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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低碳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氣候變化已刻不容緩，而且問題比預期更為迫切。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在2022年發布的評估報告中強調，我們必須加快步伐，採取全球
行動建設一個具氣候適應力、可持續發展的世界。國家高度重視落實
「30.60」碳中和目標，正積極推動綠色轉型和可持續金融發展 ; 香港特
區政府在最近發布的2022年施政報告中，也表明將加緊各項減碳行動，
務求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並致力在香港建設國際碳市場。

商界亦越來越關注氣候變化、碳中和及可持續發展的課題。聯合國全球
契約組織在2021年發布的報告中指出，疫情及氣候變化帶來的影響和破
壞，促使世界各地不同行業，都加快轉型至更可持續的商業模式。當中
超過七成行政總裁表示，即使面對疫情，但對機構來說，推動可持續發
展的工作仍是當前急務。

今期《管略》將介紹全球有關碳中和、氣候風險及可持續發展倡議的發
展趨勢，剖析國際標準化組織及ISO標準從中扮演的支援推動角色，期
望有助機構認識和善用不同管理工具，優化可持續發展表現，為滿足最
新氣候風險管理和披露監管要求做好準備，提升長遠的競爭能力，同時
掌握發展機遇，為低碳社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相信在各界的共同努力下，我們將可以攜手建設綠色、可持續發展的未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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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過往，全球不少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或享用服務時，都只會留意其品質和性價比，但隨著公

眾越來越擔憂地球面臨的挑戰，他們的環保及社會意識日益提高，對產品及服務在這些方

面的表現，亦更加關注。

現今，不少人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相當熟悉。這個概念的定義源於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

會在1987年發布的《布倫特蘭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既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同時

又無損未來世代自身需求的發展模式。」這個概念追求社會、環境和經濟發展的平衡協調，

現已納入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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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G策略諮詢小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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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資料來源：www.un.org）



同樣地，在金融界以往只憑財務指標來評估投資績效的投資者，現今都在決策過程中，將

非財務參數納入決策的考慮因素之中。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於2005年舉辦「Who Cares

Wins（有心者勝）」的會議中，召集各大機構投資者、資產管理人員、買方及賣方研究分

析人員、全球顧問、政府及監管機構，首次深入探討「環境、社會和企業管治」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的概念，並檢視ESG作為價值推動

者在資產管理及金融研究所扮演的角色。是次會議中，與會者大比數同意ESG因素在長遠

投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

環境考慮因素不但涉及氣候變化減緩與適應，與維持生物多樣性、防止污染及循環經濟等

環保議題也息息相關。社會考慮因素可關乎不平等、共融性、勞工關係、人力資本及社區

投資、人權議題等。這些及其他有關管治方面的問題，都會對企業的名譽和品牌誠信帶來

了深遠影響，最終難免影響企業的整體長期財政表現。

ESG報告倡議

目前，有大量專為非財務信息報告而設的ESG報告平台及準則。它們都立意良好，但數目

繁多全部皆採取類似（但略有差異）的方法，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項目：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 杜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

• 氣候揭露標準委員會

• 氣候變化機構投資者組織

• 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 責任投資原則

• 綜合報告框架

•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影響報告統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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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倡議組識一般可分為兩大類別：

• 專為多方持分者而設的框架，例如全球報告倡議，旨在讓可持續發展倡

議具有問責性。

• 專為投資者而設的框架，例如氣候相關財務揭露工作小組，專責管理對

財務收益構成風險的各項ESG課題。

2021年底，在格拉斯哥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締約國會議（COP26）內，國際財務報告

準則基金會宣布成立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銳意就非財務／ESG信息報告，構思單

一的綜合方案。

與此同時，規管非財務信息報告亦日漸成為全球趨勢，例如歐盟於2014年出版了「非財

務信息報告指令」（NFRD），以及即將出版的「企業可持續發展報告指令」。NFRD針

對擁有逾500名僱員的大型公眾利益公司，訂立非財務及多元化信息揭露規定，現時覆蓋

了整個歐盟約12,000間大企業及集團，包括：

• 上市公司

• 銀行

• 保險公司

• 其他由國家當局指定的公眾利益實體

美國現正考慮訂立類同法例，而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已建議一條新規例，一經採用，

公營機構需要就其氣候相關風險、氣體排放及淨零（碳）轉型專案，提供詳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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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如何提供協助？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提供一個基礎，讓世界各地機構以通用語言溝通，讓它們透過全

球化平台交流想法、規範要求和最佳做法。ISO的使命宣言是「讓ISO 標準支持全球貿易，

推動包容和公平的經濟增長，推動創新，促進健康和安全，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在二萬多項ISO標準當中，有不少著重產品及服務質素（包括規格、測試方法及管理體系

要求等），但直至現時為止，ISO標準與ESG報告準則的制定沒有太大直接關聯。

2021年，ISO技術管理理事會（TMB）成立了策略顧問小組，報告ISO在ESG生態系統內

的價值與未來方向。策略顧問小組獲受命的任務如下：

• 明確表達ISO為ESG生態系統帶來的價值定位；

• 將ISO標準與現有ESG揭露框架藍圖、標準及指標進行對照，從而識別

一致的共通特質、差距及發展機會；

• 就ESG報告加強ISO標準與ESG揭露框架的關聯，提出建議及指引。

雖然最後報告要留待2022年底才會公布，但策略顧問小組現正探討以下課題：

• 對於共同核心標準的定義，需要達成共識，讓ESG框架得以反映不同持

分者的需要；

• 一些管理系統標準，如ISO 14001、ISO 50001、ISO 9001及ISO 55001

等，藉由規範化方式管理資料及信息，發揮功能以助準備ESG報告。

• 利用一些如ISO合格評定委員會制定的工具箱（參見

https://casco.iso.org/toolbox.html）進行可靠的量度、測試及其他合

規評定程序之重要性，以增強所提供信息的準確度及可信度。



邁向「淨零」碳排放目標

據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最新報告顯示，2030年或之前必須將全球二氧化碳的排

放量，比2010年的水平減少45%，以保持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低於攝氏1.5度，避免引發更

多因氣候變化引致的災難性後果。

鑑於上述情況，在2021年底格拉斯哥COP26會議上，其中一項目標是達成2030年減少二

氧化碳排放量的進取目標──力求於二十一世紀中期或之前達致「淨零」成果，以及保持

全球平均氣溫升幅低於攝氏1.5度。這項目標包括加快淘汰使用化石燃料，以及投資再生

能源等舉措。

COP26結束後，ISO隨即於2021年9月召開全體大會，通過《倫敦宣言》這項相關的重要

倡議，旨在善用ISO建立的標準協助抵禦氣候變化。

ISO《倫敦宣言》

ISO承諾與各成員、持分者及夥伴衷誠合作，確保國際標準及出版物能促進實現《巴黎協

定》、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以及聯合國呼籲的氣候適應和抵禦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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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宣言》的內容包括：

• 在制定所有全新及修訂版的國際標準及出版物時，積極考慮氣候科學及

相關轉型措施。

• 鼓勵社會公民及那些易受氣候變化影響的人士，積極參與制定國際標準

及出版物的工作。

• 在制定及發布「行動計劃及評估框架」時，詳細說明具體行動、舉措及

報告機制，以追縱發展進度。

在ISO技術管理理事會的推動下，行動計劃的制定工作現已進入最後階段，並會再次將重

心放在ISO管理體系標準系列可擔演的角色上。在這些標準的「附件SL」統一架構下，其

中一項核心要求是：各機構必須考慮其營運背景（包括內部及外部議題及各利益相關方的

需要及期望），以及這些背景如何影響他們達成管理體系目標的能力。各機構的情況誠然

不盡相同，但幾乎可確定的是，氣候變化及轉型到「淨零」狀態都會多數帶來影響。專責

推行管理體系標準的ISO聯合技術協調小組（JTCG）與氣候變化對策協調小組（CCCC）

現正緊密合作，研究就統一架構因應這項動議而作出改動。

結論

在支援及推廣可持續發展方面，包括迅速演變的非財務及ESG報告，以及轉型至淨零碳排

放等各項倡議，ISO肩負了重要的角色。各機構在提升達成其可持續發展目標能力的可信

度，向投資者以至全球社會大眾提供可信度高的報告方面，ISO管理體系及合格評定標準

系列都是關鍵一環。



香港品質保證局

「機構嘉許大獎2022頒獎典禮

香港品質保證局於2022年8月26日假九龍尖沙咀凱悅酒店宴會大禮堂舉辦「機構嘉許大獎

2022」頒獎典禮。

自新冠疫情出現後，更多人反思可持續發展這重要課題；各地政府在推動復甦政策和措施時，

均希望重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以助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在這大趨勢下，機構需要在新常態下提升應變能力及自我增值，為疫後復甦作好準備外，亦

要定立可持續發展的風險管理策略，不斷優化在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方面的表現，以

配合政府的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政策。

為推動更多機構在新常態下優化管理，為可持續發展作貢獻，今年本局再度舉辦「嘉許機構

大獎」，推出有關「抗逆貢獻」、「碳中和貢獻」及「ESG貢獻」嘉許項目。業界反應十分

踴躍，獲得「抗逆貢獻金章」的場所超過160個，地點遍佈港、九、新界及離島；另外有41

家知名機構，獲得貢獻管理嘉許獎項。這些獲獎機構及場所，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地產發展、

物業管理、建築、工程、餐飲、展覽、物流、電訊、製造及化工業，亦有環保服務、青年服

務和社會福利等界別。

當中，機構領袖和前線人員，都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所以大獎亦設有個人獎項，藉以表揚

他們所作出的貢獻。這次嘉許活動除了肯定機構、領袖及前線人員的努力成果外，亦旨在鼓

勵更多機構加強員工培訓，與業界分享經驗，互相借鏡，不斷追求進步。期望在大家的同心

協力下，將可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一起建構更具韌性、更美好的未來。

不同機構代表出席是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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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右圖）表示，相信往後的日子，

這些得獎者將繼續發揮領頭的角色，鼓勵更多機構及業

界人士，加強應對不同風險的能力，從而提升衛生抗疫、

營運持續、碳中和及ESG方面的表現，惠及整個社會。

本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 （左圖）道：

「我們十分高興看到，雖然疫情持

續，但仍有許多勇於承擔的機構，

一直以正面的態度應對挑戰，在努

力穩住核心業務的同時，積極為社

區伸出關懷之手，為可持續發展出

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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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次頒獎典禮亦設立專題分享環節，成功邀請國際專家領袖偕同本地業界代表探討疫後新常
態下，機構如何應對挑戰，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接下來會舉行專題分享環節，我地好榮
幸邀請到國際專家領袖同埋本地業界代表，一齊探討新常態下機構如何應對挑戰，為可持續
發展作出貢獻。

嘉賓講者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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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ESG策略諮詢小組
成員倪國夫博士（Dr. Nigel Croft），分享國際標準於推動ESG及可持續發展上的角色。疫情
關係倪博士未能親身出席典禮，改爲透過影片方式演講。

現場小組分享及討論環節由本局運營總監丁國滔先生主持，成功邀請九龍樂善堂代表，總幹
事劉愛詩女士, MH及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代表集團品質及可持續發展高級經理鍾耀麟先生
擔任嘉賓講者，分享機構如何克服挑戰，在疫情下為社區提供支援，以及推行碳中和策略行
動，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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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中國光大環境(集團)有限公司

晶苑時裝有限公司

富士膠片商業創新香港有限公司

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 西草灣（二廠）

晶苑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將軍澳中心－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萊坊測量師行有限公司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環球貿易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MOKO新世紀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 大埔超級城

鴻輝預製件有限公司

有利集團有限公司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國際交易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亞太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尖沙咀中心

亞洲國際博覽館

佛山市三水桐井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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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商場1期 駱敏儀女士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第一城 馬錫河先生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 置富都會 羅玉娥女士

亞洲國際博覽館 麥雄峰先生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羅羽家女士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高韻姿女士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譚彩英女士

九龍樂善堂 彭家榮先生

富城集團 伍英軍女士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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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余振偉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亞洲國際博覽館
行政總裁陳芳盈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商場1期
行政總裁趙宇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第一城
投資及投資者關係總監孔元真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都會
資產管理助理總監徐志宏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排名不分先後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羅威德
傑出ESG貢獻領袖

嘉宏航運有限公司
集團董事長劉石佑
傑出ESG貢獻領袖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首席行政官，人力資源部總經理陳穆娜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鄧仁杰
傑出ESG貢獻領袖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長，總經理孟樹森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東莞市南城艾德勒職業培訓學校
總經理劉石忠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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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總監（場地營運）黃寶儀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高級分區經理胡祉民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主席及行政總裁鄺正煒
傑出碳中和貢獻領袖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副董事總經理朱啟明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官、集團董事黎景隆

傑出ESG貢獻領袖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技術總監（培訓）張大恩

傑出ESG貢獻領袖

九龍樂善堂
總幹事劉愛詩女士, MH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富城集團
董事總經理鄭錦華博士
傑出抗逆貢獻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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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盟建築材料有限公司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建築材料）
-卓越遠見碳中和規劃藍圖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機電工程）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都會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共享知識）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商場1期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工作環境）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置富第一城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全力策動員工參與）

亞洲國際博覽館

•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展館及會議室）-彰
顯碳披露績效

• ESG卓越遠見管理機構 -碳中和及抗逆貢獻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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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樂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嘉宏航運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供應鏈及物流）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工作環境）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員工支援）

中國聯通國際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排名不分先後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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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全力策動客戶參與）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荃灣廣場－商場）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物業管理 -商場）-
計劃最多碳減排措施（2022）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世達中心16樓總寫字樓）

傑出碳中和貢獻管理大獎（物業管理）
-卓越遠見碳中和規劃藍圖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創新）

嘉里建設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利奧紙品集團(香港)有限公司

傑出ESG進階管理大獎（印刷業）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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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順源建築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建築及工程）
-社會貢獻機構（促進優質就業和經濟增長）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 綠色貢獻機構（應對氣候變化）
• 傑出ESG管理評級超卓大獎（地產建築發展）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九龍樂善堂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社區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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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不分先後

富城集團

傑出抗逆貢獻管理大獎（卓越創新）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傑出ESG先導管理大獎（化工行業）
-社會貢獻機構（建設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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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嘉湖2期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麗城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映灣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城中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凱帆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銀禧薈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麗港城商場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馬鞍山廣場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都會駅

置富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荃薈

亞洲國際博覽館 Arena Kitchen

亞洲國際博覽館 展館及會議室

亞洲國際博覽館 澐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光大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中港城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城

荃新天地管理有限公司 荃新天地

荃新天地2管理有限公司 荃新天地 2

科聯系統集團有限公司

愉景灣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愉景北商場

愉景灣商業服務有限公司 愉景廣場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津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碧濤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璧如臺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尚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愉景廣埸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頤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蔚陽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康慧台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堤居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寧居及海藍居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畔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時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明翠台及明蔚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寶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蘅峰村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十七期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意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悅堤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澄湖畔一段

愉景灣服務管理有限公司 海澄湖畔二段

粉嶺名都管理有限公司 粉嶺名都商場

又一城 (2011) 有限公司 又一城

高衞物業管理 海逸坊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淘大商場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Fashion Walk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家樂坊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雅蘭中心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荷李活商業中心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康怡廣場

恒隆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山頂廣場

總部有限公司

香港興業成業有限公司 8咪半

香港興業成業有限公司 聯合報大廈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錦薈坊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荃錦商場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華景山莊

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希爾頓中心

合安管理有限公司 迎濤灣商場

藍灣半島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藍灣廣場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美國銀行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建設銀行大廈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高銀金融國際中心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啟匯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興瑋大廈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無限極廣場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一號九龍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上林

仲量聯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香港會所大廈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愛琴海岸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星堤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寶怡花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中央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Grand YOHO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HomeSquare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環球貿易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帝庭園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貿易之都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MOKO新世紀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廣場一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城市廣場三期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葵興廣場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大埔超級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V Walk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新時代中城

啟勝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旭埔苑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鷹君中心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朗豪坊

堅信物業管理服務有限公司 花園道三號

利東街管理有限公司 利東街

祥裕管理有限公司 朗豪坊辦公大樓

萬泰服務有限公司(麗都花園管理
服務中心) 麗都花園

新世界設施管理有限公司 青年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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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南灣如心酒店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The Lily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Canton Pot

如心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旺角薈賢居

荃灣西如心酒店 荃灣西如心酒店2座

奧海城一期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一期

奧海城二期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二期

奧柏御峯管理有限公司 奧柏∙御峯

荷里活廣場有限公司 荷里活廣場

帝庭軒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庭軒購物商場

帝都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帝都酒店

帝京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帝京酒店

S.H.K.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新鴻基中心

上水名都管理有限公司 上水名都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淺水灣道38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電氣道148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碧湖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金馬倫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景灣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囍逸 - 28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帝國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國際交易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遠東金融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座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萬金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亞太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觀塘碼頭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逸瓏坊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華海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典軒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歐美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德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太平洋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朗∙御峯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屏會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麗斯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花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沙田商業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銀海坊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信和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宏天廣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御庭居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The Hennessy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雅濤居購物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Three Bays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尖沙咀中心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屯門市廣場第一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屯門市廣場第二期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麗花園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海灣花園購物商場

信和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盈豐商業大廈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3 MacDonnell Road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如心廣場商場一期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如心廣場商場二期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One Hennessy

源發管理有限公司 大學閣

豪景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豪景花園商場

城景國際

御金∙國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港薈

帝峯∙皇殿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奧海城三期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翩滙坊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寓·弍捌

合眾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富盈門

黃埔花園管理有限公司 時尚坊

振華工程有限公司
將軍澳-藍田隧道-P2/D4 路及
相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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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百間養老院認證，幫助消費者做出明智的決定

為促進安老院舍提升水平，幫助市民作出明智選擇，香港品質保證局推出了「安老院舍認

證計劃」，至今已有逾百間院舍獲得認證，並於2022年9月29日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同場

亦邀得社會福利署及業界代表分享真知灼見，探討安老服務的未來發展。

促進業界提升管理服務水平

香港人口持續高齡化，未來社會對安老服務需求將越來越龐大，特區政府近年亦提出多項

支援長者照顧的措施，以及推出「私營安老院認證資助計劃」，鼓勵私營安老院持續提升

服務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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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牌照及規管科發展組總社會工作主任 (牌照及規管 )石陳麗樺女士（左二）、香港立法會議

員(社會福利界) 狄志遠博士 , SBS, 太平紳士（右三）、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先生（右二）、香港品質

保證局主席 何志誠工程師（左三）、總裁 林寶興博士（左一）和副總裁 陳沛昌先生（右一）在證書頒發典禮

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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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評核安老院舍

一間服務周全的安老院舍，需以系統化的管

理方式，確保環境衛生及服務水平，並要顧

及長者的生理、社交等多方面需要。香港品

質保證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致辭道：「本局

在制訂計劃時，參考了國際及本地行之有效

的標準和指引，亦十分重視全面化的院舍管

理，從多角度去評核院舍，包括服務質素的

持續性、顧客滿意度、環境衛生水平等，推

動他們持續監察成效及作出優化，從而提升

競爭力。」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致辭道：

「本局在制訂計劃時，參考了國際及本地行

之有效的標準和指引，亦十分重視全面化的

院舍管理，從多角度去評核院舍，包括服務

質素的持續性、顧客滿意度、環境衛生水平

等，推動他們持續監察成效及作出優化，從

而提升競爭力。」

「安老服務管理認證計劃」推出後，得到業界

踴躍支持，迄今已有逾百間院舍獲得認證。本

局2022年9月29日於香港青年協會大廈演講廳

舉行證書頒發典禮，嘉許獲認證的院舍，並邀得社會福利署總辦事處牌照及規管科

發展組總社會工作主任（牌照及規管）石陳麗樺女士、香港立法會議員狄志遠博士,

SBS, 太平紳士、香港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先生等嘉賓出席。（獲認證的院舍

名單詳見後表）

典禮同場亦舉行「安老服務業發展機遇與挑戰」研討會，除有石陳麗樺女士及陳志

育先生擔任演講嘉賓外，亦邀請了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外務副主席暨安老院舍認證計

劃技術委員會成員魏仕成博士、香港買位安老服務議會主席暨安老院舍認證計劃技

術委員會成員謝偉鴻博士、業界代表惠康護老中心周偉成先生等多位嘉賓講者，一

起探討香港安老服務業的現況及發展前景。



何志誠工程師和林寶興博士頒授證書予安老院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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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衷心希望一眾獲認證的安老院舍，可以發揮領頭角色，鼓勵更多院舍實踐良好做法，提升管理和服

務質素，促進整個行業的長遠發展，為社會帶來更大貢獻。」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博士道。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外務副主席暨安老院舍認證計劃技術委員會成員魏仕成博士 (右二)、香港買位安

老服務議會主席暨安老院舍認證計劃技術委員會成員謝偉鴻博士 (左二)、業界代表惠康護老中心有

限公司周偉成先生(左一)，在研討會上與觀眾分享安老服務業發展機遇與挑戰。

香港品質保證局成員與來自政府及業界的嘉賓、講者、活動支持夥伴、贊助機構以及支持機構代表

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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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認證計劃

獲證院舍名單
（截至2022年9月22日）

曉光(大角咀)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瑞安護老中心(葵盛東)有限公司 彩雲居護理安老院

香港浸信會區樹洪伉儷康復護養院
有限公司 安心居護老中心(旺角)有限公司 曉光（得如）護老中心

東方護老院 康瑞護老樂園有限公司 維康護理安老院

春暉護老中心 金華（北角）護老院 曉光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L0247)

耆樂天地 耆愛苑 康順護老中心

保健護老院 嘉美護老院（寶田）有限公司 曉光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L0942)

采晨琚 嘉濤耆樂苑 逸柏軒

德安護老之家有限公司 嘉濤耆康之家 廣福護老院（荃灣）有限公司

長青安老院 嘉寶護老院 愛德安老院有限公司

輝濤護老院(屯門分院) 海逸居 樂齡護老院

基德(泰衡)護老院有限公司 温馨護老中心(河上鄉分院) 金華（西環）護老院

鈞溢護老中心 恒景安老院 文化村 (真善長者之家)

輝濤中西結合安老院 安心居 惠康護老中心

欣柏軒 融柏軒 松濤護老中心（第一分院）

毓逸琚 驕陽護老院有限公司 麗恩護老院有限公司

毓悅琚 仁愛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美景護老院有限公司

康城松山府邸 康德(大埔)護老院有限公司 安福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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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老院舍認證計劃

獲證院舍名單
（截至2022年9月22日）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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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護老中心(上水)第二分院 恩榮護老中心 愛群理療護理院

耆康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星榆琚 華豐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友愛（屯門）護老院有限公司 嘉林護老有限公司 美景護老院有限公司第一分院

蔚耆苑 荃灣老人中心有限公司 寶安康護理院

恩怡護老之家有限公司 恩和安老院 基德(藍地)護老院有限公司

天晴護理院有限公司 欣景安老院 松德居

崇恩護老院分院 百好護老中心 明恩護老院

文化村(美善長者之家) 温馨護老中心 杏林護老有限公司

宇達護老中心 兆景安老院 江夏護理安老中心

北京安老院有限公司 福安老人有限公司 基德(好旺)護老院有限公司

新景安老院有限公司 九龍金華護老院 耆恩園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穩健（綜合護理）敬老院 愛群理療護理院 (第一分院) 香港仔慈愛護老院

輝濤護老院(安麗分院) 寶力護老院 新萬福護理院 - 葵涌分院

安耆苑 東方護老院 山雲居護老院有限公司

長春8號 荃威安老院有限公司 溫馨護老中心分院

基德護理安老院有限公司 佳安家 (秦石) 綜合護老中心 天平護老中心有限公司

港灣安老院 百樂護老有限公司

厚愛護老院 騰達護老中心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climate changestrategie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SAR Governments, HKQAA signed a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withUOB Hong Kong on 3 May 2022. This MoUaims at enhancing Hong Kong’sdevelopment as a regional hub of greenand sustainable finance.
Dr. Michael Lam,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HKQAA (left, left photo), and Mrs. ChristineIp, CEO – Greater China, UOB (right, leftphoto), signed the MoU. The parties willcooperat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green finance through the provision ofsuitable financial products and services aswell as conformity assessments andcertifications.
Thi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ll leverage thestrengths and resources of both parties toencourage green and sustainable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region,bringing greater contribution to theenvironment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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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新型冠狀病毒的衝擊，餐飲業界可謂首當其衝。因應減低病毒傳播風險，從2020年3月底開始，
特區政府對餐飲業落實多項防疫及限聚措施，業界在此疫境下必須尋找新的經營模式，例如增加外賣
服務、網上銷售等，以維持餐飲行業的長遠發展。

為提升香港餐飲食肆的食品衛生和安全標準，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在工業貿易署「工商機構支
援基金」的資助下，推行「在『疫』境下提升食物業的供應鏈管理及食品衛生和安全運作」項目，旨
在灌輸及加強餐飲業界及其從業員在食品供應鏈管理、外賣服務、網上銷售等方面的食品衛生和安全，
以及食店環保衛生、防疫工作等的執行和管理，從而增加公眾出外用膳的信心。

項目內容

制定「抗疫食物衛生及安全監控」守則
舉辦項目啟動和簡介會
建立及發佈項目網頁
制定及執行「抗疫食物衛生及安全監控」的先導計劃
舉辦項目宣傳及先導計劃研討會
舉辦「抗疫食物衛生及安全監控」守則培訓課程
舉辦先導計劃“一對一”實地指導工作坊
編制及發佈項目成果報告書
舉辦項目成果暨經驗分享會

合作機構及支持機構（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
香港食品委員會
香港理工大學未來食品研究院

查詢

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
網站：www.arm.com.hk
電郵：arm@arm.com.hk
電話：2698 9344

香港品質保證局
網站：http://www.hkqaa.org
電郵：hkqaa@hkqaa.org
電話：2202 9111

*在此刊物上／活動內（或項目小組成員）表達的任何意見、研究成果、結論或建議，並不代表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府或工商機構支援基金評審委員會的觀點。

主辦機構 「工商機構支援基金」撥款資助 執行機構

http://www.arm.com.hk/
mailto:arm@arm.com.hk
http://www.hkqaa.org/
mailto:hkqaa@hkqaa.org


為積極配合國家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目標，支持香港發展成

爲大灣區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香港品質保證局與中國國際金

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於2022年6月1日簽署戰略合作備忘錄。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左）及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

公司董事馬葵女士（左圖，右），代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備忘

錄。雙方將在碳中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企業綠色化改造、碳

市場建設、碳金融產品創新等方面開展合作，促進內地及香港的

可持續發展。

為積極配合內地及香港特區政府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香港品質保證局與大華銀行（香港）於

2022年5月3日簽署諒解備忘錄，支持香港發展成爲區内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樞紐。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左）及大華銀行大中華區行政總裁葉楊詩明女士（左圖，右），代

表雙方簽署諒解備忘錄。雙方將在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開發、推廣、認證及評審等方

面通力合作，促進可持續發展。

期望是次合作能發揮雙方優勢和資源，帶動區内企業邁向綠色及可持續經濟發展，為社會及環境

作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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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是次合作能充分利用雙方各自優勢，推動内地與香港邁向綠色及可持續經濟發展，致力貢獻

社會及保護環境。



為實現國家碳中和的決策部署，推動香港成為大灣區綠色金融中心，香港品質保證局與上海浦東

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於2022年6月22日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

為積極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發展目標，推動香港發展成爲區内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香港

品質保證局與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2022年6月15日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右）及國泰世華銀行香港分行行政總裁簡啓源先生（左圖，左），

代表雙方簽署策略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合作推廣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相關的認證和評審服務，鼓勵

企業把握綠色和可持續發展機遇。

是次合作期望能充分利用雙方優勢，進一步促進綠色及可持續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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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右）

及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張麗行長（左圖，左），

代表雙方簽署合作諒解備忘錄。雙

方將協力推廣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能

力建設和產品開發、提供相關的認證和評審服務，以及協助企業綠化改造等，攜手促進可持續

發展。

期望是次合作能產生協同效應，發揮雙方優勢，加快綠色及可持續經濟發展步伐。



香港品質保證局與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於2022年8月16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協力

推動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發展。

本局副總裁陳沛昌先生及渤海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行長助理兼風險總監杜彬先生代表雙

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透過合作夥伴關係，一同推廣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相關認證和評審

服務，鼓勵企業為環保及社會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期望是次合作能結合雙方優勢和資源，促進大灣區的綠色和可持續經濟發展，締造更美好的未

來。

香港品質保證局與中國銀河國際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於2022年6月29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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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左圖，左）及中國銀河國際金

融控股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常昱女士（左圖，右），代

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協力推廣綠色和可

持續金融，鼓勵企業把握可持續發展機遇。

是次合作期望能充分發揮雙方優勢，促進粵港澳大灣

區的綠色及可持續經濟發展；配合國家及特區政府的

氣候策略，支持香港發展成爲區内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樞紐。



香港品質保證局與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於2022年10月5日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攜手推動綠色及可

持續金融發展。

本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右圖，右）及創興銀行有限公司副行政總裁劉惠民先生（右圖，左）代

表雙方簽署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透過締結合作夥伴關係，發揮各自的資源優勢，支持內地及

香港特區政府紓緩和應對氣候變化的策略，在開發綠色金融產品、提供相關的認證和評審服

務，以及積極支持企業低碳轉型等方面緊密合作，為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環境保護作出貢

獻。

香港品質保證局欣然宣布，其全資子公司標準認證服務（上海）有限公司廣州分公司的「綠色

和可持續金融認證」項目，獲選為2022年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支持的高端品質認證二級項目

之一。

為貫徹落實《國務院關於加強質量認證體系建設全面促進質量管理的意見》，大力推行高端品

質認證，廣東省市場監督管理局進行了2022年支持高端品質認證項目評選工作。經專家評審、

綜合評定和結果公示，該局在2022年９月28日公布，決定對「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等高端

品質認證項目給予支持，協助相關機構持續改進項目，加強推廣應用，以促進産業創新發展。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是國家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和「一帶一路」經濟發展和區域合作的重要戰略工

具，本局相信「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獲選為高端品質認證項目後，將可發揮更重要角色，

以助促進區內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及產業發展。

32



ISO 14030-3正式出版：完成綠色債務之ISO 14030標準系列

介紹

國際標準化組織（ISO）最近出版了期待已久的ISO 14030-3:2022標準（《環境績效評估 –

綠色債務工具 – 第3部分：分類》），就合資格的項目、資產及支援性支出，提供分類法

（歸類或分門別類）予綠色債務工具發行者及發起者使用；當中涉及行業規範、資格理據、

潛在環境利益及環境績效指標。

ISO 14030-3:2022補充了ISO 14030標準系列的其餘三部分，包括：

• ISO 14030-1:2021 – 綠色債券程序

• ISO 14030-2:2021 – 綠色貸款程序

• ISO 14030-4:2021 – 核查計劃要求

ISO 14030-3 描述的分類法，旨在識別那些對一項或以上環保目標有所貢獻，同時沒有令其

他環保目標嚴重受損的活動。此標準致力推動氣候變化減緩及適應，為建立低碳及具韌性的

社會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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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法

在其分類下，合資格的投資類別及子類別，界定為以下其中一項：

• 可去碳化或支援去碳化的經濟活動，或

• 能讓其他經濟活動的環保績效有所改善，以及其績效能避免環境受到嚴重負

面影響的項目、資產及支援性支出。

這分類法有助決定哪些經濟活動是可以持續發展的，讓投資者易於識別可持續發展的投資機

會。雖然ISO 14030-3標準的大部分要求，都是關於氣候變化減緩或氣候適應的，但它也覆

蓋每個被納入上述界別的其他環境因素、議題及目標。

根據ISO 14030-3 的分類，債務工具不但涉及收購、製造、發展、分銷、營運或維修工程的

融資項目，亦可以涉及上市計劃、資產及支援性支出的再融資項目。ISO 14030-3標準為所

有潛在項目、資產或支援性支出，提供一個以完整環保目標系列為依據的分類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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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法

ISO 14030-3的第3條包括重要用語和定義。

第4條解釋分類所依據的原則

（預防性原則、循證科學、維持生物多樣性，以及生命周期方面）

第5條包括各界別及子界別的活動分類

附件A就氣候變化的適應方面，按以下界別提供具體指引：

• 農業及林業、能源、水務及電訊

• 金融及保險活動

• 專業、科學及技術性活動

附件B為界別及子界別的活動分類，提供相關門檻及排除例子，涉及的界別和子界別包括：

• 農業、林業及漁業

• 製造業

• 可再生能源及能源使用效率

• 供水、污水、廢棄物管理及污染防治

• 運輸及儲存

• 信息和通信技術

• 建造業

附件C為認可其他合適的分類法提供指引

另外，ISO剛於今年8月出版ISO 14100:2022《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項目、資產和活動的環境

規範指南》，對ISO 14030標準的使用者或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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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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22 年 4 月到 2022 年 9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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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生態友善系列
•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廚餘回收
• GB/T 23331 能源管理體系
• 綠色金融發行前階段證書

• 綠色金融發行後階段證書

• 綠色可持續金融發行前階段證書

• 企業標準化良好行為評價服務

• HKQAA- 衛生監控體系
• HKQAA-危害分析和關鍵控制點
•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 ISO 20000 信息技術服務管理
•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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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22716 化妝品良好生產規範
• ISO 27001 信息安全管理體系
• ISO 45001 職業健康和安全管理體系
• ISO 55001 資產管理體系
• ISO 56002 創新管理體系
• ISO 9001 品質管理體系
• 混凝土生產和供應質量規範(QSPSCTM)
• 安老院舍認證計劃

•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註冊─環保回收服務
• SA8000 社會責任管理
• 服務管理認證計劃(SQM)
•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 化妝品良好生產規範（GMP）

協興建築集團完成香港品質保證局的ISO56002:2019創新管理體系符合性評審。(集團包括協興建築有限
公司, 協興工程有限公司, 協興建業有限公司, 協興建築科技有限公司, 惠保(香港)有限公司, 惠保建築有限
公司, 惠保地基工程有限公司。)

安老院舍認證計劃證書頒發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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