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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英文：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 ESG）问题对包括运输业在
内的许多行业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运输业是国际贸易和整个现代世
界的支柱产业之一，而铁路运输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

与其他运输方式相比，铁路运输拥有许多优势，包括环保方面
优势。根据欧亚铁路联盟指数（英文：Eurasian Rail Alliance 
Index，ERAI），在2021年上半年，中国-欧洲-中国的欧亚铁路的集
装箱运输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22,500吨。而通过海运、公
路和航空方式运输同等数量的20英尺标准集装箱（英文：Twenty-
foot Equivalent Unit（TEU）），直接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
为10.73万吨、9.97万吨和11.863万吨。

作为一种稳定和可靠的货物运送方式，能够确保供应链的可预测
性，并且在速度、安全、效率方面铁路比海运和空运更具优势，同时
在很大程度上更加环保。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特别是碳中和政策，越
来越多的公司正在将ESG因素纳入其发展战略。促进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目标的实现，以及确保安全和企业可持续发展，铁路运输正在
成为实现ESG议程的一个重要因素。

COVID-19 及与其相关的防疫隔离政策对企业的正常运作制造了许
多障碍，但由于许多原因，这些防疫政策反而发挥了有利于铁路运
输的作用。在空运和海运结构性失衡的背景下，铁路线路的稳定性
和独有的成本优势促使托运人转向铁路，尤其是在欧亚运输走廊。
根据 ERAI 数据，2020 年 4 月，中国-欧盟-中国路线的货物运输量
首次实现双倍增长，月运量达到 4.12 万标准箱。2020年底，欧亚路
线运量54.69万标准箱，比2019年增长64%。其中，19.88 万标准箱
（+ 45%）运往中国，34.81 万标准箱（+77%）运往欧盟。 

因此，疫情促进了欧亚过境集装箱铁路运输的增长，但如何保持已
取得的地位和进一步发展铁路行业的问题直接关系到铁路运输如
何纳入战略目标，以减少和/或消除ESG风险，以及市场参与者对重
大变化的准备程度，如：政府、基础设施、运输服务提供商和消费
者。

https://index1520.com/cn/emissions-co2/
https://index1520.com/upload/medialibrary/ff6/ERAI-Review-2020_RU.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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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ESG，为什么托运人需要
ESG？
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作为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的集合，是
企业运营中的非财务部分的反映。最初，这个术语来自投资界，使投
资者可以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对企业进行评估。今天，执行ESG原则是
企业非财务报告的一部分，在吸引投资方面，与国家级、省级和市级
政府、社区、以及其他企业建立关系方面，以及与同样重要的客户和
消费者之间建立关系方面发挥着根本作用。

ESG原则可以分解为三个主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反映了公司对最佳
的管理标准和实践的遵守。包括董事会的组成，高层管理人员透明
的薪酬制度，遵循负责任的游说做法、雇佣和员工管理做法。从本质
上讲，它是决定公司效率和内部健康氛围的一切。 

社会管理，就像环境管理一样，是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环境体现，说
明了企业在消费者中的声誉、品牌的包容性（在不同社会、性别和阶
级群体中的声誉）、与当地居民和企业所在地区政府的关系。这两个
组成部分都极大地影响了投资者对公司的投资意愿和消费者的忠诚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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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原则及其组成部分

环境

社会

企业管理

•气候变化
•碳排放量
•水污染和水资源短缺
•森林砍伐

•董事会及其组成
•高管薪酬准则
•政治捐款和游说
•招聘和入职的最佳实践

•客户成功
•性别和多样性包容
•社区关系

资料来源：作者编撰。

通过在环境管理方面制定企业的ESG战略，为公司寻求增加商业价
值，并减轻潜在的声誉、政治和监管风险。与此同时，世界上没有通
用的标准来对公司及其对ESG原则的遵守情况进行排名，但对这些
原则的遵守情况已经在很多时候由投资者在对企业进行分析时进行
了评估。例如，S&P Global专门对企业进行ESG评估，并且表明了对
企业的环境和社会责任领域的法规性法令数量呈指数增长。

ESG组成部分的准备程序、标准和指标由公司根据公认的ESG报告
系统指定。目前使用最多的非财务报告标准是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英语：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准则
在使用，比如欧盟通过的非财务披露指令（2014/95/EU）。 

https://quote.rbc.ru/news/article/60efd48d9a79477f9b55d91d
https://quote.rbc.ru/news/article/60efd48d9a79477f9b55d91d
https://www.spglobal.com/ratings/en/research/pdf-articles/190408-the-esg-advantage-exploring-links-to-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
https://www.spglobal.com/_assets/documents/ratings/the-esg-advantage-exploring-links-to-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april-8-2019.pdf
https://www.spglobal.com/_assets/documents/ratings/the-esg-advantage-exploring-links-to-corporate-financial-performance-april-8-2019.pdf
https://rspp.ru/12/11938.pdf
https://rspp.ru/12/119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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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报告系统

ESG报告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全
球报告倡议组织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俄罗斯企业主及
企业家联合会

的
基本业绩指标

联合国全球契约              
(英语：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

可持续发展目标英语：
(英语：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SDGs)

可持续会计准则
理事会
(英语：

Sustainability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SASB)

其他

国际综合报告委员
会(英语：

International 
Integrated 
Reporting 

Council,IIRC)

碳排放披露项目
(英语：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CDP)

资料来源：FBK Grant Thornton。

环保议程的普遍性导致了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准则的建立。在联合国
的主持下，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财务披露工作组（英文：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的标准现在得到了
普遍的应用，并得到了G20领导人的支持。然而，被认为是最容易受
到重大气候风险影响的行业，其TCFD披露的水平最高。

该工作组研究了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物理、责任和过渡（向低碳经济
过渡）风险，并分析了不同经济部门的有效披露应该是什么。还鼓励
公司使用情景分析：实现某些目标值的方案，如减排。

同时另一个普遍采用的工具是由S&P Global对各个公司的评级。利
用工作组的研究结果，ESG方法还包括评估公司为环境转变所做的
准备，并对ESG的所有三个组成部分进行满分为100分的评分。

因此，ESG分析的引入是由投资者决定的。然而，为了保持竞争力，公
司被迫实施公认的全球ESG报告标准，这也就导致需要遵循先进的
环境实践：采取行动以减少碳足迹，建立排放监测机制，采取措施
实现减排目标，对直接与间接碳排放进行核算 - 即不仅在生产活动
中，而且在整个公司的供应链和物流活动中。

https://www.fbk.ru/upload/press-center/%D0%9A%D0%BB%D0%B8%D0%BC%D0%B0%D1%82%D0%B8%D1%87%D0%B5%D1%81%D0%BA%D0%B8%D0%B5%20%D1%80%D0%B8%D1%81%D0%BA%D0%B8%20%D0%B4%D0%BB%D1%8F%20%D0%A1%D0%9A_final.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ciiisard94_ru.pdf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ciiisard94_ru.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2017-TCFD-Report-11052018.pdf
https://www.spglobal.com/ratings/en/research/articles/public-esg-eval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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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生态环境效益
随着环境挑战的倍增和地球上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的加速，环境
因素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环境议程中
的首要任务。在国际层面上，这一进程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
约》（英文：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管理，但对各国来说，这是一个自愿的、速度不
一样的进程，因为发展中国家有权按照其国家目标进行发展。因此，
今天，欧盟的环境政策是世界上绿色发展的主要方向。

运输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主要来源。目前，其占欧盟总排放量
的24.6%，其去碳化，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进程比其他经济部门，
如能源和工业，较慢。同时，运输部门的排放在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
分布并不均匀。公路运输（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占运输部门二氧
化碳排放量的3/4，其次是航空运输、海运和铁路运输。

各种运输方式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2025年和2030年假设可持续发展的预测

2,53
2,67

2,84 2,92 3,01 3,12 3,19
3,35

3,56 3,62 3,64
3,50

3,11

1,70 1,76 1,86 1,95 2,03 2,08 2,18 2,26 2,29 2,37 2,41 2,43
2,30

0,67 0,66 0,70 0,74 0,75 0,74 0,78 0,82 0,91 0,93 0,93 0,90 0,87

0,09 0,08 0,09 0,10 0,10 0,09 0,09 0,09 0,09 0,08 0,08 0,07 0,06

0,62 0,61 0,69 0,75 0,78 0,80 0,77 0,80 0,84 0,86 0,86 0,85 0,83

0

1

2

3

4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2016 2018 2020 2025 2030

数十亿吨二氧化碳

客运车辆

汽车货物运输

空运

铁路货运

海运

资料来源：国际能源机构。

为了实现 "欧洲绿色协议"的目标，欧盟将在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即交通部门实现脱碳，而铁路在这其中起着决
定性作用。特别是，铁路货运量需要增加一倍，用于可持续和智能
运输的全欧交通多式联运网络（英语：Trans-European Transport 
Networks，TEN-T）必须得到高速铁路网络的补充。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rail-and-waterborne-transport
https://www.iea.org/data-and-statistics/charts/transport-sector-co2-emissions-by-mode-i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scenario-2000-2030
https://index1520.com/analytics/evropeyskaya-komissiya-predstavlyaet-novuyu-strategiyu-mobilnos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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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模式转换政策目标与货运的温室气体排放效率目标是一致
的。根据2020年欧洲环境署委托Fraunhofer ISI和CE Delft对2014-
2018年数据进行的研究，铁路运输每吨公里的排放量比汽车货运运
输（英语：heavy goods vehicle，HGV）的排放量几乎低6倍。到目
前为止，航空货运是排放量最大的运输方式。

欧盟27国按运输方式划分的平均温室气体排放量
每吨公里的二氧化碳克数

客运车辆

汽车货物运输

铁路货运

海运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8
1

7

24

33

137

1 036

10

100

1 000 空运

资料来源：欧洲环境署。

上述结论证明了欧盟模式转换政策的基本假设。应该注意的是，并
不是所有的运输方式都同样适合各种运输任务，而且由于地理和基
础设施的特点，以及交货时间的关键性（例如，在运输易腐货物的情
况下），运输方式并不总是可以互换。因此，欧盟目标的实现在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成员国运输系统的适应性。

交通部门在欧盟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中起着关键作用，这影响到所
有的运输方式。在减少排放的总体政策背景下，交通部门是那些
增加排放的部门之一。欧盟碳交易机制（英语：European Union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正在扩大，同时伴随着的是
排放价格的上升。目前，其涵盖了欧盟所有二氧化碳排放源的约45%
。7月1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了为交通部门扩大欧盟碳交易机制（EU 
ETS）的指令草案纲要。该指令将很快作为“减碳55” (英语：Fit for 
55)”的一揽子气候计划的一部分（欧盟承诺在2030年底温室气体
排放量较1990年减少55%的目标）。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rail-and-waterborne-transport/rail-and-waterborne-best/d3b-eea-ghg-efficiency-indicators/view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rail-and-waterborne-transport/rail-and-waterborne-best/d3b-eea-ghg-efficiency-indicators/view
https://www.eea.europa.eu/publications/rail-and-waterborne-transport/rail-and-waterborne-best/d3b-eea-ghg-efficiency-indicators/view
https://ec.europa.eu/clima/eu-action/eu-emissions-trading-system-eu-ets_en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revision-eu-emission-trading-system_en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RegData/etudes/IDAN/2021/662927/IPOL_IDA(2021)662927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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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运输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2-3%，于2016年被纳入欧盟
碳交易机制。然而，由于国际民航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ICAO）实施的碳中和方案及减排计划（英
语：Carbon Offsetting and Reduction Scheme for International 
Aviation，CORSIA），只有欧洲经济区内的航班被纳入欧盟碳交易
机制，而国际航班没有被纳入。

这项豁免将于2023年到期，届时CORSIA将被纳入欧洲运营商的EU 
ETS，因为欧盟的计划远远超出了ICAO的方案。也就是说，在超过为
2019年设定的排放水平后，欧洲国际航班的承运人将不得不通过拍
卖或碳抵消计划购买额外的排放权（offsetting schemes）。

公路运输和建筑部门将建立一个单独的碳交易机制，将责任转移给
燃料供应商，供应商将及时报告其供应情况，并为其售出的燃料产
生的碳排放买单。该系统计划从2026年开始全面实施，同时将对汽
车制造商进行更严格的监管。

海运被纳入了欧盟目前的碳交易机制，尽管海运碳排放量很少，只占
运输部门排放量的13%左右。该系统将监管排水量大于5000吨的船
只的排放量，包括所有在欧盟内部航行的并停靠在欧洲港口，或者
在欧盟以外开始或结束国际航行的船只且无论其归属地，这其中也
包括停靠在欧盟港口期间产生的排放。该倡议旨在促使海运公司使
用低碳燃料。实施该系统将需要三年时间。欧盟委员会计划从扩大
国际空运和海运的碳交易机制中获得大约100亿美元。

铁路运输已完全纳入该系统。根据欧洲铁路和基础设施联合会（
英语：Community of European Railway and Infrastructure 
Companies， CER）的数据，铁路公司每年为使用由污染能源（约占
60%）发电所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支付约1.1亿欧元的费用。铁
路公司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因为公路运输目前根本不包括在
这个系统中，而航空旅行由于法律上的豁免，只有15%被纳入系统。
因此，铁路运输已经生活在新的现实中，进一步加强碳监管将通过
扩展到其他运输方式来完成，这也将加强铁路的竞争地位。  

正如ERAI网站的二氧化碳排放监测（中国-欧洲-中国铁路服务的“
绿色”指标）显示，就直接和间接排放而言，航空运输是最不环保的
运输方式。对于2020年沿欧亚铁路运输的546,902个标准箱，铁路
是最绿色的选择，特别是在直接排放方面。

海运也是相当环保的，但必须考虑到，除了二氧化碳（CO2）船
舶还排放 其他温室气体，如氧化硫（SOx），国际海事组织（英
语：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IMO）正在努力减少这
些排放。

https://roscongress.org/upload/medialibrary/001/4_RC-eco-link6.pdf
https://ec.europa.eu/clima/eu-action/transport-emissions/reducing-emissions-aviation_en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3542
https://ec.europa.eu/commission/presscorner/detail/en/qanda_21_3542
https://roscongress.org/upload/medialibrary/001/4_RC-eco-link6.pdf
https://ec.europa.eu/info/sites/default/files/factsheet_3_en.pdf
https://index1520.com/cn/emissions-co2/
https://www.imo.org/en/OurWork/Environment/Pages/Sulphur-oxides-(SOx)-%E2%80%93-Regulation-1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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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欧亚铁路运输累计排放量。
546,902 TEU, 以千吨二氧化碳计

千號二氧化碳

36,5
1 616,8

174,4 191,1

3 249,0 3 839,8

19 273,8

23 558,0

直接排放 直接和间接排放

铁路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样运輸量海运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样运输量汽车陆运二氧化碳排放量 同样运輸量空运二氧化碳排放量

根据法国铁路公司的子公司SNCF Réseau的数据，法国交通部门的
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31%，其中铁路运输占不到1%。然而，铁路在
运输部门的份额仍然很低，只有10%的乘客和货物通过铁路运输。
因此，在需要向铁路这种最环保的运输方式转变的同时，铁路运输
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根据Rail Delivery Group的数据，铁路货运每年为英国产生24.5亿
英镑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此外，每吨货物通过铁路运输产生的碳排
放量比公路运输少76%，并且,一辆货物列车相当于110辆卡车。总的
来说，铁路运输每年可减少700万次卡车运输的需要。

尽管铁路运输被视为整体减排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其在货运方面的
潜力却有些有限，尤其是在公路运输占主导地位的短距离货运。根
据德国联邦环境署（德语： Umweltbundesamt ，UBA）的数据，按
照比较理想的设想模式，到2050年，铁路运输在全国总货运量中的
比例可能从 2016 年的 18% 增加到不超过30%。这说明了了将货物
运输转移到铁路的最大潜力，但是与现有运力相比，如果不能显著
增加运力的话（线路、枢纽站、货运站），则无法实现此目标。

铁路部门的数字化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列车调度到事故处理的各种
流程的自动化，为乘客、运营商、监管机构和机车车辆制造商提供了
巨大的运输能力、效率、安全和可持续性的好处。正如欧盟战略所
设想的那样，数字技术的实施有可能将铁路货运的市场份额从目前
的19%提高到2030年的30%。然而，为了实现这一潜力，各国政府需
要进行一系列协调改革，包括调整相关法规法律。

https://www.sncf-reseau.com/sites/default/files/2021-06/FICHE_REFLEXE_Advantages%20of%20rail%20transport.pdf
https://www.globalrailwayreview.com/news/121875/report-economic-social-benefits-rail-freight-uk/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1410/publikationen/texte_56_2016_klimaschutzbeitrag_des_verkehrs_2050_getagged.pdf
https://www.cleanenergywire.org/dossiers/cargo-transport-and-energy-transition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urope/digitizing-europes-railways-a-call-to-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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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铁路来说，电气化是至关重要的。正是电力牵引的使用，特别是
在基于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情况下，使铁路能够完全获得环境效益。
欧洲的铁路行业已经通过开发电动和替代动力装置来取代内燃机
车，在改善空气质量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德国政府计划到 2025 年实现 70% 的铁路网络电气化，并采取额
外措施发展铁路运输。为了减少仍在使用柴油燃料较少运行线路的
和非电气化铁路线的排放，计划使用氢燃料电池列车，这是目前公认
的最有希望实现碳中和的货运列车类型。2018 年，德国正式运行了
Alstom公司生产的第一批 Coradia iLint 氢燃料列车。

这项技术完全消除了向大气层排放有害物质，唯一的排放物是蒸汽
和水，而多余的能量则储存在列车上的锂离子电池中。列车配备了两
个电动机，其电力不是来自架空接触线，而是来自列车本身的能源--
列车顶部的氢气罐和燃料电池，由氢气与氧气结合从而产生电流。

氢燃料列车可以成为可持续交通的一个重要标志，但这需要将驱动
列车所需的整个能源链的碳足迹降到最低。由于火车顶部的水箱中
的氢气是水的电解过程的结果，而这需要大量的电力，因此必须使
用更加环保的方式来生产电力本身，如通过风力发电场。

这方面的主要障碍是，首先，根据来源的不同，存在几种类型的氢
气："绿色"氢气（来自可再生能源），"灰色"氢气（主要来自天然气）， 
"棕色 "氢气（来自煤炭），甚至 "蓝色 "氢气（来自矿产资源，使用捕
获技术从化石资源中提取）。也就是说，并非所有的氢气都是 "纯 "
的。其次，使用氢气需要基础设施，包括考虑到使用这种燃料工作的
高安全风险。

事实是，运输部门的生态负担越来越重，环境因素的出现是所有类
型运输的关键因素之一。对于某些类型的运输，环境成为必须适应
的制约因素，而对于其他类型的运输，如铁路货运，环境因素带来了
新的竞争优势。

https://www.popularmechanics.com/technology/infrastructure/a23320243/first-hydrogen-powered-trains-rolling-in-germany/
https://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8/sep/17/germany-launches-worlds-first-hydrogen-powered-train
https://www.dw.com/ru/%D0%BF%D0%BE%D0%B5%D0%B7%D0%B4-%D0%BD%D0%B0-%D0%B2%D0%BE%D0%B4%D0%BE%D1%80%D0%BE%D0%B4%D0%B5-%D0%B5%D0%B2%D1%80%D0%BE%D0%BF%D0%B5%D0%B9%D1%81%D0%BA%D0%B8%D0%B9-%D1%82%D0%B5%D1%85%D0%BD%D0%BE%D0%BB%D0%BE%D0%B3%D0%B8%D1%87%D0%B5%D1%81%D0%BA%D0%B8%D0%B9-%D0%BF%D1%80%D0%BE%D1%80%D1%8B%D0%B2-%D1%81-%D0%BE%D0%B3%D0%BE%D0%B2%D0%BE%D1%80%D0%BA%D0%B0%D0%BC%D0%B8/a-4552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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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物流和模式转换
随着气候议程的加强，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承诺正在成为企业
部门面临的新的现实。拥有适当的、深思熟虑的可持续发展标准，以
及它们的透明度，可以提高公司的声誉，让利益相关者清楚地了解公
司是如何减轻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向铁路运输的转变也可以
反映在公司的ESG战略中。

为了分析对托运人和收货人来说，使用铁路运输与海运、空运和公路
运输相比是最可持续和最环保的替代方式的而产生环境效益有多
重要，我们选择了一些公司。以收入最依赖中国的前20家公司为基
础，无论从总量还是从占总收入的份额来看，都是如此。当然在该名
单中排除了那些最不愿意采用铁路集装箱运输的公司，包括中国-欧
洲-中国线路。随后，如果企业在中国有生产或在中国有相当大的销
售份额，则评估绿色供应物流对企业的重要性。

为了评估由于环境因素导致的向铁路运输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参考
了各公司在S&P Global ESG评级以及Sustainalytics（ESG风险评
级）中的排名。S&P评级是最公认的国际评级之一，它通过将指标与
行业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来评估企业的状况以及企业的准备情况，这
表现在是否将ESG目标纳入企业战略和文化，是否采取行动计划等。
该评级是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英文：Dow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DJSI）的基础。Sustainalytics评级也是一个公认的工具，包
括对国际组织，以及对企业的ESG风险和风险管理的准备情况的评
估。

接下来，利用公开数据，确定所选公司的产品组。考虑到企业的跨国
性和所生产产品类别的多重性，根据还原主义原则，以欧盟国家出
口到中国的主要商品类别或对外经济活动的商品命名作为基础。然
后，根据现有的国家和欧盟统计局对中国出口的统计资料，按运输方
式评估了模式转换的现状和潜力。对潜力的评估也受到S&P Global
排名位置、环境风险在Sustainalytics排名中的重要性以及目前供应
链中的模式组成的影响。

https://graphics.reuters.com/USA-CHINA-MARKETS-EU/0100900600D/index.html
https://www.spglobal.com/esg/csa/yearbook/ranking/
https://www.sustainalytics.com/esg-ratings
https://www.sustainalytics.com/esg-ratings
https://corpgov.law.harvard.edu/2017/07/27/esg-reports-and-ratings-what-they-are-why-they-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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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琪

斯沃琪集团（英语：Swatch）是世界上最大的钟表制造商，约占全
球市场的1/4。该集团包括欧米茄、宝玑、哈利-温斯顿、宝珀、格拉
苏蒂等原创品牌，主要属于奢侈品领域。该集团还为其他钟表品牌
生产部件。其生产设施位于瑞士（欧米茄，总装）美国和捷克共和国
（EM微电子，微电子）。根据一些消息来源，一些基本部件是在中国
制造的，由公司购买。根据一份2020年的正式记录，中国的服务中心
和销售网点主要在上海和香港。此外，正是中国正在成为产品的关
键市场：在2020年35%的收入来自于中国市场。

该公司采用ESG原则。同时，公司的ESG风险很低，特别是在环境部
分（Sustainalytics为16.9，环境部分为0.7），但S&P ESG评级相当
低，比市场上的要差，这使其无法被列入金、银、铜框架内。在环保方
向的框架内，公司评估了生产中使用的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并制定
了减少碳足迹的企业目标（2030年比2013年减少32%）。然而，目前
该公司只评估了直接的二氧化碳排放，即生产和销售产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而没有评估整个供应链的排放。

https://www.swatchgroup.com/en/swatch-group/innovation-powerhouse/industry-40/swatch-group-production-sites
https://www.emmicroelectronic.com/
https://graphics.reuters.com/USA-CHINA-MARKETS-EU/0100900600D/index.html
https://finance.yahoo.com/quote/UHR.SW/sustainability/?guce_referrer=aHR0cHM6Ly93d3cuZ29vZ2xlLmNvbS8&guce_referrer_sig=AQAAAG4qJsIVHVW2aWXFS3IavMLGa0HOgXMEqFq0TSxJxazWa6T7xRvDb8PriTfSSJ8bFW0EGYHJ2PIllvcoC1HoewzEgcoLSFoJk_UGeiA5sGXELfRVBztFBsCB0w1LPFBExqsTnHsK4uY7yjWF-GWmg4MPb8oQzUwH9nkfb2Yf-bQh&guccounter=2
https://www.swatchgroup.com/sites/default/files/media-files/swatchgroup_rdg20_gb_complet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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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沃琪集团从瑞士出口到中国的主要产品是91产品组（9101，9102

）--腕表，包括贵重手表。2020年，瑞士向中国出口了价值约22亿欧

元的9101和9102货物。按价值划分，瑞士的出口几乎在公路和航空

运输之间平分秋色，其他运输方式所占份额很小。在"工程产品"类别

（标准货物分类，NST）中，按价值划分，铁路运输约占瑞士出口的

0.6%。对于对中国的出口，这一数字显然接近于零。

该集团在中国-欧洲-中国方向转为铁路运输的兴趣可以评估为低。
对目前实施ESG的低定位，间接排放评估和环境风险值可以忽略不
计。虽然该集团的一些品牌由于在奢侈品领域的地位被要求采用环
保化生产，但并没有将其列入优先考虑的名单。瑞士出口货运的具体
情况也表明，集团对使用铁路运输的兴趣不大。

公司 斯沃琪集团（瑞士）
商品组 手表和手表配件，包括贵金属制造的手表
原产地 瑞士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35%
S&P Global ESG评级 不包括在评级中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6,9 (0,7)
ESG-转变 未揭露间接排放情况

商品组 9101, 9102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2177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0%
模式转变潜力 低

https://www.ezv.admin.ch/ezv/en/home/topics/swiss-foreign-trade-statistics/daten/verkehrsmittel.html
https://www.ezv.admin.ch/ezv/en/home/topics/swiss-foreign-trade-statistics/daten/verkehrsmittel.html


信息分析述评 2021年8月

有利于铁路运输的“绿色”选择：环境议程对运输方式转变的影响 14

历峰集团 
瑞士控股公司历峰集团（英语：Richemont）是世界三大奢侈品制造
商之一，拥有卡地亚、Chloé、梵克雅宝国际、万宝龙和其他品牌。中
国市场约占该公司销售额的1/4。公司在中国的总部设在香港。集团
是联合国全球契约（英文：United Nations Global Compact）的成
员，并根据联合国的要求监测其可持续发展指标的执行情况。除了
负责任生产，该公司还遵循绿色物流的原则：在电子商务交付货物时
不使用塑料。电子商务是公司的重点：2020年，网上销售额超过24
亿欧元（占集团销售额的15%），这使得公司直接对环保的货物运送
方式感兴趣。

同时，该公司的环境风险很低，而且没有被列入S&P排名，显然是由
于属于奢侈品细分市场。并且，该公司已将自己定位为环保先行者，
这对保留目标受众很重要，并与阿里巴巴达成了在线物流的合作协
议。 

该公司的主要产品之一是4202和4203--穿着和储存衣服的物品和
皮革服装及配件。与瑞士手表的情况一样，该国的轻工业只有一小
部分是通过铁路出口的，大约1%。对中国的出口比例甚至更低。考虑
到这是高端市场，很明显，大多数瑞士产品通过空运到中国，这是最
不环保的选择，与公司的脱碳政策相悖。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公司对
模式转换有一些潜在的兴趣，但处于中等水平。

公司 历峰集团（瑞士）

商品组 奢侈品：手表（31%），珠宝（42%），服装（13%），
饰品 

原产地 瑞士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26%
S&P Global ESG评级 不包括在评级中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1,5 (0)

ESG-转变 该公司已经实施了绿色货物物流的原则，特别是在
包装方面。

商品组 4202, 4203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51,9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0%
模式转变潜力 中

https://www.richemont.com/media/ed4hn2qj/20210830-group-presentation.pdf
https://www.richemont.com/media/qbehirls/rar-2020_27may.pdf
https://www.richemont.com/media/qbehirls/rar-2020_27may.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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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可睐
盟可睐（英语：Moncler）是一家意大利的高级外衣公司，专门生产
运动服，包括御寒运动服。虽然该公司有一些合作工厂，但其主要生
产设施位于东欧（罗马尼亚、匈牙利等），约18%的产品在中国销售。
同时，盟可睐实施完善的环境政策，传统上在其行业的可持续性方
面占据领先地位。公司在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有一个物流中心。

为了提高物流的可持续性，公司致力于选择最短的送货路线，以优
化和减少其碳足迹，并使用最环保的运输方式，已经摆脱了航空运
输。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决定，因为在62产品组 "服装服饰 "中，欧盟
出口到中国的12亿欧元中约有价值10亿欧元的货物是通过航空运
输的。空运在这一商品组中的份额正在逐渐下降，铁路运输货物价
值在2019年和2020年间从20万欧元大幅增长到200万欧元。

该公司是S&P ESG“金组“的一部分。这种模式转变也得到了注重环
境保护的消费者的支持。公司的ESG风险较低，由于该公司目前对提
高其供应链的低碳化和转向无污染的运输方式的兴趣，进一步加强
了模式转换的相关性。

公司 盟可睐(意大利)
商品组 高档服装
原产地 欧盟（意大利、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18%
S&P Global ESG评级 金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0,4

ESG-转变 关注环境，强调可持续的物流，选择可持续的运输
方式和监测

商品组 62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1213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0,2%
模式转变潜力 高

https://www.monclergroup.com/en/sustainability/strategy
https://www.monclergroup.com/en/sustainability/act-on-climate-change/logistics-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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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达
由于其业务的全球性质，阿迪达斯（英语：Adidas）集团在世界各地
都有生产设施（阿迪达斯、锐步品牌）。该控股公司是欧洲最大的服
装和鞋类制造商，也是世界第二大制造商。中国占集团产能的27%
，约为337家工厂。在鞋类方面，中国占产量的15%；在服装方面，占
20%；在配件和设备方面，占36%。集团拥有一个由64个配送中心
组成的广泛网络，并直接拥有其中约一半的配送中心，这使它能够
成功地适应冠状病毒造成的干扰，并发展电子商务领域。公司已经
实施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英语：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并监测二氧化碳排放、能源消耗、水资源使用和工
业垃圾减排的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属于95、64和62产品组。由于之前已给出了对第62
组的评估，所以只考虑了"玩具和运动设备"（95）和 "鞋类、护具和类
似物品"（64）这两个产品组。由欧盟向中国的出口额为10亿欧元，铁
路运输占两类出口额的2%左右。同时，模式构成的特点是铁路货运
的增长相对较小。就鞋类而言，空运是主要的运输方式，而就玩具而
言，海运是主要的运输方式。

就 ESG 而言，该集团被纳入S&P“铜组”。同时，该公司的风险状况
较低，包括与该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然而，根据现有的数据， 
公司并没有积极尝试改造其供应链，但却深受海运物流中断之苦，这
使得寻找替代方案成为现实。然而，总的来说，由于脱碳导致的模式
转换的潜力可以被评估为中等。

公司 阿迪达斯公司（德国）
商品组 运动装
原产地 欧盟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17%
S&P Global ESG评级 铜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3,3 (2,2)

ESG-转变 公司已经实施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监测生产设施的排放量

商品组 64, 95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1008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2%
模式转变潜力 中

https://careertrend.com/info-8187202-countries-manufacture-adidas.html
https://report.adidas-group.com/2020/en/group-management-report-our-company/global-operations.html
https://edition.cnn.com/2021/08/23/business/global-supply-chains-christmas-shipping/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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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凌
德国公司英飞凌（英语：Infineon）是一家电信行业的芯片制造商。
它是十大半导体制造商之一，是汽车行业最大的芯片供应商，这也是
因为公司以前是西门子的一个子公司。在运输部门，包括货运部门，
对绿色能源的关注非常强烈。同时，公司37%的收入来自于与中国，
包括香港和台湾的互动--约20亿欧元。英飞凌的合作伙伴包括阿里
巴巴集团、百度和比亚迪汽车等中国公司。该公司的生产设施既位
于中国（江苏省），也位于欧洲（雷根斯堡、德累斯顿、瓦尔斯坦、费
拉赫、泽格拉德）。该公司致力于联合国全球契约的10项原则，旨在
到2030年实现碳中和。公司监测了对环境的影响，并考虑到了运输
的排放。

公司主要出口商品组为8541（二极管、晶体管和半导体器件）和8542
（电子集成电路）。从欧盟到中国的铁路货运在这两个类别中的份额
都可以忽略不计，主要的运输方式是空运，鉴于目前市场上的供应
短缺，这是合乎逻辑的。

英飞凌被纳入S&P“铜组”，这使它成为一个相当有ESG责任的公
司。此外，该公司考虑了间接排放，已经大量参与了欧洲的物流脱碳
工作，因此有兴趣继续这项工作，因为其三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中
国。在ESG下，环境风险是公司的关键，这使得转用铁路运输成为一
个非常有吸引力的选择。

公司 英飞凌（德国）
商品组 半导体和微芯片，主要用于汽车行业
原产地 欧盟（德国、奥地利、匈牙利）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37%
S&P Global ESG评级 铜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7,5 (7,9)
ESG-转变 考虑到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包括内部和外部物流

商品组 8541, 8542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10695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0,02%
模式转变潜力 高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FX-Company-Presentation-Jan-2015-en.pdf?fileId=5546d4614815da88014855cbf595171a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FX-Company-Presentation-Jan-2015-en.pdf?fileId=5546d4614815da88014855cbf595171a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FX-Company-Presentation-Jan-2015-en.pdf?fileId=5546d4614815da88014855cbf595171a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FX-Company-Presentation-Jan-2015-en.pdf?fileId=5546d4614815da88014855cbf595171a
https://www.upl-ltd.com/press_release/Fanzip28HTTQt9cyBTrxk31z9HQU9VtQ1reSgEX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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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司朗
欧司朗（英文：OSRAM）也曾是西门子的子公司，是半导体的部件
以及照明设备的开发商和制造商。2019年，其被奥地利的AMS公司
接管，从而分成三个部门：光电半导体（LED灯）、汽车工业照明设备
和物联网设备。该公司在德国、中国（江苏省）和马来西亚拥有自己
的生产设施。尽管在欧洲实施了ISO14001系列标准（环境管理系
统）和ISO 50001标准（能源管理），但该公司没有减少排放量和核
算间接排放量的目标，包括运输物流的排放量。 

公司的主要出口商品组为8539（灯泡）、9405（照明设备），属于利
基产品。在8539中，航空运输是最主要的运输方式，但与2019年相
比，铁路运输的份额大幅增加：从17.5万欧元增加到590万欧元，这
也反映在ERAI指数统计中。在9405中，铁路货运量也明显增加，但
大部分货物几乎被空运和海运平分。 

欧司朗被纳入S&P “铜组”，但与业内同行相比，其环境风险最低，
这表明其转型的准备程度相当低，转型的动力不足，尽管公司活动
对环境的影响不大。因此，由于环境影响而产生的模式转变的潜力
似乎很大，但由于公司的ESG模式，有一定的限制。

公司 欧司朗Licht AG（德国/奥地利）
商品组 光学半导体和照明设备
原产地 欧盟（德国）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0,20
S&P Global ESG评级 铜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3,4 (5,3)
ESG-转变 实施ISO 14001，无减排目标，不考虑间接排放。

商品组 8539, 9405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283,00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2,9%
模式转变潜力 高

https://ams.com/ams-start
https://www.osram-group.com/~/media/Files/O/Osram/Investor%20Relations/Annual%20Report/2020/2020_en_osram_annual_report.pdf
https://index1520.com/cn/statistics/?direction=east&view=list&section=route&previousPeriodType=year&destination=CN&period=202101-202109&hs=8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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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姆勒公司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戴姆勒（英语：Daimler）公司，该公司是世界上最
大的高级轿车制造商之一，也是最大的商用车制造商（奔驰、AMG、
迈巴赫和其他品牌）。该公司通过其全球运输和物流网络将30个国
家的75个生产设施和几乎世界各地的约8500个零售商联系起来。
通过这种方式，2020年在公司的运输和物流链中运输了270万辆汽
车。为此，主要采用海运（2020年约35万个标准箱）和空运（约12万
吨货物）。

该公司已经实施了可持续发展目标，还设定了下一步目标，即通过改
变生产方式、推出新产品系列以及鼓励合作伙伴减少排放，到2039
年实现碳中和。作为实验的一部分，该公司还监测和统计所售车辆的
排放量。公司还对将汽车运送到销售中心所产生的排放量计入排放
量统计。

为了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戴姆勒通过将运输枢纽相互连接来优化
物流，以减少距离并提高吞吐量。该公司采用创新的解决方案和新
的运输模式，不仅注重改善成本绩效和质量，而且还注重优化二氧
化碳的排放。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公司正在稳步增加铁路网络的
运输量。自2018年2月以来，在RailLink2Med项目范围内已将大部
分运往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货物从卡车改为火车。这一过渡是逐步进
行的，并覆盖了供应网络中交通量最繁忙的目的地。迄今为止，在通
往意大利的路线上，铁路运输已经取代了2.5万辆汽车，在通往西班
牙的路线上取代了大约4万辆。

https://www.daimler.com/company/
https://sustainabilityreport.daimler.com/2020/servicepages/downloads/files/daimler-sr-2020.pdf
https://www.daimler.com/documents/investors/reports/annual-report/daimler/daimler-ir-annual-report-2020-incl-combined-management-report-daimler-ag.pdf
https://sustainabilityreport.daimler.com/2020/servicepages/downloads/files/daimler-sr-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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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中一个运输环节，梅赛德斯-奔驰与德国货运公司合作，成功实
现了完全的碳中和--从2020年初开始，梅赛德斯-奔驰在德国的汽车
厂和克奇克梅特（匈牙利）的工厂的生产资料将由绿色电力驱动的
火车运输，相当于每天270辆卡车的运输量。这种铁路运输的绿色电
力完全由当地可再生能源提供，主要是水力发电站。

与本综述中所有其他汽车行业代表一样，戴姆勒公司生产各种产品
组，但主要是生产乘用车（8703）。在这一组中，铁路运输已经占了相
当大的份额（约16%），仅次于海上运输。此外，8704（用于货物运输
的车辆）对戴姆勒来说也很重要。铁路运输在这一领域的份额可以
忽略不计，尽管在2020年底它正在增长。

该公司没有被列入S&P排名，但其风险状况与宝马相当。然而，在其
去碳化的努力中，公司依赖铁路运输，这使得在公司有业务的其他地
区迫切需要进行模式转换，包括占其收入1/6的中国。鉴于一些产品
类别缺乏向铁路的模式转变，进一步转变模式的潜力可以被评估为
高。

公司 戴姆勒（德国）
商品组 高级车和商用车
原产地 欧盟（德国）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16%
S&P Global ESG评级 不包括在评级中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22,1 (7,8)

ESG-转变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排放监测、减排目标、在欧
盟实施模式转换

商品组 8703, 8704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19115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15,8%
模式转变潜力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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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兰蒂斯

2021年PSA集团（标 致、雪铁 龙 和欧 宝品牌）与意 大 利-美国
制造商FCA（菲亚特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合并为斯特兰蒂斯(英
语：Stellantis)，从而成为世界上第四大汽车制造商。2019年，中国市
场占到了PSA收入的近8%。对于FCA来说，中国市场收入指标要低
得多。同时，在合并之前，PSA集团的两个主要所有者之一，也是斯特
兰蒂斯的所有者之一，就是中国国有的东风集团，是中国四大汽车制
造商之一，生产基地在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汉市，十堰市）。

PSA集团被纳入S&P“铜组”。没有公开的ESG风险状况数据。虽然
斯特兰蒂斯处于整合阶段，但汽车行业的去碳化议程加上在中国的
重要业务，使得转向铁路货运是值得的。考虑到目前的整合重点并考
虑同行业公司情况，可以评估为中等重要性。

公司 斯特兰蒂斯（荷兰）
商品组 各细分市场的车辆
原产地 欧盟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8%(标致)
S&P Global ESG评级 铜（PSA）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未列入
ESG-转变 合并后处于整合期的公司

商品组 8703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18255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16,5%
模式转变潜力 中

https://www.stellantis.com/content/dam/stellantis-corporate/investors/financial-reports/Stellantis_2020_12_31_Annual_Report.pdf
https://graphics.reuters.com/USA-CHINA-MARKETS-EU/0100900600D/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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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马
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之一，宝马（英语：BMW）公司在世界各地
拥有一个工厂网络。主要的生产设施位于德国，而在中国，宝马与当
地制造商华晨汽车集团合作，该公司在辽宁省生产宝马车型的同时
也生产自己的车型（雷诺也与一家中国公司合作，也有类似的本土
化）。在排放表被篡改的丑闻发生后，该公司正在寻求加强其环境足
迹。

宝马同时也关注其供应链的绿色化。每天，大约有7000个集装箱装
着3100万个宝马汽车部件通过海路运输。在与欧洲船运公司的合作
中，宝马正在改用使用生物燃料的船舶，从而减少二氧化碳和氧化
硫的排放，并且已经启动了试点项目 - AUTOSKY船。公司也已成为
海上运输行业去碳化倡议“零排放联盟”（英语：«Getting to Zero 
Coalition»）的成员。

除了汽车整车（8703），宝马还供应摩托车零部件（8714）和汽车零
部件（8708），这就形成了稍微不同的商品组合和模式组成。虽然海
运是整个汽车交付的主要方式，铁路在所有运输方式中排名第二，
但在8714中，铁路运输份额刚刚开始增加其份额，而航空货运也占
了很大的份额。在汽车类别中，铁路货运的价值在2020年首次超过
了航空货运。

面对巨大的公众和监管压力，公司正在进行重大的ESG转型工作，并
被纳入S&P “金组”。同时，该公司面临中等的ESG风险。公司已经
在努力与海运公司密切联系，改造物流链。而铁路物流的环境效益
对于实现减排目标至关重要。然而，所取得的成功和对海上运输的
偏爱可能会降低铁路替代方案的吸引力。

公司 宝马公司（德国）
商品组 汽车、汽车设备、发动机
原产地 欧盟（德国）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18,50%
S&P Global ESG评级 金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23,4 (6,7)
ESG-转变 重视环保，但与海运公司合作密切

商品组 8714, 8708, 8703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28798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13,6%
模式转变潜力 中

https://www.uecc.com/fleet/our-vessels/mv-autosky/?web=1&wdLOR=cADAA32B3-7847-B844-9A97-E1600DCE33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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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汽车
另 一 个 越 来 越 关 注 去 碳 化 议 程 的 汽 车 公 司 是 大 众 汽 车（英
语：Volkswagen）集团，其子公司包括奥迪、兰博基尼、宾利、布加
迪、斯柯达、保时捷等。截至2021年3月，大众汽车是仅次于丰田的
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从国家角度来看，中国是集团的主要市场，
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为19.3%。集团在中国也有33家工厂，广泛分布在
沿海和内陆省份。

尽管最近发生了涉及集团汽车排放监测数据造假的丑闻，但大众汽
车公司特别强调可持续性。该公司正在监测和减少整个部件供应链
的排放，包括采用供应商评级机制。大众集团同时采用了模式转换
政策，将其供应链转移到 "铁路 "上，主要是在欧洲，如西班牙。在德
国，大众集团已经与德国铁路公司（英语：Deutsche Bahn，DB）达
成协议，继奥迪公司之后，在德国境内使用铁路进行运输，而奥迪公
司是转用铁路货运的先行者。公司的目标是到2022年将60%的车辆
交付转移到铁路，引领汽车行业的模式转变。

除汽车行业外，该公司在内燃发动机（8407）和汽车用流体泵（8413
）生产领域内也占有很强的位置。在8407中，通往中国的铁路货运
传统上享有与航空货运相同的重要份额，仅次于海运。在第8413中，
铁路货运的价值明显增加，与空运和海运不同，但继续占据第三位。

公司未被列S&P排名，但其ESG风险状况略高于其主要竞争对手。也
就是说，该公司是欧洲模式转换的领导者之一，并依赖于铁路货运，
这使得该公司在其他地区的模式转换变得非常紧迫。虽然中国不是
公司的主要销售中心，但在评估集团对模式转换的兴趣时，应考虑到
中国工厂的存在。

公司 大众汽车（德国）
商品组 各细分市场的车辆
原产地 欧盟（德国、捷克、匈牙利）

在中国市场的收入份额 6%
S&P Global ESG评级 不包括在评级中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29,6 (8,3)
ESG-转变 强调环保，在欧盟执行模式转换

商品组 8703, 8407, 8413
原产地对中国的出口（百万欧元） 20567

铁路在选定商品组对中国出口中的份额 ≈15,4%
模式转变潜力 高

https://www.focus2move.com/world-car-group-ranking/
https://annualreport2020.volkswagenag.com/servicepages/downloads/files/download.php?file=entire-vw-ar20.pdf
https://www.volkswagen-newsroom.com/en/volkswagen-group-china-5897
https://www.railfreight.com/railfreight/2021/02/25/volkswagen-makes-modal-shift-happen-rail-dominates-road-in-2020/
https://logistics.dbcargo.com/resource/blob/5888178/137c7b74307412e1309f918a2810beac/201222_Railways_04-2020_EN_A-new-era-data.pdf
https://www.dbcargo.com/rail-de-en/logistics-news/audi-among-first-customers-to-use-CO2-free-transports-6328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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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作为一种运输大量货物的安全方式，并大大减少供应链的碳足迹，
铁路货运在疫情期间显示了其弹性和可靠的特点。铁路运输在经济
上和环境上都是有优势的，在疫情过后，铁路运输对国际贸易的恢
复至关重要。

物流业的进一步有效去碳化，需要企业和管理层的各个层面对气候
问题有共同的认识，以及所有经济体对绿色经济的承诺。具体的运
输去碳化目标将迫使托运人和承运人都采取行动。

许多托运人已经实施了ESG原则。如分析所示，设定减排目标和排放
监测系统的组织--不仅只是在生产中，而是在整个产品线中，包括物
流。正是由于对间接二氧化碳排放的核算，导致公司转向最环保的
运输方式，其中铁路是主要的。

由于去碳化议程的不断推进，最有希望转向欧亚跨境集装箱铁路运
输的行业是汽车业和轻工业的奢侈品部分以及高端配件的生产。汽
车行业受去碳化的影响最大，而中国的生产能力，以及中国人口的财
富增长和国内对汽车的需求，已经迫使汽车制造商主动转向铁路，
至少在欧洲是这样。同时，这些行业的一些公司正朝着与海运公司
合作的方向发展，尽管有铁路的选择。

由于竞争激烈，无论是汽车、服装还是手表，高端领域的制造商对其
生产和物流的可持续性也很敏感。鉴于铁路运输的环境优势，最短
的距离，生产者和服务消费者之间最便利的物流解决方案，这些制
造商自然倾向于集装箱铁路运输，包括跨越欧亚大陆。

本文章概述的一些主要的公司，追求去碳化的目标与欧亚过境铁路
沿线的铁路货物运输可以提供的优势是一致的。鉴于统计数据的可
用性，本评论还强调了个别商品或其组成，以描述模式转变的当前
进展，并确定其在脱碳议程中继续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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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潜在的因去碳化而追求进行模式转换公司

(1/2)

公司 斯沃琪
集团（瑞
士）

历峰集团 
（瑞士）

盟可睐 
(意大利)

阿迪达斯公
司（德国）

英飞凌（德
国）

商品组 手表和手
表配件，
包括贵金
属制造的
手表

奢侈品：手表
（31%），珠
宝（42%），
服装（13%）
，饰品 

高档服装 运动装 半导体和微
芯片，主要用
于汽车行业

原产地 瑞士 瑞士 欧盟（意大
利、罗马尼
亚、匈牙利、
保加利亚）

欧盟 欧盟（德国、
奥地利、匈
牙利）

在中国市场的
收入份额

35% 26% 18% 17% 37%

S&P Global 
ESG评级

不包括在
评级中

不包括在评
级中

金 铜 铜

Sustainalytics 
ESG 风险评级

16,9 (0,7) 11,5 (0) 10,4 13,3 (2,2) 17,5 (7,9)

ESG-转变 未揭露间
接排放情
况

该公司已经
实施了绿色
货物物流的
原则，特别
是在包装方
面。

关注环境，
强调可持续
的物流，选
择可持续的
运输方式和
监测

公司已经实
施了联合国
可持续发展
目标（SDGs）
，监测生产
设施的排放
量

考虑到间接
温室气体排
放，包括内
部和外部物
流

商品组 9101, 
9102

4202, 4203 62 64, 95 8541, 8542

原产地对中国
的出口（百万
欧元）

2177 51,9 1213 1008 10695

铁路在选定商
品组对中国出
口中的份额

≈0% ≈0% ≈0,2% ≈2% ≈0,02%

模式转变潜力 低 中 高 中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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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司 欧司朗
Licht 
AG（德
国/奥地
利）

戴姆勒 
（德国）

斯特兰蒂斯 
（荷兰）

宝马公司 
（德国）

大众汽车 
（德国）

商品组 光学半导
体和照明
设备

高级车和商
用车

各细分市场
的车辆

汽车、汽车
设备、发动
机

各细分市场
的车辆

原产地 欧盟（德
国）

欧盟（德国） 欧盟 欧盟（德国） 欧盟（德国、
捷克、匈牙
利）

在中国市场的
收入份额

0,20 16% 8%(标致) 18,50% 6%

S&P Global 
ESG评级

铜 不包括在评
级中

铜（PSA） 金 不包括在评
级中

13,4 (5,3) 22,1 (7,8) 未列入 23,4 (6,7) 29,6 (8,3)
ESG-转变 实施ISO 

14001，
无减排目
标，不考
虑间接排
放。

实施可持续
发展目标、
排放监测、
减排目标、
在欧盟实施
模式转换

合并后处于
整合期的公
司

重视环保，
但与海运公
司合作密切

强调环保，
在欧盟执行
模式转换

商品组 8539, 
9405

8703, 8704 8703 8714, 8708, 
8703

8703, 8407, 
8413

原产地对中国
的出口（百万
欧元）

283,00 19115 18255 28798 20567

铁路在选定商
品组对中国出
口中的份额

≈2,9% ≈15,8% ≈16,5% ≈13,6% ≈15,4%

模式转变潜力 高 高 中 中 高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财务和非财务公司报告、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2021年可持续发展年鉴》、公司ESG风险评

级、路透社和公开资料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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