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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請即時發放 

 

香港品質保證局專題研討會 

可持續金融及氣候適應•香港 2021 
 

宣布嶄新倡議 配合政府氣候策略 

 
（2021年 12月 3日，香港）香港品質保證局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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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證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總額逾 35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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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致辭時表示：「多年來，香港品質保證局一直是最支持我們推

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合作夥伴之一。我樂見他們在今年五月推出新的綠色和可持續

金融認證計劃，以涵蓋市場上更廣泛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產品。未來，將繼續有賴香

港品質保證局在質量保證和標準維護方面的出色工作，以支持我們的綠色和可持續發

展事務。」 

 

推動碳中和、氣候風險管理及 TCFD 報告的新倡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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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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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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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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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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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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何志誠工程師在會上致歡迎辭。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擔任主禮嘉賓。 

 

 
主要嘉賓與香港品質保證局董事局成員、綠色和可持續認證計劃技術委員會成員、演

講嘉賓以及來自政府部門、監管機構和業界知名組織的領袖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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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嘉賓與銀行和金融機構領袖及代表合照 

 

 

 
主要嘉賓與公用事業及工商界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機構領袖及代表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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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至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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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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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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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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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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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林寶興博士在會上致閉幕辭。 

 
 

 
是次研討會在線上及線下吸引了超過 600 位嘉賓參加。 

 
 

媒體查詢： 

香港品質保證局 - 企業傳訊組 

陳雪嶠小姐、麥家彥先生 

電話：2202 9302 / 2202 9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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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思顧問集團有限公司 

梁曉殷小姐、余美玉小姐 

電話： 6077 7342 / 9634 2994 

電郵：penn.leung@creativegp.com、may.yu@creativegp.com 
 
 
 
 
 
 
 
 
 
 
 
 
 
 
 
（最後更新於 2021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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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簡介 

香港品質保證局 (HKQAA) 是香港政府於1989年成立的非牟利公營機構，致力推廣優質管理辦

法，透過知識分享和技術轉移，推動業界持續優化水平，並透過創新的專業服務，協助企業和

社會應對挑戰，促進可持續發展。 

 
除了引入國際先進的管理知識之外，香港品質保證局也因應市場和社會需求，積極開發具前瞻

性的多元化服務，涵蓋社會責任、環境保護、能源管理、碳中和、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及無障礙

管理等領域，銳意推動業界創優增值，實現更美好的環境，從而造福社會。 

 
香港品質保證局作為區內最具領導地位的評定機構之一，獲得多個國家及國際機構認可，本局

專家更分別獲中國標準化研究院及香港特區政府工業貿易署提名，加入ISO 關於綠色債務工具

及可持續發展金融的技術委員會，參與制定相關的 ISO 標準；亦委派代表參加國家標準起草專

家小組，制定有關職業健康安全及反賄賂的審核與認證能力要求。 

 
為了讓可持續發展走進大眾視野，繼2011年及2019年出版《企業社會責任在香港》及《綠色

金融在香港》後，本局將出版《可持續發展在香港》一書，傳遞可持續發展的資訊，期望啓發

更多企業、投資者及社會領袖共同創建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有關本局更多資訊，請瀏覽http://www.hkqaa.org。  

http://www.hkqa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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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機構嘉許計劃」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大奬 2021 

 

 
獲嘉許機構及獎項名單 

機構名稱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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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國企及地方政府項目） 

- 卓越遠見綠色債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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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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商永隆銀行有限公司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債券牽頭經辦行（銀行業） 

- 卓越遠見可持續發展債券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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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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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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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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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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機構嘉許計劃」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大奬 2021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領袖名單 

機構名稱 姓名 職位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陳志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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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業務一部總經理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鄭偉強 首席財務總監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陳愷怡 中銀香港司庫主管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謝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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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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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融部副總經理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屈詠琴 公司業務總監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劉鎧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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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銀行與資本市場部主管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李曦光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行長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李雲濤 副總裁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限公司    張興   董事總經理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楊雪崗 主席兼行政總裁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Landy Ma Managing Director, Head of the 

Wholesale Clients, China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Cédric Chaudron Head of Capital Markets, SEA & 

India Head of Sustainable Finance, 

Capital Markets, Asia 

東方匯理銀行 Antoine Rose 可持續發展銀行業務亞太區主管 

中國船舶（香港）航運租賃有限公司 鍾堅 執行董事及董事長 

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楊毅融 主席兼總裁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司 陳藝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環球資本市場部主

管及董事總經理 

恒生銀行 林燕勝 商業銀行業務總監 

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吳兆基 行政總裁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羅施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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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明 行政總裁, 興業銀行香港分行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曹榮根 執行董事、總經理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司 黎景隆 首席財務官及集團董事 

五礦地產有限公司 何劍波 主席 

三菱和誠金融（香港）有限公司 中村 太 董事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盧偉民 集團董事總經理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許亮華 財務總監 

Natixis  Orith Azoulay Global Head of Green & Sustainable 

Hub - Natixis Corporate & 

Investment Ba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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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

分行 

張麗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香港分行行長兼行

政總裁 

香港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吳克耀 董事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鄧建華 董事總經理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葉楊詩明 大中華區行政總裁 

維達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李潔琳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葉氏化工集團有限公司 葉鈞 副行政總裁 

香港雲能國際投資有限公司 顏炯 董事長 

 
*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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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品質保證局「機構嘉許計劃」 
 

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大奬 2021 

 

 
傑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展策略專才名單  

機構名稱 策略專才（一） 

姓名及職位 

策略專才（二） 

姓名及職位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施雲飛 金融市場部副總經

理 

程栢濤 債務資本市場部組長 

中國農業銀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 

劉國恩 公司業務二部副總

經理 

姚沛良 公司業務二部副總經

理 

安樂工程集團有限公司 黎錦雄 首席環境工程總監 鄭宜琪 高級可持續發展主任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楊健文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

金融部戰略項目統

籌處主管，可持續

業務發展主管 (公司

金融部) 

呂潔荔 中銀香港發展規劃部

策略規劃處高級策略

規劃師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胡堅毅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

金融部企業業務一

處處主管，助理總

經理 

李思瑛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

融部戰略項目統籌處

高級業務策劃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李麗華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

金融部企業業務三

處處主管，助理總

經理 

袁敏婕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

融部債務資本市場處

高級經理 

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陳啟成 中銀香港機構業務

部 銀 行 業 務 處 主

管，助理總經理 

陳明照 中銀香港環球企業金

融部債務資本市場處

主管，助理總經理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

有限公司 

鄧瑞傑 銀團貸款團隊 執行

董事 

張映瀅 結構性融資團隊第一

副總裁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

有限公司 

黃海 高級副總裁 周思雨 助理副總裁 

國家開發銀行香港分行 張翔 總經理 吳春雷 一級行員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公司 馬志琦 中國燃氣控股有限

公司 - 資本運營中

心副總經理 

/ / 

中國國際金融香港證券有

限公司    

賈曉放   執行總經理   張揚   經理   

中國旭陽集團有限公司 韓勤亮 集團副總裁 孟喜路 副總工程師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Vincci 
Hong 

Associate Director, 
Capital Markets, 
Asia 

Jacky Liu Executive Director, 
Wholesale Clients, 
China 

荷蘭合作銀行香港分行 Rosemarie 
Thijssens 

Sustainable 
Finance Specialist 

Navneet 
Soni 

Managing Director 
and Head of 
Wholesale Clients, 
India 

東方匯理銀行 曾嘉汶 可持續發展銀行業

務大中華區主管 

黃家偉 可持續發展銀行業務

分析員 

中國船舶（香港）航運租

賃有限公司 

李峻 總會計師 郭居 計劃財資部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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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怡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韓歡光 執行董事 - 策略融

資與資本市場 

林國健 財務總監兼公司秘書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有限公

司 

趙敏  海通國際證券集團

債務資本市場部董

事 

/ / 

恒生銀行 香漢榮 結構融資、商業房

地產及企業顧問業

務主管 

許珍玲 銀團融資及企業顧問

服務部主管 

恒基陽光資產管理有限公

司 

盧玉芳 首席財務總監 葉美鈴 投資及投資者關係總

監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分行 

喬連華 興業銀行香港分行

計劃財務部總經理 

孔宇雯 興業銀行香港分行企

業金融業務管理部總

經理助理 

興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

港分行 

陳睿昭 興業銀行總行綠色

金融部高級經理 

林捷 執行董事，興業銀行

香港分行債務資本市

場主管 

大悅城地產有限公司 吳立鵬 財務總監 郭鋒銳 副總經理 

利奧紙品集團財務有限公

司 

梁文聰 瑞穗銀行企業銀行

部（香港）董事總

經理 

麥詠妍 利奧紙品集團集團財

務部助理經理 

五礦地產有限公司 陳興武 執行董事、副總經

理 

鄧英杰 財務總監 

三菱和誠金融（香港）有

限公司 

金城 智盛 經理 / / 

現代貨箱碼頭有限公司 曹學昭 財務總裁 / /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彭海興 司庫 陳得倫 助理司庫-融資及風險

管理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香港分行 

朱軍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

香港分行副行長兼

副行政總裁 

蘇海儀 結構融資主管 

香港光電控股有限公司 劉傑恩 財務總監 黃鎮坤 首席執行官 

渣打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Rahul 
Sheth 

Global Head of 
Sustainable Bonds 

黃翠芝 董事总经理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 

吳滿輝 董事總經理 商業銀

行業務主管 香港及

大灣區 

高惠祥 商業銀行業務高級副

總裁及中心主管 

大華銀行有限公司香港分

行 

黃翠婷 大華銀行香港分行

企業銀行綜合企業

及大型企業(二)董事

及主管 

黃民穎 大華銀行香港分行企

業銀行綜合企業及大

型企業(二)副總裁 

香港雲能國際投資有限公

司 

趙娜 財務總監 陳海健 財務副總監 

 

*排名不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