出来。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多重风险，包括森林大

火、沿海洪水、以及对农业生产力的

影响 

•转型风险：多重风险，包括碳定价、

能源效率计划、旧技术更替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1.5°C、2°C和 4°C 

投资期限：到 2100年,年度粒度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多个行业领域（例如公

用事业）。 

详情未披露。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Vivid 

Economics 

（净零工具

包）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净零工具包：利用内部模型来估计未

来气候政策在各种情景下的财务影

响。情景是为客户量身定制的，并根

据资产类别、子类和资产级别对结果

进行估计。 

输出了什么？ 

对金融资产的量化影响（详情未披

露）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 新技术、资产搁浅、碳定价（完整

清单未披露）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多重情景（详情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能源、重工业、交通、

农业和建筑业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英国（其他地区未披

露）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https://www.ortecfinance.com/en/insights/products/systemic-climate-risk
https://www.vivideconomics.com/climate-risk-toolk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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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1：所选能够代表机构进行情景分析的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XDI 

 
（只有简易

XDI） 

 
（所有其他

工具）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简易 XDI：一个供用户在资产层级进行

气候风险自我调查的开源工具（非商业

用途，可用免费版本）。 

XDI Globe：用户可访问在线互动平台

来识别风险热点地区。 

Adapt Infrastucture：评估不同适应

措施对特定危害的总体风险影响的效

果。 

输出了什么？ 

风险价值 VaR 和风险排序。输出可以格

式化为用户指定的自动生成的报告模板

（热图、图表等）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 多重风险，包括森林火灾，河水/河流

泛滥，内陆/雨季洪水，沿海洪水泛滥，

极热，沉降（由于旱灾引起的土壤移

动），极端狂风，冻融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代表性浓度路径 8.5（高排

放情景）用于压力测试。其他情景未披

露。 

投资期限：到 2100年，年度时间粒度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数

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专为决策者、金融管理人和

投资者设计。 

涵盖行业领域：94 种不同的资产类型

可供选择。还可以为客户开发自定义资

产类型（收费）。现有的资产原型包括

水、电力和通信网络、运输、住房、商

业和工业建筑以及卫生基础设施。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北美和南美、欧洲、

非洲、东亚、澳大利亚、新西兰 

分辨率：为 10x10km，洪水分辨率为

5x5m 

链接 

 

 

 

  

https://xdi.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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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 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 

注：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不对这些提供商做担保及推荐。在使用任何提供商之前，公司应履行自己的尽职调查。 

图例：   商用工具和数据 

            开源工具和数据*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Bloomberg 

（新能源展

望，碳足迹

工具） 

 
（包括彭博

终端的接

入）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新能源展望：提供能源和运输方面的

年度预测（产量、趋势等）。 

碳足迹工具：提供公司排放数据并与

基准进行比较。 

输出了什么？ 

新能源展望：能源趋势（例如预测到

2050年的发电结构） 

碳足迹工具：第一、第二及第三范围

温室气体排放量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新能源展望：能源生产结构的变化，

能源需求的变化。 

•碳足迹工具：可用于支持对转型风险

的分析，如碳定价。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新能源展望：未披露 

•碳足迹工具：不适用 

投资期限： 

•新能源展望：至 2050 年 

•碳足迹工具：不适用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 

•新能源展望：金融机构、能源行业、能

源密集型行业 

•碳足迹工具：任何行业 

涵盖行业领域：同上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新能源展望：国家层级

的全球覆盖范围。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Carbon  

Tracker  

Initiativ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数据（研究） 

2℃情景分析工具：有关详情，请参阅

表 A3-1（第 96页）中的 Bloomberg。 

数据：发表关于能源部门在不同情景

下向低碳经济
195
转型的报告。 

输出了什么？ 

研究报告，包括建议、框架和市场洞

察，可用于支持或指导情景分析。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多个数据集可用，包括海平面上升，

热浪和寒流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国际能源署（IEA）和政府间

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多种情景（取决于

报告）
196
 

投资期限：取决于报告
197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任何用户（其中最重要的是金

融机构、能源行业和能源密集型行业） 

涵盖行业领域：专注煤炭、石油和天然气

行业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95值得注意的报告包括《打破习惯》和《能源转型的速度》。 
196《打破习惯》报告探索了 1.5℃-2.7℃排放情景。 
197《打破习惯》报告探索了截至 2040 年的情景。 

https://data.bloomberglp.com/professional/sites/10/Climate-related-Analysis-Brochure.pdf
https://www.bloomberg.com/impact%23products
https://carbontracker.org/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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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Climate  

Impact Lab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气候影响实验室：（正在开发中）平台

将预测未来气候对各种社会指标（健

康、劳动力、生产力、能源、冲突等）

的影响。 

数据 

气候影响地图：一个基于 web的开源平

台，用户能够访问各种排放情景下的气

候预测情况。 

输出了什么？ 

气候影响实验室：财务损失 

（例如市场价格损失）气候风险的相对

风险敞口（按行业和地理分类），能源

需求的变化 

气候影响地图：气候预测（例如温度）

会显示在热图上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

理风险和转型风险 

•气候影响实验室：未确定（取决于用户

对信息的解释和使用） 

•气候影响地图：海平面上升、温度、降

水、湿度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气候影响实验室平台：未披露 

•气候影响地图：代表性浓度路径

2.6、4.5、6.0、8.5 

投资期限： 

•气候影响实验室平台：未披露 

•气候影响地图：至 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 

•气候影响实验室工具：未披露 

•气候影响地图：不针对任何行业定制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Copernicus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气候数据存储：通过其气候数据存储提

供免费的气候数据，可根据公开或商业

需求进行定制。 

还为数据用户提供培训。 

输出了什么？ 

显示历史或预测气候影响的时序图和地

图。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风险 

•与能源转型（向低碳能源转型）相关的

风险。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取决于数据集 

（一些情景涵盖代表性浓度路径 2.6-

8.5） 

投资期限：取决于数据集。 

大多数数据集是历史总结性的，不具前

瞻性。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未确定 

（取决于用户对信息的解释 

和使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取决于数据集。大部

分集中在欧洲。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https://rhg.com/impact/climate-risk/
https://www.impactlab.org/our-approach/
https://cds.climate.copernicus.eu/cdsapp%23!/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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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En-ROADs 

（Climate 

Interactive 

Ventana 

SystemsMIT 

Sloan）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政策模拟模型：一个免费的政策模拟

模型，用户能够探索气候相关政策和

不确定性的后果。用户可以切换变量

（例如碳价、能源供应明细、人口、

全球温度等），确定所有变量之间的

关系。 

输出了什么？ 

每个选定的变量都有交互时序图。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风险 

•适用于多种转型风险，取决于所分析

的变量。 

• 包括碳价、技术、能源成本和需

求。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用户在 1.5℃到 4.5℃之间创

建自己的情景。 

投资期限：到 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未确定 

（取决于用户对信息的解释和使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不按区域分列）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ERM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气候金融驱动因素分析（CFDA）： 

使用专有工具筛选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和机遇；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和机遇的

财务影响分析。气候金融驱动因素分析

根据客户的地理位置、运营和价值链为

客户量身定制。 

气候数据工具（CDT）：全球任何地方的

气候自然数据可提供所有气候事件类型

的数据。数据包括全球数据源，以及本

地数据集。 

输出了什么？ 

气候金融驱动因素分析：用于识别与材

料气候相关的风险和机遇，可进行跨情

景定制。不同情景下财务影响的估计和

敏感性分析。 

气候数据工具：这个工具能够从高质量

的开源提供商获得技术评估数据，显示

从 2030年，2050年到 2100年之前任何

时间框架内的气候变化基线和趋势。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

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转型风险：政策和法律、市场/技术。 

•物理风险：长期和短期风险，包括旋风

和风暴、洪水、极热和严寒、水资源紧

张、山体滑坡和森林大火。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转型 

•方法是可定制的，也可使用任何情

景，包括所有国际能源署和政府间气候

变化专门委员会 1.5℃情景。 

物理风险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代表性

浓度路径 2.6、4.5和 8.5，以及必要的

小范围数据。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所有行业领域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转型 

•全球、区域和国家，取决于选定的情

景。 

物理风险 

•全球和地方。分辨率各不相同，包括

几米高的洪水数据。 

链接 

https://www.climateinteractive.org/tools/en-roads/
https://www.erm.com/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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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IEA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世界能源展望》：每年出版一次，预

测全球能源供应和需求，并提供详细的

情景，说明不同能源政策和投资选择的

后果。 

输出了什么？ 

情景和趋势可以用作转型风险/机遇情景

分析的输入。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风险 

• 取决于用户应用情况；最适用于碳定

价和各种能源需求。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与各种温度结果一致的情

景。 

投资期限：2019年报告的预测延至

2040年。只针对能源行业的二氧化碳

排放。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未确定（取决于用户对信

息的解释和使用）。直接适用于能源行

业或能源密集型行业。 

涵盖行业领域：能源行业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趋势也按国

家划分）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ing  

Consortium  

(IAMC)）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综合评估摩西联盟（IAMC） 1.5°C 情

景探索器：一个交互动仪表盘，根据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使用的模型，

显示多种情景中量化的社会经济因素

（例如土地利用、能源需求、碳价

等）。 

为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

估报告开发的情景数据库：其他的情景

文献和资源（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

会第六次评估报告的数据库目前正在开

发中）。 

输出了什么？ 

在选择的情景和区域时，所选择因素

（例如碳价、人均肉类消费、土地利用

等）的时序图。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风险 

•未确定。可作为输入支持对各种转型风

险（基于用户背景和解释）进行转型风

险分析。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1.5°C、2°C和更高（比

如 3˚C、4˚C） 

投资期限：到 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未确定（取决于用户

对信息的解释和使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数据可分为：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欧盟、亚洲、拉丁美洲和加勒

比、中东和非洲。 

链接 1 

链接 2 

 

 

  

https://www.iea.org/topics/world-energy-outlook
https://tntcat.iiasa.ac.at/AR5DB/dsd?Action=htmlpage&page=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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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Inevitable  

Policy  

Respons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免费使用工具和关于突然转型情景的分

析。 

输出了什么？ 

政策、能源系统和金融市场政策冲击的

财务分析。此外还提供了数据表和

Excel工具。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分析股票、固定收益、私募股权和基础

设施的市场风险和机遇。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转型风险 

投资期限：到 2100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所有行业领域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Moody's  

Investor 

Service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数据 

碳转型评估（CTA）： 

根据转型风险的风险敞口和缓解程度针

对特定行业的公司发行人进行前瞻性评

分（正在开发中）。 

数据：基于主权信用对物理气候风险脆

弱性的国家评级。 

输出了什么？ 

行业评级和记分卡：企业碳转型评估得

分表明碳转型对发行人的重要性。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转型风险） 

•物理风险：气候变暖、积雪、海平面上

升、旱灾、森林大火、洪水、风暴和飓

风等。 

•碳转型评估下的转型风险与机遇。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 

•主权国家评级：未披露。 

•碳转型评估：对国际能源署可持续发

展情景的长期韧性最长为 15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普遍适用。 

特定行业或局限性未披露。 

涵盖行业领域：碳转型评估：覆盖碳密

集型行业，包括电力、石油和天然气、

汽车、航空、航运、水泥和钢铁等。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主权国家评级：南美洲、非洲、中东

和亚洲的某些地区以及格陵兰岛没有考

虑在内。 

•碳转型评估：在全球范围内适用于穆

迪的评级行业的发行人。 

链接 1 

链接 2 

链接 3 

 

  

https://www.unpri.org/sustainability-issues/climate-change/inevitable-policy-response
https://www.moodys.com/sites/products/ProductAttachments/Climate_trends_infographic_moodys.pdf
https://www.mainstreamingclimate.org/wp-content/uploads/2016/10/Moodys-Presentation-Climate-Risk-Trends.pdf
https://www.moodysanalytics.com/-/media/article/2019/economic-implications-of-climate-chang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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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Moody’s  

Analytics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利用穆迪的信用风险模型和在金融层面量

化气候影响的数据和分析工具。 

输出了什么？ 

气候调整违约概率（预期违约频率)，风

险价值，用于调整内部评级的跨行业/领

域和地理位置覆盖指标，压力测试模型和

计分卡。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物理

风险和转型风险 

• 涵盖主权国家、企业、私人公司、商业

地产（CRE）等所有资产类别的风险和机

遇。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

么？ 

与绿色金融网络（有序转型情景、延

迟/无序转型情景和“温室”情景）一

致，投资期限可达 30年。此外，继续

模拟宏观经济和金融系列（结合了

“现实生活”（确定性）路径和“随

机性”（模拟）预测），并提供了选

择任何情景的灵活性。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数

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全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NCAR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开源模型、数据集、软件工具和用户指

南；气候风险的分析和可视化软件。 

输出了什么？ 

物理风险数据集（例如气候预测）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包括温度、海冰厚度、降水量（完整清

单未披露）。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

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取决于数据集（有些到

2099）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未确定（取决于用户

对信息的解释和使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https://www.moodysanalytics.com/
https://ncar.ucar.edu/where-we-focus/climate
https://gisclimatechange.ucar.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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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Schroders 

 
（仅碳风险

价值 VaR） 

 
气候进展仪

表盘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碳风险价值：一种分析碳定价对成本结

构和利润影响的工具。 

气候进展仪表盘：针对不同排放情景的

各种政治和市场趋势的开源预测。 

输出了什么？ 

碳风险价值：对盈利能力和需求的影

响，总体风险价值（仅来自碳定价）。 

气候进展仪表盘：将各种外部因素（例

如化石燃料生产、可再生能源产能）与

多种排放情景相关联的图表。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碳风险价值：碳定价 

•气候进展仪表盘：新技术（比如可再生

能源容量、采用电动汽车、市场变化、

消费者偏好/担忧）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碳风险价值：未披露 

•气候进展仪表盘：2°C、4°C、6°C 

投资期限： 

•碳风险价值：未披露 

•气候进展仪表盘：至 2025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 

•碳风险价值：多个，未明确。 

•气候进展仪表盘：可应用于任何相关

行业领域 

涵盖行业领域：同上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碳风险价值：已应用于全球范围内的上

市公司 

气候进展仪表盘： 

未披露（基于国际组织的数据） 

链接 1 

链接 2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SBTi)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提供支持<2°C 情景一致的二氧化碳目标

设定的方法。 

输出了什么？ 

详细说明一家公司需要减少多少温室气

体排放，减少的速度有多快的确定路

径。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与 1.5°一致路径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服装、化工和石化、金

融机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电力、

林业、土地和农业、信息与通信技术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不适用 

分辨率：不适用 

链接 

  

https://www.schroders.com/en/au/institutions/climate-change-dashboard/carbon-var/
https://www.schroders.com/en/ch/asset-management/themes/climate-change-dashboard/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step-by-step-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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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SENSES  

Toolkit 

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SENSES 工具包：帮助公司理解和交流

气候变化情景的模块。这些模块以解

释性或探索性的方式使用可视化。 

输出了什么？ 

情景查找器：允许您快速从综合评估

模型联盟 IAMC 1.5数据库中筛选所

有可用的情景。 

情景探索器：提出了一套定量的、基

于模型的缓释气候变化的路径。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来自综合评估模型联盟 IAMC 1.5数据

库的情景 

投资期限： 

与综合评估模型联盟 IAMC 情景一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不适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和地区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1 

链接 2 

Transition  

Pathway  

Initiative  

(TPI)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一个在公司和行业层面对评估排放趋

势并对排放管理和气候相关风险进行

评级的开源工具。 

输出了什么？ 

在行业层面汇总的气候相关风险管理

的公司评级（从 0-4级）。 

公司排放强度的时序图。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没有具体说明，但与碳定价和能源转

型有关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不适用 

投资期限：当前状态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未确定（取决于用户对信息

的解释和使用）。 

涵盖行业领域：多个行业领域，包括能

源、制造业、工业、交通等。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公司跨越多个地区

（例如北美洲、欧洲、亚洲）。 

分辨率：公司层面 

链接 

  

https://climatescenarios.org/
https://www.pik-potsdam.de/en/output/transfer/assessments
https://www.transitionpathwayinitiative.org/tpi/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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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Trucost,  

part of S&P  

Global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数据 

碳风险收益：数据集可用于压力测试公

司目前吸收未来碳价格的能力，并了解

在投资组合水平上碳定价带来的潜在收

益。 

Trucost 的物理风险：数据集基于与 1.5

万多家上市公司相关的 50多万项资产的

数据库，可用于评估公司在资产层面上

面临的物理风险。该数据集涵盖了三种

不同气候变化情景下的七种气候灾害。 

与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一致的

公司和投资组合报告服务也可涵盖这两

个数据集。 

输出了什么？ 

碳风险收益：在公司和投资组合层面上

未定价的碳成本（用对息税折旧及摊销

前利润和/或利润率的影响来表示）。  

物理风险：跨越不同的气候灾害，汇总

到公司和投资组合层级上的资产级物理

风险评分，从 1（最低风险）到 100（最

高风险）不等。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

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转型风险：碳定价风险。 

•物理风险：物理风险包括热浪、寒潮、

洪水、飓风、海平面上升、水资源紧张

和森林大火等。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 

•碳风险收益：低风险（照常营业），

中风险（行动延迟，但与《巴黎协定》

要求一致），高风险（与《巴黎协定》

完全一致） 

•物理风险：低排放（代表性浓度路径

2.6），中排放（代表性浓度路径

4.5），高排放（代表性浓度路径

8.5） 

投资期限： 

•碳风险收益：2020年到 2050年 

•物理风险：2020 年、2030年和 2050

年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公司和金融机构。 

涵盖行业领域： 

•碳风险收益：所有行业领域（覆盖

1.5万多家公司）。 

•物理风险：所有行业（覆盖超过 1.5

万家公司和 50万项基础资产）。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 

•碳风险收益：全球范围（44个地区的

碳价格数据） 

•物理风险：全球风险 

分辨率：公司层面 

链接 

  

https://www.spglobal.com/marketintelligence/en/campaigns/i-need-insights-to-manage-climate-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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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UK CIP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气候适应向导：提供一个框架和资源，

帮助公司生成信息，为其自身的适应策

略提供信息。 

输出了什么？ 

帮助评估一个组织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

化面前的脆弱性，确定应对风险的备选

方案，并帮助制定和实施气候变化适应

战略的 5步程序。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开发了一套用于全英国气候

影响和适应评估的 4个国家级社会经济

情景。 

投资期限：取决于情景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数

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不适用 

涵盖行业领域：农业和林业；商业、工

业和服务业；健康和福利；自然环境；

建筑和基础设施。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英国，但是方法和工

具普遍使用 

分辨率：公司层面 

链接 

Vigeo Eiris 

(Moody’s)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能源转型评级：提供战略管理质量评

级，以应对向低碳经济转型相关的风险

和机遇。 

棕色份额评估：评估企业对化石燃料和

潜在排放的风险敞口。 

绿色份额评估：销售绿色产品/服务所得

收入的份额。 

物理风险管理：公司对其预测、预防和

管理气候变化物理风险能力的评估。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气候战略

评估： 

对气候变化被纳入公司战略的程度进行

评估。 

气候争议评估： 

针对公司的气候相关指控的实时信息，

以及对公司在缓释气候争议方面所做努

力的意见。 

输出了什么？ 

参见上文。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

型风险和物理风险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碳足迹评估；第一、第二及

第三范围企业和主权国家的排放数据。 

投资期限：多个投资期限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全部 

涵盖行业领域：全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不适用 

分辨率：不适用 

链接 

  

https://www.ukcip.org.uk/wizard/
http://vigeo-eiris.com/solutions-for-investors/climate-risk-assessment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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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3-2：所选情景工具和数据提供商（续） 

提供商名称 详情  网页链接 

Vivid 

Economics 

（ViEW）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ViEW：一个可以代表不同国家的经济

活动、能源生产、二氧化碳排放和贸

易流动的动态模型。 

输出了什么？ 

国家或部门层级不同碳政策选择的成

本和收益（可与自下而上的模型相结

合，以便对各个行业领域进行详细分

析）。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转型 

• 没有具体说明，但与碳定价和能源

需求有关。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未披露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未确定（取决于用户对信息

的解释和使用）。 

涵盖行业领域：能源行业（可再生和非

可再生）。非能源部门最多包括 12个农

业部门和 25个制造业部门。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未披露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World Bank  

Global  

Facility for  

Disaster  

Reduction  

and  

Recovery 

 

他们提供什么服务？  

分析工具 

ThinkHazard!：一种基于网络的免费

工具，评估用户特定位置的物理气候

危害等级，并指导如何降低与开发项

目有关的风险。 

输出了什么？ 

基于危害分类（很低、低、中、高）

重点地区的地图，附有降低相关风险

的高层级建议。 

涵盖哪些与气候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物理风险 

• 河流洪水、城市洪水、水灾、飓

风、水资源紧张、极热、森林大火 

所涵盖的排放情景和投资期限是什么？ 

排放情景：不适用-现状 

投资期限：未披露 

哪些行业领域可使用此工具/数据？ 

数据或分析涵盖哪些行业领域？ 

目标用户：开发项目、开发部门中的投

资者或利益相关方 

涵盖行业领域：开发项目和相关资产 

覆盖了哪些地理区域？ 

分辨率是多少（如已披露）？ 

覆盖的地理区域：全球 

分辨率：未披露 

链接 

 

https://www.vivideconomics.com/view/
https://thinkhazard.o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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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受访组织 

公司 国家 部门 

Aurizon 澳大利亚 运输 

巴斯夫 德国 材料 

必和必拓公司 澳大利亚 材料 

China Power & Light (CPL)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用设施 

意大利国家电力公司 意大利 公用设施 

麒麟集团 日本 必需消费品 

拉法基豪瑞集团 瑞士 材料 

联实集团 澳大利亚 房地产 

蒙迪 英国 材料 

雀巢 瑞士 必需消费品 

新加坡奥兰国际有限公司 新加坡 必需消费品 

South32 澳大利亚 材料 

先正达 瑞士 材料 

联合利华 英国 必需消费品 

孚宝公司 荷兰 能源与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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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及缩略语
198
 

术语 

 

适应在人类系统中，是对实际或预期的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以缓释损害或开

拓机遇。在自然系统中，它是对实际气候及其影响进行调整的过程；人为干预可以促进对预

期气候及其影响的适应。 

•增量型适应——在给定的范围内保持系统或流程的本质和完整性的适应。有些情况下，

增量型适应可能累积并导致转换型适应。 

•转换型适应——在展望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中改变了社会生态系统的基本属性的适应。 

•适应限制——无法通过适应性措施来防止目标（或系统需要）受到不可承受风险的点。 

-硬适应限制：没有可能避免不可承受风险的适应性措施。 

-软适应限制：目前没有可以避免不可承受风险的适应性措施的备选方案。 

气候模型是基于气候成分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特性，相互作用和反馈流程，并考虑其一

些已知特性的气候系统的数字表达。气候系统可以通过不断变化的复杂模型来表示；即对于

任何一个或一组成分，可以确定模型的一个序列或层次体系。它们有以下几方面的不同：空

间维度的数量，明确表示物理、化学或生物过程的程度，或涉及复杂或小范围过程（参数化）

实证估算的程度。正在向化学和生物交互式的更复杂模型发展。气候模型作为一种用作研究

和模拟气候的工具，用于业务目的，包括编制月度、季度和年度的气候预测。 

降尺度是一种从更大范围模型或数据分析导出地方到地区范围（至多 100 公里）信息的

方法。有两种主要方法：动力降尺度和实证/统计降尺度。动态方法使用区域气候模型，可

变空间分辨率全球模型，或高分辨率全球模型的输出。实证/统计方法是基于观察数据，建

立连接大尺度大气变量与地方/地区气候变量的统计关系。在任何情况下，驱动模型的质量

一直是降尺度信息质量的重要限制。两种方法可以结合起来，例如将实证/统计降尺度用于

地方气候模型的输出，包括全球气候模型的动态降尺度。 

驱动力是驱动一种有重大不确定性的可能性结果的动力，能够更有力地解释正在观察的

状况。199 

风险敞口是可能受到不良影响的地区和环境中的人、生活、物种或生态系统、环境功能、

服务，以及资源、基础设施，或经济、社会或文化资产。 

极端天气事件是发生在一年中特殊时间或特殊地区的“罕见”事件。对罕见的定义各有

不同，但极端天气事件通常与观察估算的概率密度函数的 10%或 90%分位点一样或更罕见。

根据定义，绝对意义上来说极端天气在各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如果一种极端天气模式持续了

一段时间（如一个季节），尤其是当它的平均数据或总数据达到了自身的极端情况（如一个

 

 
 
198除非另有说明，术语表中的所有术语和定义均来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2018），特别报告-全球变暖 1.5℃-术语

表。 

 
199Van Der Heijden, Kees 2010，情景：战略对话的艺术，英国西萨塞克斯: Wiley。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AnnexI_Glossary.pdf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AnnexI_Glossar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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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内持续干旱或强降雨），则可以将其划分为极端天气事件。 

财务影响是指有形资产、资本支出、经营支出、收入等财务项目受到积极或消极影响。
200 

危害是可能发生的自然或人为物理事件或趋势或物理影响，这些事件或影响可能导致死

亡、伤害或其他健康影响，以及对财产、基础设施、生活、服务、生态系统和环境资源带来

的损害和损失。本报告中，“危害”这一术语通常是指与气候相关的物理事件或趋势或其物

理影响。 

期限年是情景故事中选定的未来截至时间。201 

影响（结果）是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作用。本报告中，“影响”主要是指极端天气和气

候事件以及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的作用。影响通常是指由特定时间段内发生的气候变

化或有害气候事件的相互作用引起的对生命、生活、健康、生态系统、经济、社会、文化、

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作用，以及风险敞口下的社会或制度的脆弱性。影响也指结果。气候变化

对地球物理系统（包括洪水、旱灾和海平面上升）的影响，是影响的子集，称为物理影响。 

影响评估，从货币和/或非货币方面来说，是识别和评估气候变化对自然和人类系统影

响的行为。 

综合评估是一种分析方法，是将物理学、生物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结果和模型与这些

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结合。这是通过一致的框架完成的，用以评估环境变化的现状和结果，

以及对环境变化的政策回应。另见综合评估模型（IAM）。 

综合评估模型（IAM）是将两个或多个维度的知识融入单一框架中的模型，是进行综合

评估的主要工具之一。用于缓释气候变化的一类综合评估模型可能体现在以下方面：经济的

多个部门，如能源、土地利用和土地利用变更；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作用；整个经济；相关的

温室气体排放和沉积；以及气候系统的表现形式减少。此类模型用于评估经济、社会和技术

发展与气候系统演变之间的联系。另一类综合评估模型还表现为与气候变化影响有关的成本，

但经济制度表现得不那么具体。这些模型可以用来评估成本-收益框架内的影响和缓释，并

且已经用于评估碳的社会成本。  

叙事是对看似合理的未来世界演变的定性描述，它描述特定数量的一组情景下的特点、

一般逻辑及发展。文献中叙事也称为“故事（线）”。也称作情景、情景故事。 

路径是自然和/或人类系统向未来状态的时间演变。路径的概念包括一系列定量和定性

情景或对潜在未来的叙事，也包括为了达到期望的社会目标而经历的、以解决方案导向的决

策过程。路径方法主要关注生物物理、技术经济和/或社会行为轨迹，并涉及不同范围的多

种动态、目标以及参与者。路径的种类包括适应路径、发展路径、排放路径、缓释路径、突

破路径、非突破路径、代表性浓度路径、共享社会经济路径和转型路径。 

定性情景分析是专注于确定趋势和情景首要叙事的分析，通常用来剖析较少使用定量的

 

 
 
200为本指南所制定的定义。 

 
201为本指南所制定的定义。 



 

120 

 

公司特点，如战略、灵活性、理念、愿景和文化。此类分析可以把多种范围及复杂度的多个

趋势编织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叙事，以提供与公司战略有关的背景。
202
 

定量情景分析是关于在情景中使用定量信息的分析。该分析可采用多种形式，包括对趋

势和其他因素的数学描述，包括对趋势分析、敏感性分析等技术的使用，以及公司气候相关

风险模型的建立。203 

韧性是社会、经济和环境体系的一种能力，用以应对危害事件或趋势及侵扰，以保持其

重要功能、身份和结果的方式予以相应或重组，同时保持其适应、学习和转变的能力。 

风险是气候相关危害对人类和自然系统所造成的潜在不良结果。这些结果是源于危害和

受影响系统的脆弱性和风险敞口之间的相互作用。风险整合了暴露于危害的可能性以及影响

的量级。风险还可以描述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或缓释减排响应带来的潜在结果。 

风险管理是确定潜在威胁，评估机构脆弱性，定义风险，并利用合适的风险管理技术，

从而降低风险对机构负面影响的过程。最为普遍的风险管理技术类型包括规避、缓释、转移

和接受。204 

情景是根据有关重要驱动力（如技术变化率、价格）和关系的合乎逻辑且内部一致的一

套假设，以看似合理的方式描述未来的发展方式。注意，情景不是预测也不是预告，而是对

发展和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提出观点。 

• 基线或参考情景，在大部分文献当中，是“政策延续”的同义词，然而“政策延续”

这个术语已经失去了热度，因为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社会经济预测中，“政策延续”这一概念

是难以理解的。在转型路径的背景下，“基线”这个术语是指假设除了已经生效和/或立法

或计划所采用的减排政策或措施以外，不再实施其他减排政策或措施，在此假设基础上所创

建的情景。基线情景不是为了预测未来，而是创建反事实的情景，以强调如果不进一步推行

政策可能发生的排放量。通常情况下，基线情景用于与排放减缓情景进行对比，创建排放减

缓情景是为了达到温室气体排放、大气浓度或温度变化的不同目标。基线情景通常与“参考

情景”和“无政策情景”通用。 

•排放情景是辐射活性物质（如温室气体、气溶胶）排放的未来发展的可信表现。排放

情景是基于有关驱动力（如人口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技术变化、能源和土地利用）及其重

要关系的合乎逻辑且内部一致的一套假设。浓度情景来源于排放情景，通常用作气候模型的

输入，以计算气候预测。 

•缓释情景是对未来的可信描述，描述（研究）系统对减缓政策和措施的响应。 

•社会经济情景是描述人口、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其他与理解气候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有

关的社会经济因素可能未来的情景。 

情景结果是指某情景的终点，通常是一个温度目标，如截至 2100 年把温度上升水平限

 

 
 
202麻省理工学院 2019，《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情景的使用》，研究副校长办公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203同上。 
204为本指南所制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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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 2℃以内。205 

情景路径是指导致特殊情景结果的政治、技术和经济发展以及相关的风险驱动力（例如，

哪些部门和地区减排量最大，或者哪些能源技术在不同经济体中胜出）；可以通过截然不同

的路径达到同样的结果。可参见《路径》。206 

情景故事是对情景（情景组合）的叙事性描述，突出主要情景特点、重要驱动力及其演

变动态之间的关系。在情景文献中也称为“叙事”。 

社会成本是指在社会福利损失方面实行措施的全部成本，包括与该措施对环境、经济

（GDP、就业）和整个社会影响相关的外部成本。 

社会生态系统是包括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综合系统，其中人类是作为自然的一部分。

社会生态系统的功能是来自社会和生态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依存。该系统的结构特点是

互惠互利，强调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与自然分离的。 

搁浅资产是指由于最初预期收入发生了不可预测的变化而遭受贬值或转变为“负债”的

资产。这可能是由于商业环境的创新和/或演变，包括国内和国际公共法规的变化。 

战略韧性是指使公司适应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气候相关变化，同时维持其经营和盈利，

并保障人力、资产和整体声誉的公司战略特点。战略韧性有两大支柱：脆弱性和预备性。脆

弱性包括风险敞口、敏感性和适应性能力等要素。预备性包括战略规划和适应能力等要素。

战略规划主要是一种前瞻性行动。适应能力的评估则涉及到当前和未来两方面。207 

压力因素是通常与气候无关的事件和趋势，对受影响的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且能够增

加气候相关风险的脆弱性。 

供应链是商品从始至终涉及到生产、分销和销售的流程、参与者和地点的线性序列。208 

供应网络是直接和间接连接商品的生产、分销和销售多个节点的复杂网络。供应网络与

供应链的不同之处在于，供应链是包括所有可能存在影响因素的线性流程，而供应网络则延

伸到了外部节点和多个方向的连接。209 

临界点是在系统重组之外的系统特性的变化水平，这种重组通常是突然发生的，即便变

化的驱动力减弱，也不会回到初始状态。对于气候系统来说，临界点是指全球或地区气候从

一个稳定状态变为另一个稳定状态时的临界阈值。 

不确定性是一种不完全了解的状态，可能是由于信息缺乏或会已知甚至是可知信息产生

分期而造成的。不确定性可以由多种原因导致，包括数据不准确，定义的概念或术语模棱两

可，对重要流程了解不充分，或对人类行为的不确定预测等。因此，不确定性可以通过定量

措施（如概率密度函数）或定性报表（如专家团队判断的反映）来体现。 

脆弱性是指将受到不良影响的倾向或禀赋。脆弱性包含多种概念和要素，包括对伤害的

敏感性或易感性，以及缺乏应对和适应能力。 

 

 
 
205
麻省理工学院 2019，《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情景的使用》，研究副校长办公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206
同上。 

207
麻省理工学院 2019，《气候相关财务披露：情景的使用》，研究副校长办公室，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 

208
为本指南所制定的定义。 

209
为本指南所制定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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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略语 

 

AR5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五次评估报告 

BAU – 政策延续 

BSR - 企业社会责任 

C2ES - 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 

CAPEX - 资本支出 

CDT - 气候数据工具 

CEO - 首席执行官 

CFDA - 气候金融驱动因素分析 

CFO - 首席财务官 

CCIA -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 

CORDEX - 协调区域气候降尺度实验 

CPS – 当前政策情景（国际能源署） 

CRIS - 气候风险影响筛查 

CRO - 首席风险官 

CSO - 首席战略官 

C-SUITE - 公司最高管理层 

CTA - 碳转型评估 

DDPP - 深度脱碳路径项目 

EPRI - 美国电力研究院 

ERM - 全面风险管理小组 

ESG - 环境、社会和治理 

GCM - 全球气候模型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GHG - 温室气体 

IAM - 综合评估模型 

IAMC - 综合评估模型联盟 

IAV - 影响、适应和脆弱性模型 

IEA - 国际能源署 

IFRS -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IIASA - 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 

IPCC -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气专委） 

IPR - 不可避免的政策责任（责任投资原则） 

MIT - 麻省理工学院 

NDC - 国家自主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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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FS – 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 

PRI - 责任投资原则 

PWC - 普华永道 

RCP - 代表性浓度路径 

R&D - 研究和开发（研发） 

SDS - 可持续发展情景（国际能源署） 

SPS - 既定政策情景（国际能源署） 

SSP - 共享社会经济路径 

STEEP - 社会、技术、经济、环境和政治法律 

TCFD -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UK PRA - 英国审慎监管局 

U.S. AID - 美国国际发展署 

VAR – 风险价值 

WCRP - 世界气候研究计划 

WEF - 世界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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