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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ing Council 董事局

在金融業及商界推動氣候適應

隨著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巴黎協定》的落實，世界各國

都致力應對可持續發展及氣候變化的挑戰，去年在格拉斯哥舉

行的COP26 峰會亦就關鍵氣候行動達成了共識。國家對實現可

持續發展目標高度重視，在《十四五規劃》中提出深入實施可

持續發展戰略，促進社會經濟綠色轉型，並定下「30、60」的

明確減排目標。香港特區政府也為香港定立目標及措施，推動

可持續發展、綠色金融及碳中和。

為配合政府的可持續發展和氣候變化策略，本局將開發及推出

一系列嶄新倡議，當中包括碳中和證書、氣候風險管理指數、

TCFD報告指數，以及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專才培訓和註冊等服務。

期望這些新倡議，有助銀行和金融機構做好準備，以滿足監管

要求，並可協助上市公司和不同機構，展示其減少碳排放及應

對氣候風險的過程及成就。

此外，我們舉辦「香港品質保證局專題研討會2021」，雲集本

地及海外的演講嘉賓，包括來自知名國際組織、監管機構及銀

行的領袖，率先與業界分享可持續金融及氣候適應最新的監管

及市場趨勢。今期《管略》會為大家回顧這次國際性旗艦研討

會，以及介紹ISO標準推動碳中和的角色。

展望將來，本局將繼續牽頭支持工商界及社區提升氣候適應能

力。相信在各界的通力合作下，可以為香港、國家及世界締造

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Contents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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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近年，氣候科學家逐步更改以往公認對全球平均氣溫上升的「安全」上限定義，以防氣候變化帶來更大的災難。研究人

員幾十年來一直指出，氣溫上升幅度須維持在攝氏2度以下至21世紀末；以避免出現最壞的情況，包括海平面上升、荒

漠化、糧食供應危機等。不過，今天的科學家認為，將上升幅度保持在攝氏1.5度以下，對世界更為安全。碳排放水平

為引致氣候變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而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的最新報告估計，2030年的全球二氧化碳排

放量必須比2010年減少45%，才能夠達到這個目標。

因此2021年底於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主要目標之一，便是制定宏大的2030年減排目標；在本世紀中期

達成碳中和，並「將攝氏1.5度保持在可控範圍內」。當中包括加快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增加對可再生能源的投

資，以及其他倡議。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舉行之前，ISO於2021年9月通過「倫敦宣言」, 落實了一項相關且重要的倡議：以制

定標準的方式協助應對氣候變化。雖然不少ISO標準都已經聚焦於評估和改善包括碳排放在內的環境績效，但最近有更

多倡議在促進可持續投資及「綠色金融」發展上，致力扮演重要的角色。

謀求碳中和的ISO倡議

ISO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大部分技術工作，都可以追溯至由技術委員會 TC207 所制定的 ISO 14000 系列標準，其中最著

名為首次出版於 1996 年的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 - 要求和使用指南）。過去25年，隨著社會大眾對溫室氣體排放、

全球暖化及氣候變化的認知和關注日益增加；ISO亦針對這些課題推出一籃子標準。當中ISO 14060、ISO 14090和ISO

14030系列尤其重要，分別涉及溫室氣體評審和核查、氣候變化適應、綠色債務工具，以及ISO 技術委員會 TC 322 開

發中的可持續金融標準。

倪國夫博士
香港品質保證局技術總監
國際標準化組織質量管理體系標準聯合技術協調小組主席

3



4

溫室氣體評審和核查

ISO 14060 系列已經存在逾 15 年，如今已包含數個標準，為溫室氣體排放的量化和報告提供要求:

• ISO 14064第1部分規定了機構層面的量化和報告要求；第2部分則採用生命週期方法，來評審特定項目中的溫室氣

體排放和移除；而第3部分則定義了溫室氣體聲明的審定和核查要求

• ISO 14065為審定和核查機構（例如香港品質保證局）提供必須達到的要求，而ISO 14066則定義了審定和核查團隊

的能力要求

• ISO 14067:2018是系列中相對較新且重要的增設標準，為機構產品的碳足跡量化和報告提供了受全球認同的原則、

要求和指南；正有助機構更好地了解減少碳足跡的方法

氣候變化適應

過去2年所發布的ISO 14090系列標準，旨在幫助機構評估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並制定有效的適應變化計劃。標準幫

助機構識別及管理風險，以及掌握氣候變化可帶來的各種機遇。

• ISO 14090:2019 提供框架，讓機構在設計和實施政策、策略、計劃和活動時，能夠恰當地考慮氣候變化適應。

• ISO 14091:2021 就如何了解機構不足之處，以及如何在氣候變化方面，制定和實施有效的風險評估，提供了相關指

南。標準可用於評估當前及未來的氣候變化風險

• ISO/TS 14092:2020 為地方政府和社區的氣候適應規劃提供要求和指引



• ISO 14097:2021 為與氣候變化以及與低碳經濟轉型相關的投融資活動，制定一套通用的框架，包括評估、量度、監

察和報告這些活動的原則、要求和指南。 ISO 14097 適用於金融業界人士（投資者和貸款方），並提供指引協助他

們向股東、客戶、政策制定者、金融監管機構和非政府組織等持分者就這些活動進行報告，當中包括以下考量：

o 投融資決策與低碳轉型路徑、適應路徑和氣候目標保持一致的程度；

o 投資和貸款的決策行動，對實體經濟實現氣候目標的影響，即在減緩（溫室氣體排放）和適應（靭性）方

面的影響；

o 氣候變化為金融資產所有者（例如私募股權、上市股票、債券、貸款）帶來的風險。

可持續金融

除了發布ISO 14097標準之外，ISO在可持續金融領域的另一項重要倡議，為開發有關綠色債務工具的ISO 14030系列標

準；標準的前三個部分（第1、2和4部分）已於2021年9月發布。

這些標準基本上包括：

• ISO 14030-1綠色債務工具 - 綠色債券流程為「綠色」債券的界定提供了關鍵原則、要求及指引；以助選擇項目、

資產或活動作募集資金的管理；以及定義、量度及報告其對環境之影響。此標準亦具體說明了將債券界定為綠色的

流程和步驟，包括識別合適的績效指標。

• ISO 14030-2綠色債務工具 - 綠色貸款流程的原則大致上與 ISO 14030-1相同，惟結構略有差別，區分了批發及零售

的借款方及貸款方的不同責任。由於零售貸款對象涉及數以百計的中小型企業，或是數以千計的個別人士，故此在

管理上會相當複雜。

• ISO 14030-3綠色債務工具 - 分類(將於2022年出版)說明了合資格投資項目的類別（分類），包括以下範疇：

o 「預設」為綠色的項目（如風力、海洋能、潮汐能及太陽能發電廠）

o 符合類別所需資格的綠色項目（如可再生能源發電廠）

o 通過具有篩選準則的流程測試，如：

o 減緩氣候變化

o 氣候適應

o 生物多樣性

o 水資源管理

o 盡力減廢

o 預防及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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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14030-4綠色債務工具 - 核查列出了對核查計劃持有者及合格評定機構（如香港品質保證局）的要求。此標準

要求在發行綠色債務工具前進行核查，並於發行後執行至少一次核查工作。

TC 322技術小組第一個正在編寫的標準，便是即將發布的《ISO 32210 可持續發展金融之框架：原則及指南》，目前

處於 FDIS（最終國際標準草案）階段，將包含以下主題：

o 管治與文化

o 策略一致性與目標

o 影響評估

o 持份者參與

o 監察與量度

o 報告與透明度

o 檢討與持續改進

總結

若要在21世紀中期前將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維持在攝氏1.5度以下，我們需要致力邁向碳中和。ISO標準有助機構控

制其溫室氣體排放，而最近發布的 ISO 14097 和 ISO 14030 標準，乃適用於支持可持續金融的倡議。如缺少了這些倡

議的話，以上目標將難以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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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於2021年12月3日假港島香格里拉酒店，舉行香港品質保證局專題研討會2021，並邀得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擔任主禮嘉賓；以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先生、環境局副局長謝展寰先生擔任特別嘉賓。

國際性研討會 探討前瞻課題

這次國際性研討會的講者陣容鼎盛，雲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 (UNEP FI)、負責任投資原則 (PRI)、氣候相關財務

揭露工作小組 (TCFD) 、國際標準化組織 (ISO)、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國際金融公司，以及香港特區的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金融發展局及金融業界的領袖和專家，就可持續金融和氣候適應等課題，分享最新趨勢和真知灼見。當日活動同步

進行網上直播，現場及線上共吸引超過 600名來自政府部門、監管機構、中外銀行和金融機構、商會組織、外國使節、

學術機構及環保社團等領袖參與。

推動碳中和、氣候風險管理及TCFD報告的新倡議

近年，本局積極開發嶄新服務，支持香港可持續經濟發展，當中「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計劃」是重點之一，至今獲證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總額超過350億美元。在今日的研討會上，本局宣布一系列嶄新倡議，以配合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策

略，包括推出碳中和證書、氣候風險管理指數、TCFD報告指數，以及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專才培訓和註冊等服務。

本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左圖）表示：「這些新服務將於短期內推出，期望有助金融機構為滿足監管要求做好準備，以

及協助上市公司和不同機構，展示他們在碳減排和應對氣候風險方面的進展和成就。」

他續道：「為了回饋社會，本局正開發名為『LightShare』(『分享易』)的網上知識分享平台，透過創新簡便方式，促進

人才及技能培訓，協助金融及不同行業，推動可持續金融、TCFD報告編制、碳減排、氣候風險管理，加強社會整體抗疫

靭性，促進疫後復甦。」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右三）、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先生（左二）、環境局
副局長謝展寰先生（右一）、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左三）、副主席黃家和先生（右二）
和總裁林寶興博士（左一）在「香港品質保證局專題研討會 2021」上合照。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擔任主禮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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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機構及服務供應商

研討會同場亦舉行了「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大獎2021」的頒授典禮。此嘉許活動旨在表揚致力在香港促進發行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工具的機構、領袖及策略專才，讚賞他們所作出的努力和貢獻。今次共有36間來自香港、內地及海外的企業、銀

行及金融服務機構獲嘉許，並有38位業界領袖及66 位精英受表揚。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表示：「我相信這些獲嘉許機構的良好做法，會啟發更多企業，為環保和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攜

手締造一個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發展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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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左至右：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公司業務總監屈詠琴女士、招商永隆銀行副總經理和心先生 、星展銀行（香港）董事總經理兼企業及機構銀行總監張建生先生、
興業銀行香港分行行長助理陳先先生、國際金融公司東亞太平洋局區域局長林金思女士擔任演講嘉賓。

左至右：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融倡議主管Eric Usher，以及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成員、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理事會主席Martin Skancke 透過
視頻致辭、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阮國恒先生, 太平紳士、香港金融發展局行政總監區景麟博士, 榮譽勳章在專題研討會上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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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至右：
香港品質保證局技術總監、國際標準化組織質量管理體系標準聯合技術協調小組主席倪國夫博士(Dr Nigel Croft)；ISO/TC 207/SC 4技術委員會主席Dr

John Shideler，以及中國標準化研究院節能室主任、ISO 14100聯合工作組召集人李鵬程博士介紹促進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國際標準

請按此查閱
專題研討會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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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U9MNXp_dGq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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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輝先生
金融市場部總經理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周大勇先生
公司業務一部總經理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鄭偉強先生
首席財務總監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陳愷怡女士
中銀香港司庫主管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謝小玲女士
中銀香港工商金融部總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范頴如女士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融部副總經理, 可持續業
務發展總監 (公司金融)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張凡先生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融部副總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屈詠琴女士
公司業務總監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劉鎧傑先生
董事總經理 資本市場主管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應健佳先生
交易銀行與資本市場部主管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李曦光先生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行長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李雲濤先生
副總裁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張興先生
董事總經理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楊雪崗先生
主席兼行政總裁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Mr. Cédric Chaudron

Head of Capital Markets, SEA &

India Head of Sustainable Finance, 

Capital Markets, Asia,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Ms. Landy Ma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the

Wholesale Clients, China,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Mr. Antoine Rose 

可持續發展銀行業務亞太區主管
東方匯理銀行

鍾堅先生
執行董事及董事長
中國船舶（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楊毅融先生
主席兼總裁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陳藝先生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環球資本市場部主管及
董事總經理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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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燕勝先生
商業銀行業務總監
恒生銀行

吳兆基先生
行政總裁
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郭明先生
行政總裁, 興業銀行香港分行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羅施毅先生
興業銀行總行綠色金融部總經理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村 太先生
董事
三菱和誠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黎景隆先生
首席財務官及集團董事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何劍波先生
主席
五礦地產有限公司

盧偉民先生
集團董事總經理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許亮華先生
財務總監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Mrs. Orith Azoulay

Global Head of Green & 

Sustainable Hub – Natixis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ing

張麗女士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香港分行行長兼行
政總裁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分行

吳克耀先生
董事
香港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鄧建華先生
董事總經理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葉楊詩明女士
大中華區行政總裁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李潔琳女士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葉鈞先生
副行政總裁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顏炯先生
董事長
香港雲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曹榮根先生
執行董事、總經理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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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13

*排名不分先後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東方匯理銀行 中國船舶（香港）航運租賃
有限公司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 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工商銀行有限公司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五礦地產有限公司 三菱和誠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14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Natixis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香港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三井住友銀行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雲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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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獎項名稱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香港商業銀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債券框架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水務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建造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香港商業銀行業）- 最大規模單一人民幣綠色債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服務機構（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最多數量綠色及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網上綠色貸款評定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航運業）- 最大規模單一藍色債券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金融投資行業）- 最大規模整體綠色債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香港商業銀行業）- 最大規模單一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可再生能源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ESG銀行服務）- 卓越遠見綠色及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框架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開發性金融機構）- 卓越遠見綠色債券框架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採礦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 （金融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債券框架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服務機構（酒店行業） -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天然氣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招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銀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債券框架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原材料行業）-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乳牛畜牧業）-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化工製造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東方匯理銀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大中華區投資級融資服務）- 最大規模整體綠色債券

中國船舶（香港）

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船舶租賃行業）- 最大規模單一藍色債券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精細化工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中國房地產行業）- 最大規模整體綠色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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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獎項名稱

恒生銀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粵港澳大灣區企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房地產信托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中國工商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全球商業銀行業）- 最大規模整體「碳中和主題」綠色債券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香港商業銀行業）-最大單一「碳中和主題」綠色債券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城市建設投資行業） - 最大規模整體綠色債券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中國商業地產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印刷傳訊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五礦地產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央企房地產行業）- 最大規模單一可持續發展債券

三菱和誠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金融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碼頭及物流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發行機構（交通運輸行業）- 最大規模單一綠色債券

Natixis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原材料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船舶租賃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香港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可再生能源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中國綜合房地產行業）-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債券框架

三井住友銀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天然氣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服務機構 （印刷和通訊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服務機構（印刷和通訊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框架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結構顧問（房地產行業）- 卓越遠見綠色貸款績效指標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快速消費品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化工行業）-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香港雲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貸款發行機構（可再生能源行業）-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績效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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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ping A Greener, Better Future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招商永隆銀行一點通」
手機APP

招商永隆銀行致力推動綠色及可持續發展事業，本行在綠色債券
發行、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產品認證、綠色產品開發、業務推廣、
能力建設、企業綠色化改造等各方面全力推進，為推動香港成為

「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作出貢獻。

C

M

Y

CM

MY

CY

CMY

K

CMB_GreenBanking_210x297_AW.pdf   1   4/11/2021   3:24 PM



Shaping A Greener, Better Future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招商永隆銀行一點通」
手機APP

招商永隆銀行致力推動綠色及可持續發展事業，本行在綠色債券
發行、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產品認證、綠色產品開發、業務推廣、
能力建設、企業綠色化改造等各方面全力推進，為推動香港成為

「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作出貢獻。

C

M

Y

CM

MY

CY

CMY

K

CMB_GreenBanking_210x297_AW.pdf   1   4/11/2021   3:24 PM



With Compliments 

of

致  意





www.hkelectric.com

C

M

Y

CM

MY

CY

CMY

K

ai162996713435_HKE_CorpAd_update2021.pdf   1   26/8/2021   下午4:38

Always On 
for Hong Kong
For more than a century, HK Electric has been the power 
behind Hong Kong. We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our 
services, modernised our facilities and expanded our 
service scope as Hong Kong grows. 

Today, we are a global leader in supply reliability, 
maintaining a world-class record of more than 99.999% 
while caring for the community and the sustainable future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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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FUTURE WITH YOU
For  more than 400 years, sustainability has been 
fundamental to our business, and to this day it remains 
the foundation of our management at SMBC Group.

Making sustainability a reality. Learn more:

smbc.co.jp/asia/SMBCx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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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貫徹落實國家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決策部署，以及推動香港特區成為綠色

可持續金融樞紐，本局於2021年12月8日（星期三）與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海通國際」）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在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後排左）以及海通國際執行委員會成員兼首席財務官，ESG委員會主席潘慕堯先生（左圖，後

排右）的共同見證下，本局副總裁陳沛昌先生（左圖，前排左）以及與海通國際董事總經理及環球資本市場部主管陳藝先生

（左圖，前排右）代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期望是次合作將結合雙方的優勢及經驗，有助促進區內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攜手締造更美好的未來。

為支持國家及特區政府的氣候策略，推動香港作為亞洲及全球領先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的地位，本局於2021年11月1日

與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方面開展合作，支持推動企業綠色轉型。

在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後排左）以及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長杜雲飛先生（左圖，後排右）的共同見證下，本局副

總裁陳沛昌先生（左圖，前排左）與中國民生銀行香港分行副行長李明先生（左圖，前排右）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

期望是次合作可以結合雙方優勢和資源，為保護環境及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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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貫徹落實國家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決策部署，以及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

心」，本局于2022年1月26日（星期三）與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及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以及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政總裁、交通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吳曄女士代表雙方簽署合

作備忘錄。雙方將在可持續及綠色金融能力建設及產品開發、綠色建築認證、企業綠色化改造及綠色機構認證等方面開展合作。

期望是次合作可以結合雙方優勢和資源，爲保護環境及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為促進綠色金融建設、環境保護，並支持中國内地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抵禦氣候變化的策略，本局於2021年11月10日與安信國

際證券（香港）有限公司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右）以及與安信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兼董事韓暉先生（左圖，左）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備忘

錄。

期望是次合作將利用雙方的專長和優勢，促進地區内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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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與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於2022年4月25日簽署策略合作協議，在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產品及服務

的開發、推廣、認證及評審等方面攜手合作，緊密配合內地及香港特區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及富邦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兼董事總經理鍾國強先生代表雙方簽署策略合作協議。雙

方將透過合作夥伴關係，積極支持企業低碳轉型，以及迎合市場對綠色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需求。

期望是次合作能結合雙方優勢和資源，帶動更多資金流向綠色及可持續發展用途，協力推動香港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發展。

為支持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積極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本局於2022年1月27日（星期四）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攜手支持和協助企業把握綠色及可持

續金融機遇，支持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及全球領先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的地位。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以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代表林永健行長代表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雙方將開展全

方位合作，主要涵蓋專業的綠色及可持續金融認證及評審，旨在助企業及中小企邁向綠色發展。

期望是次合作可以結合雙方優勢和資源，爲環境保護及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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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擔任全球貿易協會（amfori）
質量管理倡議的行業標準夥伴

香港品質保證局十分榮幸擔任全球貿易協會質量管理倡議的行業標準夥伴（amfori QMI’s Industry

Standard Partner），在審核技術諮詢、審核員培訓及審核質量保證計劃方面，為該國際性倡議提供專業技

術服務。

全球貿易協會（amfori）是倡導開放和可持續貿易的國際領先商業協會，透過其商界社會責任倡議（amfori

BSCI）、商界環境績效倡議（amfori BEPI）及質量管理倡議（amfori QMI）等，協助改善供應鏈的社會和

環境績效，提升質量管理能力，從而令超過2,400間來自40多個國家的公司得以成功和可持續的方式經營。

全球貿易協會在國際上廣受認同，與知名國際組織、政府、機構、企業和學術界建立長期戰略合作夥伴關係，

包括專業社會責任審核員協會（APSCA）、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中國電子工業標準化技術協會

（CESA）和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UNECE）等。

該協會透過官方網站及會員通訊，宣布本局擔任全球貿易協會質量管理倡議的行業標準合作夥伴。本局期望

與全球貿易協會的緊密合作，可以在國際上推動機構持續優化質量管理能力，促進全球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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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認監委支持
在大灣區開展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

作為區內最具領導地位的合格評定機構之一，香港品質保證局致力配合政府政策及社會發展， 率先為機構提

供嶄新的專業服務，並積極參與國際及國家標準的制定工作，銳意推動業界提 升整體水平，促進社會可持續

發展。

據悉，國家認證認可監督管理委員會 (CNCA) 最近正式批覆，支持由深圳市市場監督管理局 牽頭聯同香港品

質保證局等單位，以聯盟方式在粵港澳大灣區開展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 按照國家關於碳達峰和碳中和

工作的決策部署，制定客觀科學、合理可行的碳足跡標識認證 實施方案，率先開展試行，致力提升碳足跡標

識認證至國際水平。

期望這次在大灣區開展的產品碳足跡標識認證工作，有助促進建立區域協同體系，引領統一 的碳足跡標識認

證制度，從而推動區內綠色經濟發展，支持國家實現「雙碳」目標。

本局亦將全力配合香港特區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策略，在2022年制定及推出一系列嶄新倡議，包括碳中和證書、

氣候風險管理指數、TCFD報告指數，以及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專才培訓和註 冊等服務，協助業界應對氣候風

險，掌握發展機遇，攜手締造一個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發展的 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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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蟲害人員註冊計劃

香港品質保證局於2021年推出「防治蟲害人員註冊計劃」以配合市場對服務質素日漸提高的要求，並已正

式接受申請。計劃的主要目的為業界制定防治蟲害人員的專業資歷要求，並為三個類別的防治蟲害人員進

行評估，其中包括防治蟲害施藥人員 (Pesticide Applicator)、見習防治蟲害技術人員 (Provisional Pest

Control Technician) 及防治蟲害技術人員 (Pest Control Technician) 。

本局在制定計劃時成立了持分者小組，並邀請多名業界從業員及跨背景專家為小組成員，為計劃提供技術

意見。本計劃透過提高透明度，讓客戶在聘請防治蟲害公司時時，能夠更了解從業員的資歷和工作經驗，

從而提高對服務的信心。

我們鼓勵所有合資格的在職從業員参加以下類別的註冊

• 從事防治蟲害施藥工作的防治蟲害施藥人員

• 擁有一定防治蟲害知識的見習防治蟲害技術人員

• 擁有一定防治蟲害知識和經驗的防治蟲害技術人員。

成功註冊的防治蟲害人員，將可獲發註冊證及註冊信。除了向客戶展示專業能力外，更可將註冊展示於個

人履歷或名片上，增加晉升及發展事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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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讓更多企業、投資者及社會大眾加深了解可持續發展的概念和趨勢，本局繼 2011年及2019出版《企業社

會責任在香港》和《綠色金融在香港》後，2021年再獻新猷，於12月出版《可持續發展在香港》。

本書由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博士主編，將闡述可持續發展概念的演化進程和定義，概覽全球、中國和香

港特區的發展狀況，然後剖析它對企業和投資者的重要性和好處。在本書的後半部分，我們會以國際管理工具

為基礎，輔以外國的參考案例及香港公司的實踐分享，簡介企業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的具體方法，以及展望未

來發展。希望藉著本書深入淺出的介紹，可以推動更多企業及投資者抓緊時機，為全球實踐可持續發展目標作

出貢獻。

本書已於各大書店及本局網站有售。有興趣者亦可按此（https://www.red-publish.com/book/2898 ）購買本書

之電子版。

如欲查詢詳情，請聯絡我們 (852) 2202 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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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小康先生

鄭小康先生是一位經驗豐富的資訊科技專業人士，在金融行業擁有超過 三十五年的職業生涯。他的上

一份工作是匯豐銀行亞太區的集團總經理兼首席運營官，負責監管 資訊科技、運營、房地產、採購和

諮詢服務。目前，他是HSBC Bank (Vietnam) Ltd.的理事會成員和QBN Capital Management Ltd的高

級顧問。此外，他與香港不同的資訊科技專業團體和資訊科技社區建立了緊密的聯繫。分別擔任中國

大學工程金融科技應用研究院顧問委員會主席和聯合大學計算機中心有限公司主席。他是香港青年協

會的理事會成員，並參與為一些金融科技初創公司和一個科技基金提供諮詢服務。他目前是香港互聯

網註冊有限公司和Hex Trust Ltd的董事。鄭先生是香港計算機學會的傑出資深會員。

林健榮測量師

林健榮測量師縱橫建造業逾40年，擁有專業營造師、註冊專業測量師、特許測量師、特許營造師等

多項專業資格，曾規劃、營運和管理不同規模類型的建築項目，累積豐碩的人脈網絡和經驗。他現

為德萊建業集團有限公司主席，業務涵蓋樓宇建造，維修、保養、改建及加建工程服務，以及組裝

合成建築，專注提供專業建築管理服務。林測量師現時亦出任香港建造商會會長、建造業訓練委員

會主席、建造業議會成員、香港營造師學會榮譽會長。

林測量師積極服務社會，目前擔任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委員主席以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強積金行業計劃委員會成員。他同時是發展局土地及建設諮詢委員會、建造商委員會成員

關則輝先生 MH, JP

關則輝先生擁有逾30年企業傳訊及管理經驗，現為恒隆集團董事(企業傳訊及投資者關係)。

關先生為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創會會員，曾助不同機構處理燙手的危機。關先生推動企業實踐

社會責任，建立社會資本及創造共享價值，彼現為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主席

關先生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並獲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彼曾於2011-2017

年出任香港大學校董，並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實務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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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光工程師, 太平紳士

李惠光工程師現為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行政）。

李先生在香港及海外有逾卅年商業及科技管理經驗。過去 35 年來，他於多個重要機構擔任高層管理人員，

包括香港賽馬會、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及美國銀行。

李先生熱心服務社會，現任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公共圖書館諮詢委員會主席、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資訊科技管理委員會主席及美國康奈爾大學校議會成員。他曾任香港電腦學會會長及

香港教育城主席。

李先生屢獲殊榮，包括首席資訊官亞洲資訊科技大獎、中國傑出 CIO 獎、香港傑出 CIO 成就獎。他亦

曾代表香港區資訊界，擔任北京 2008 年奧運會接力火炬手。

李惠光先生乃香港電腦學會院士及香港工程師學會資深會員，持有美國康奈爾大學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

王象志 教授

• 王象志教授有超過30年奢侈品行業經驗。致力於推動可持續發展等社會責任事業。

• 尤其是動物產業（肉食、羊/絲/皮/絨衣著、寵物等）的文化及可持續發展。

• 中華廠商聯合會常務董事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 國際可持續發展學院創始院長

• 一帶一路青少年慈善基金（香港政府慈善團體#91/15440）創始主席

• 大灣區碳中和協會高級專家顧問

• 亞洲家族辦公室協會行動組顧問

• 香港品質保證局董事

• 香港品牌發展局董事

• 香港理工大學職發指導委員會校外顧問

•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拓新實習計劃顧問

• 廠商會蔡章閣中學校董

• 有70年歷史的國際行業協會監事會主席

• 香港特區政府「漁農自然護理署瀕危動、植物辦公室」原顧問

• 英基 ESF 學校協會及港島英童學校原校董

• 藝采國際企業董事長

• 南京中鐵佳聯商貿有限公司(與央企中鐵二局合資) 法人代表及總經理

于健安先生 銅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于健安先生 現職 啟東電線電纜有限公司董事及總經理, 工作超過三十多年, 主要生產電力電纜及通訊電纜。

于先生在北美洲接受教育並獲得加拿大機械工程碩士學位。 他經歷了25年和外資企業 合作的交往及參

觀夥伴在各地的生產基地，累積了豐富的體驗。啟東電纜在香港基地、中國大陸和新加坡的製造業務。

隨著合資夥伴宣布從亞洲撤資，他的家族得以在2015年從合夥人手中回購股份。

公職事務方面， 于先生 為山東省政協委員，及積極參與機電行業服務。他是香港機電工程商聯會 名譽

秘書，及 香港電器工程商會 永遠會長。 他亦是香港勞工顧問委員會 (僱主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康復

諮詢委員會成員及 香港總商會常務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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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修訂更新

儘管外界不斷猜測ISO 9001:2015 有可能作出修訂，但目前ISO/TC176技術委員會並無計劃開展這工作。

經 ISO 9001 的正式系統審查（於2020 年執行）和 TC176 國家標準機構成員決定，已確認標準將維持原貌並無修訂。隨

後，TC176邀請該標準的用戶進行網上調查，亦得出同樣結論。然而，許多人認為，要等到 2025年下一次的正式系統評價

後才考慮新修訂，時間未免太長。因此，目前有團隊正在致力於回答 「如果標準決定在 2023 年開始修訂，我們會作出甚

麼改變？」 這個問題。該工作組將先於2022 年於TC176 全體會議上報告，然後才可在國家標準機構成員中發起另一輪投

票。如果獲批准（暫時無法確定）並於 2023 年開始修訂的話，新版本的標準將會在 2026 年左右發布。

ISO 策略諮詢小組有關ESG 課題之報告

ISO 技術管理委員會 (ISO/TMB) 最近成立有關環境、社會和管治(ESG)生態系統的高階策略諮詢小組 (SAG)，以及釐定 ISO

在支持此類倡議方面可以發揮的作用，香港品質保證局技術總監倪國夫博士為小組成員之一。預計該小組將制定相關策

略，並就以下課題向 ISO 提供建議：

• 如何闡明 ISO 為 ESG 生態系統可帶來的價值主張

• 如何加強 ISO 標準與 ESG 報告機制之間的聯繫

• 持分者參與之策略

• 合格評定的角色

• 監控 ESG 運營環境的變化及向相關 ISO 技術委員會匯報的方式

該報告預計將於 2022 年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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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指數類別

精進建築有限公司

香港貿易發展局

房屋署 (屋邨管理處)

新菱工程香港有限公司

新菱技術服務有限公司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有利建築有限公司

指數類別

社會責任先導者指數

社會責任進階指數P

機構名稱 指數類別

中國光大綠色環保有限公司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九龍倉置業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會德豐有限公司

A

A P

A

A

A

A

A

A

P

P

P

P

P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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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致力協助工商界實施管理體系及良好做法，有效地達至機構和營商目標。

由 2021年9至12月期間，香港品質保證局共頒發多張證書及出具報告，包括以下範疇：

本局深信，新客戶的加入將可為我們的品牌和持份者帶來更大的裨益。

•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

•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 ISO 20000 信息技術服務管理體系

•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 ISO 22301 社會安全 ─ 營運持續管理體系

• ISO 22716 化妝品良好生產規範

• ISO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

•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

•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

• HKQAA – 5S

•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環保回收服務

• 無障礙管理體系

• 混凝土生產和供應質量規範

• 社會責任管理

• 衛生抗疫措施認證計劃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 化妝品良好生產規範

• GB/T23331 能源管理體系要求

• 綠色金融發行前證書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前證書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後證書

• 綠色屋苑註冊計劃

• 企業標準化良好行為評價服務

• 安老院舍認證計劃

• 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

• 衛生監控體系認證

• TL9000 電訊業生產商品質管理體系

• 安老服務管理認證計劃

• 服務管理認證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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