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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请即时发放 

 

香港品质保证局专题研讨会 

可持续金融及气候适应．香港 2021 
 

宣布崭新倡议 配合政府气候策略 

 
（2021年 12月 3日，香港）香港品质保证局今天假港岛香格里拉酒店，举行香港品质

保证局专题研讨会 2021，并邀得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担任主礼嘉宾；

以及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环境局副局长谢展寰先生担任特别嘉宾。 

 

国际性研讨会 探讨前瞻课题 

这次国际性研讨会的讲者阵容鼎盛，云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 (UNEP FI)、负责

任投资原则 (PRI)、气候相关财务揭露工作小组 (TCFD)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国际金融公司，以及香港特区的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融发展局

及金融业界的领袖和专家，就可持续金融和气候适应等课题，分享最新趋势和真知灼

见。当日活动同步进行网上直播，现场及线上共吸引超过  600 名来自政府部门、监管

机构、中外银行和金融机构、商会组织、外国使节、学术机构及环保社团等领袖参与。 

 

获证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行总额逾 350 亿美元 

近年，本局积极开发崭新服务，支持香港可持续经济发展，当中“绿色和可持续金融

认证计划”是重点之一，至今获证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行总额超过 350 亿美元。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致辞时表示：“多年来，香港品质保证局一直是最支持我们推

动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合作伙伴之一。我乐见他们在今年五月推出新的绿色和可持续

金融认证计划，以涵盖市场上更广泛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产品。未来，将继续有赖香

港品质保证局在质量保证和标准维护方面的出色工作，以支持我们的绿色和可持续发

展事务。” 

 

推动碳中和、气候风险管理及 TCFD 报告的新倡议 

在今日的研讨会上，本局宣布一系列崭新倡议，以配合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包括

推出碳中和证书、气候风险管理指数、TCFD报告指数，以及绿色和可持续金融专才培

训和注册等服务。 

 

本局主席何志诚工程师表示：“这些新服务将于短期内推出，期望有助金融机构为满

足监管要求做好准备，以及协助上市公司和不同机构，展示他们在碳减排和应对气候

风险方面的进展和成就。 ” 

 

他续道：“为了回馈社会，本局正开发名为‘LightShare’(‘分享易’)的网上知识分

享平台，透过创新简便方式，促进人才及技能培训，协助金融及不同行业，推动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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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金融、TCFD报告编制、碳减排、气候风险管理，加强社会整体抗疫韧性，促进疫后

复苏。” 

 

嘉许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行机构及服务供应商 

研讨会同场亦举行了“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大奖 2021”的颁授典礼。此嘉许活动旨

在表扬致力在香港促进发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工具的机构、领袖及策略专才，赞赏他

们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今次共有 36 间来自香港、内地及海外的企业、银行及金融服

务机构获嘉许，并有 38 位业界领袖及 66 位精英受表扬。 

 

本局总裁林宝兴博士表示：“我相信这些获嘉许机构的良好做法，会启发更多企业，

为环保和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携手缔造一个更具韧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 完 -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右三）、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先生

（左二）、环境局副局长谢展寰先生（右一）；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何志诚工程师

（左三）、副主席黄家和先生（右二）和总裁林宝兴博士（左一）在“香港品质保证

局专题研讨会 2021”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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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主席何志诚工程师在会上致欢迎辞。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女士担任主礼嘉宾。 

 

 
主要嘉宾与香港品质保证局董事局成员、绿色和可持续认证计划技术委员会成员、演

讲嘉宾以及来自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业界知名组织的领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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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嘉宾与银行和金融机构领袖及代表合照 

 

 

 
主要嘉宾与公用事业及工商界的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行机构领袖及代表合照 

 
 

   
左至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主管 Eric Usher，以及气候相关财务披露工作小组

成员、联合国责任投资原则理事会主席 Martin Skancke 透过视频致辞 

 
 

 
 

左至右：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阮国恒先生, 太平绅士、香港金融发展局行政总监区景

麟博士, 荣誉勋章在专题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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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左至右：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公司业务总监屈咏琴女士、招商永隆银行副总经理和心先生 MBA 、

星展银行（香港）董事总经理兼企业及机构银行总监张建生先生、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行长助理陈先先生、国际金融公司东亚太平洋局区域局长林金思女士担任演讲嘉宾。 

 
 
 

 
 

左至右： 

香港品质保证局技术总监、国际标准化组织质量管理体系标准联合技术协调小组主席

倪国夫博士(Dr Nigel Croft)；ISO/TC 207/SC 4 技术委员会主席 Dr John Shideler，以

及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节能室主任、ISO 14100 联合工作组召集人李鹏程博士介绍促进

绿色和可持续金融的国际标准 

 
 
 



 

 
第6頁，共14頁 

 

 
香港品质保证局总裁林宝兴博士在会上致闭幕辞。 

 
 

 
是次研讨会在线上及线下吸引了超过 600 位嘉宾参加。 

 
 

媒体查询： 

香港品质保证局 - 企业传讯组 

陈雪峤小姐、麦家彦先生 

电话：2202 9302 / 2202 9569 

电邮：suki.chan@hkqaa.org、eastro.mak@hkqaa.org 

 

创思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梁晓殷小姐、余美玉小姐 

电话： 6077 7342 / 9634 2994 

电邮：penn.leung@creativegp.com、may.yu@creativegp.com 
 
 
 
 
 
 
 
 
 
 
 
（最后更新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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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简介 

香港品质保证局 (HKQAA) 是香港政府于1989年成立的非牟利公营机构，致力推广优质管理办

法，透过知识分享和技术转移，推动业界持续优化水平，并透过创新的专业服务，协助企业和

社会应对挑战，促进可持续发展。 

 

除了引入国际先进的管理知识之外，香港品质保证局也因应市场和社会需求，积极开发具前瞻

性的多元化服务，涵盖社会责任、环境保护、能源管理、碳中和、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及无障碍

管理等领域，锐意推动业界创优增值，实现更美好的环境，从而造福社会。 

 

香港品质保证局作为区内最具领导地位的评定机构之一，获得多个国家及国际机构认可，本局

专家更分别获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及香港特区政府工业贸易署提名，加入ISO 关于绿色债务工具

及可持续发展金融的技术委员会，参与制定相关的 ISO 标准；亦委派代表参加国家标准起草专

家小组，制定有关职业健康安全及反贿赂的审核与认证能力要求。 

 

为了让可持续发展走进大众视野，继2011年及2019年出版《企业社会责任在香港》及《绿色

金融在香港》后，本局将出版《可持续发展在香港》一书，传递可持续发展的资讯，期望启发

更多企业、投资者及社会领袖共同创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有关本局更多资讯，请浏览http://www.hkqaa.org。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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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机构嘉许计划」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大奬 2021 

 

 

获嘉许机构及奖项名单 

机构名称 奖项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香港商业银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债券框架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水务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建造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香港商业银行业） 

-  最大规模单一人民币绿色债券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服务机构（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 最多数量绿色及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网上绿色贷款评定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航运业） 

-  最大规模单一蓝色债券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金融投资行业） 

-  最大规模整体绿色债券 

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香港商业银行业） 

- 最大规模单一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

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可再生能源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

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ESG 银行服务） 

- 卓越远见绿色及可持续发展挂钩债券框架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开发性金融机构） 

- 卓越远见绿色债券框架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采矿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 （金融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债券框架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

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服务机构（酒店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天然气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国企及地方政府项目） 

- 卓越远见绿色债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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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银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 

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原材料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招商永隆银行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银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乳牛畜牧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化工制造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东方汇理银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大中华区投资级融资服

务） 

- 最大规模整体绿色债券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

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船舶租赁行业） 

- 最大规模单一蓝色债券 

中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精细化工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中国房地产行业） 

- 最大规模整体绿色债券 

恒生银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粤港澳大湾区企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恒基阳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房地产信托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中国工商银行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全球商业银行业） 

-  最大规模整体「碳中和主题」绿色债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香港商业银行业） 

-最大单一「碳中和主题」绿色债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城市建设投资行业）  

- 最大规模整体绿色债券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中国商业地产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利奥纸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印刷传讯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五矿地产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央企房地产行业） 

-  最大规模单一可持续发展债券  

三菱和诚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金融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码头及物流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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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发行机构（交通运输行业） 

- 最大规模单一绿色债券 

Natixis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原材料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船舶租赁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香港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可再生能源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债券牵头经办行（中国综合房地产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债券框架 

三井住友银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天然气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东亚银行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服务机构 （印刷和通讯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服务机构（印刷和通讯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框架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结构顾问（房地产行业） 

- 卓越远见绿色贷款绩效指标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快速消费品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化工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贷款发行机构（可再生能源行业） 

- 卓越远见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绩效指标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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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机构嘉许计划」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大奬 2021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领袖名单 

机构名称 姓名 职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陈志辉 金融市场部总经理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周大勇 公司业务一部总经理   

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郑伟强 首席财务总监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陈恺怡 中银香港司库主管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谢小玲 中银香港工商金融部总经理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范颕如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 

可持续业务发展总监 (公司金融)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张凡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融部副总经理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屈咏琴 公司业务总监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刘铠杰 董事总经理 资本市场主管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有限公司 应健佳 交易银行与资本市场部主管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 李曦光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行长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李云涛 副总裁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    张兴   董事总经理   

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杨雪岗 主席兼行政总裁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Landy Ma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the 

Wholesale Clients, China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Cédric Chaudron Head of Capital Markets, SEA & 

India Head of Sustainable Finance, 

Capital Markets, Asia 

东方汇理银行 Antoine Rose 可持续发展银行业务亚太区主管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赁有限公司 钟坚 执行董事及董事长 

中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杨毅融 主席兼总裁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陈艺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环球资本市场部主

管及董事总经理 

恒生银行 林燕胜 商业银行业务总监 

恒基阳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吴兆基 行政总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罗施毅 兴业银行总行绿色金融部总经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郭明 行政总裁,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曹荣根 执行董事、总经理 

利奥纸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黎景隆 首席财务官及集团董事 

五矿地产有限公司 何剑波 主席 

三菱和诚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中村 太 董事 

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卢伟民 集团董事总经理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许亮华 财务总监 

Natixis  Orith Azoulay Global Head of Green & Sustainable 

Hub - Natixis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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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分行 

张丽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香港分行行长兼行

政总裁 

香港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吴克耀 董事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邓建华 董事总经理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叶杨诗明 大中华区行政总裁 

维达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李洁琳 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 

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叶钧 副行政总裁 

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颜炯 董事长 

 
*排名不分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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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质保证局「机构嘉许计划」 
 

香港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大奬 2021 

 

 

杰出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发展策略专才名单  

机构名称 策略专才（一） 

姓名及职位 

策略专才（二） 

姓名及职位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施云飞 金融市场部副总经

理 

程栢涛 债务资本市场部组长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刘国恩 公司业务二部副总

经理 

姚沛良 公司业务二部副总经

理 

安乐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黎锦雄 首席环境工程总监 郑宜琪 高级可持续发展主任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杨健文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

金融部战略项目统

筹处主管，可持续

业务发展主管 (公司

金融部) 

吕洁荔 中银香港发展规划部

策略规划处高级策略

规划师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胡坚毅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

金融部企业业务一

处处主管，助理总

经理 

李思瑛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

融部战略项目统筹处

高级业务策划经理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李丽华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

金融部企业业务三

处处主管，助理总

经理 

袁敏婕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

融部债务资本市场处

高级经理 

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陈启成 中银香港机构业务

部 银 行 业 务 处 主

管，助理总经理 

陈明照 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

融部债务资本市场处

主管，助理总经理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

有限公司 

邓瑞杰 银团贷款团队 执行

董事 

张映滢 结构性融资团队第一

副总裁 

中国建设银行(亚洲)股份

有限公司 

黄海 高级副总裁 周思雨 助理副总裁 

国家开发银行香港分行 张翔 总经理 吴春雷 一级行员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公司 马志琦 中国燃气控股有限

公司 - 资本运营中

心副总经理 

/ /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

限公司    

贾晓放   执行总经理   张扬   经理   

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韩勤亮 集团副总裁 孟喜路 副总工程师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Vincci 
Hong 

Associate Director, 
Capital Markets, 
Asia 

Jacky Liu Executive Director, 
Wholesale Clients, 
China 

荷兰合作银行香港分行 Rosemarie 
Thijssens 

Sustainable 
Finance Specialist 

Navneet 
Soni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Wholesale Clients, 
India 

东方汇理银行 曾嘉汶 可持续发展银行业

务大中华区主管 

黄家伟 可持续发展银行业务

分析员 

中国船舶（香港）航运租

赁有限公司 

李峻 总会计师 郭居 计划财资部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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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怡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韩欢光 执行董事 - 策略融

资与资本市场 

林国健 财务总监兼公司秘书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

司 

赵敏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

债务资本市场部董

事 

/ / 

恒生银行 香汉荣 结构融资、商业房

地产及企业顾问业

务主管 

许珍玲 银团融资及企业顾问

服务部主管 

恒基阳光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卢玉芳 首席财务总监 叶美铃 投资及投资者关系总

监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分行 

乔连华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

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孔宇雯 兴业银行香港分行企

业金融业务管理部总

经理助理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分行 

陈睿昭 兴业银行总行绿色

金融部高级经理 

林捷 执行董事，兴业银行

香港分行债务资本市

场主管 

大悦城地产有限公司 吴立鹏 财务总监 郭锋锐 副总经理 

利奥纸品集团财务有限公

司 

梁文聪 瑞穗银行企业银行

部（香港）董事总

经理 

麦咏妍 利奥纸品集团集团财

务部助理经理 

五矿地产有限公司 陈兴武 执行董事、副总经

理 

邓英杰 财务总监 

三菱和诚金融（香港）有

限公司 

金城 智盛 经理 / / 

现代货箱码头有限公司 曹学昭 财务总裁 / /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彭海兴 司库 陈得伦 助理司库-融资及风险

管理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分行 

朱军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香港分行副行长兼

副行政总裁 

苏海仪 结构融资主管 

香港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刘杰恩 财务总监 黄镇坤 首席执行官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 Rahul 
Sheth 

Global Head of 
Sustainable Bonds 

黄翠芝 董事总经理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 

吴满辉 董事总经理 商业银

行业务主管 香港及

大湾区 

高惠祥 商业银行业务高级副

总裁及中心主管 

大华银行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 

黄翠婷 大华银行香港分行

企业银行综合企业

及大型企业(二)董事

及主管 

黄民颖 大华银行香港分行企

业银行综合企业及大

型企业(二)副总裁 

香港云能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赵娜 财务总监 陈海健 财务副总监 

 

*排名不分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