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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今天，可持續發展已成為全球關注的重要課題。隨著「聯合
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巴黎氣候變化協定》的落實，各地
政府致力透過不同政策達成這些目標。

國家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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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也在 2020
及 2021 年的施政報告中，為香港訂立長遠的可持續發展目
標，提出多項深化措施；近日亦公布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帶領香港邁向碳中和。

香港品質保證局作為香港政府於 1989 年成立的非牟利公營機
構，一直致力配合國家和特區政府施政，關注民生需求，為
社會及企業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我們不但引入國際先進的
可持續發展相關標準和原則，亦開發多元化的合格評定服務，
推動業界在社會責任、環境管理、能源管理、碳中和、綠色
和可持續金融、安老服務及無障礙管理等範疇提升表現，攜
手促進可持續發展。

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後，不論是商界或社會大眾，都警
覺我們的生存環境可以發生突變，對可持續發展的風險意識
都有所提高。為了讓他們加深認識這個重要課題，我們今年
決定出版《可持續發展在香港》一書，銳意鼓勵更多群體和
個人將理想付諸實行，為可持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期望在各界的同心協力下，可以一起推進「聯合國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進程，為香港、國家以至全球人類建設更美好的
將來。

何志誠工程師
香港品質保證局主席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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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序二

全球對可持續發展日益重視，企業及投資者紛紛將可持續發
展元素納入營商及投資策略之中；而獨立專業的合格評定機
構，從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推動角色，不但有助促進商業和
金融市場的健康發展，亦讓更多業界人士及持份者認識相關
的國際標準和倡議，從而建立具前瞻性的可持續發展策略。

香港品質保證局作為區內最具領導地位的合格評定機構之
一，除了致力提供專業的合格評定服務外，亦透過知識分享
及技術轉移，引進先進的管理概念，協助業界提升可持續發
展表現，走在國際趨勢前端。

出版《可持續發展在香港》是我們今年的重點項目之一，旨
在推廣可持續發展理念和良好做法，增進本地業界和大眾對
這熱門議題的認識。同期我們亦會舉行以「可持續金融及氣
候韌性」為題的大型專題研討會，促進國際性的知識交流。

近年，我們也積極參與國際及國家標準的發展工作。本局專
家分別獲中國標準研究院及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署提名，
參與制定有關綠色債務工具及可持續金融的 ISO 國際標準。
此外，我們獲全國認證認可標準化技術委員會邀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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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局銳意將研發所得的知識和經驗，貢獻於可持續發展相關
的通用標準上，以助業界優化整體水平。我們亦期望透過技
術交流活動和出版書籍，鼓勵更多機構增進知識，不斷自我
完善，在社會上發揮各自優勢和專業能力，攜手締造可持續
的營商和投資環境，從而造福整個社會。

黃家和先生，BBS，太平紳士
香港品質保證局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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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言

編者序言

聯合國在1987年發表的《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提及「可
持續發展」的重要性，並將之定義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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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個重要的
課題，人類社會在可持續發展上必須加倍努力，思考如何有
智慧地運作資源，使其用得其所，能兼顧當前及長遠發展所
需。

過去二、三十年，世人對可持續發展日益關注，國際間也先
後簽署了《京都議定書》及《巴黎協定》等，一同攜手應對
氣候變化問題。新冠疫情的出現，也促使更多人思考可持續
發展的重要性；各地政府在推動復蘇政策和措施時，都希望
重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透過有智慧地運用資源，
平衡環境、社會及經濟三方面的發展。不少機構亦積極配合，
善用其專業優勢和各種資源，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香港品質保證局作為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先驅，不但將相關理
念融入核心服務中，包括提供可持續發展報告核查服務，制
定「社會責任指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提供評級服務，推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計劃」等，亦
參與制定有關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 ISO 國際標準，以及致力

在商界和社區推廣，發表有關企業可持續發展表現及大灣區
可持續發展融資的研究報告，讓香港在可持續發展的領域上
走在前端。

今年，我們進一步出版《可持續發展在香港》一書，讓社會
各界更全面及深入地了解這股大趨勢。本書將闡述可持續發
展概念演化進程，概覽環球、國家和香港特區的發展狀況，
並以國際管理工具為基礎，輔以外國案例及本地企業實踐分
享，介紹香港企業在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的具體方法，剖析
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及展望未來機遇。我們衷心希望本書能
鼓勵更多企業實踐可持續發展，攜手創建一個強大且更具韌
性的世界。

最後，我要特別感謝多位同事的參與，令本書得以圓滿出版，
包括：陳沛昌先生、黃偉國先生、梁雁玲女士以及蘇煦欣小
姐的技術支援；麥家彥先生、王春暉小姐、曾穎琳女士、李
惠恩小姐及陳雪嶠小姐的資料搜集和整理，亦要感謝梁姿韻
小姐處理文字資料。

林寶興博士
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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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放眼可持續發展�應對全球性危機

新冠疫情的啟示：
正視人類持續發展的挑戰

「現在有一個短暫而寶貴的窗口期，可以讓我們的世界變得更

美好，我們必須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用心和努力，以確保我

們在後疫情時代的戰略、目標和計劃完全結合可持續發展目

標，從而創建一個強大且更具韌性的世界。」1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

自 2020 年初開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亦改寫了我們曾
經認為理所當然的生活模式。走筆之際，全世界已經有至少
482 萬人死於新冠肺炎，超過 2 億宗確診感染個案。2 這一場
浩劫對我們造成前所未有的影響，波及層面十分廣闊；非但
醫療和公共衞生系統不勝負荷，在各種社交距離限制、各國
封城及社會停擺的背景下，全球的經濟和社會民生都承受著
巨大的衝擊。

疫情令人類發展指數倒退

過去 30 多年，雖然全球經歷多次重大危機，但整體發展仍累
積一定成果，所以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多年來一直上升，

反映全球人類持續發展的趨勢。3 可是，新冠肺炎的出現，卻
令這個綜合指數首次出現倒退，有多達 1 億人跌入極端貧困，
14 億兒童無法上課，4 億個工作崗位受波及，衛生健康指標
也受到影響。4

另 一 份 由 聯 合 國 環 境 署（United�Nations�Environment�
Programme）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不但令企
業倒閉，失業率上升，更導致金融市場一瀉千里，短時間內
蒸發了全球股市市值約 26 萬億美元，造成的損失堪與 20 世
紀最大的股災相提並論。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Fund）亦作出類似估計，指全球經濟在 2020 年大
幅收窄 3.5%，成為 1930 年代美國大蕭條後經濟衰退最嚴重
的一次。6

汲取經驗教訓 應對未來更大挑戰

2015 年，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Bill�Gates）曾在一場名
為「下一場疫情爆發？我們還沒準備好！」的演講中警告，
數十年內，病毒有機會令全球千萬計人喪失性命，預言了 5
年後發生的新冠肺炎疫情。7 他在 2020 年接受媒體訪問時，
再次表示人類正面對不少潛在危機，影響巨大深遠，強調未
雨綢繆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未來出現的全球性大瘟疫，可能比今天的境況嚴重十倍……不

過，這與氣候變化的影響比起來，根本微不足道……我們必須

從當前的困境中學習，在下一次全球危機來臨前作充分的準

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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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病毒的
爆發令我們措手不
及，帶來了前所未
見的新常態，但這
次疫情亦讓我們汲
取了寶貴的經驗和
教訓，警示我們必
須正視人類面臨的
可持續發展挑戰。每個政府、每間機構、每一個人，都要做
好準備，迎接未來可能出現的更大危機。

把握時機 未雨綢繆

聯合國首席經濟學家埃利奧特．哈里斯（Elliott�Harris）指
出，部分人類漠視大自然可持續發展的惡果日漸浮現，不但
氣候災害更為頻繁，新冠病毒病這類人畜共染的瘟疫亦開始
越來越多。解決這些難題的時機快過，刻不容缓，我們必須
果斷地採取行動，不然等到大禍臨頭才有反應，便要痛苦地
臨急應對困境。9

如果從正面的角度來看，其實這次疫情也讓我們看到人類抵
禦風險的韌力，鼓勵我們應向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努力。10

雖然疫情暴露了我們所依賴系統的脆弱性，但它同時將可持
續發展推到聚光燈之下；不論是政府、商界或社會群體，現
在對可持續發展的風險意識，都要比疫情爆發前高。

此外，愈來愈多企業和投資者，加倍關注經濟活動對社會
環境的影響，重新審視投資和管理決策，將可持續發展目
標以及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Environmental,�Social,�
Governance,�ESG）的元素納入其中，例如投放更多資源在
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上。無論是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
（United�Nations�Principles�for�Responsible�Investment）
的調查結果 11，還是國際知名評級機構和投資管理公司的數
據 12，都顯示疫情加速了 ESG 趨勢。另一方面，有知名跨國
會計師事務所在 2021 年中表示，為配合 ESG 市場的急速發
展，他們會投資 120 億美元，增聘大約 10 萬名人手，以迎合
投資者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更大期望。13 這些現象都意味著，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已加快進入主流視野。

可持續經濟有助疫後復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早前在網誌上說，發展綠色和
可持續經濟有助推動疫後復蘇，已成為目前全球十分關注的
議題。14 儘管新冠肺炎疫情令各國經濟飽受影響，而且干預
了全球實現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進程，但全球的綠色債券
發行金額卻在 2020 年再創新高，達到 2900 億美元。15

聯合國負責任投資原則組織在 2020 年發表的報告也指出，
新冠病毒疫情危機，暴露了現有經濟體系的局限性和不足之
處，促使決策者更著眼於提升金融市場的可持續發展性及包
容性，預期可進一步推動可持續金融的發展。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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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一方面能夠幫助加快疫情後的復蘇，
另一方面有助填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資金缺口，讓我們
可以在危機以中尋找契機，加快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步伐。

站在歷史轉折點 重塑疫後的未來

由此可見，疫情後的復蘇過程，可能是人類歷史上一個重要
的轉折點。當世界各國推行刺激經濟的政策和措施時，將帶
來難得的機會，在新常態下重塑可持續發展的社會經濟模式，
促進綠色投資、綠色建築及綠色交通等項目的進程，讓我們
與地球一起邁向更美好的將來。17

跨越新常態 提升韌力應對風險

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球，疫情對不同行業造成前所未有的衝
擊，同時帶來了新常態，無論是消費者、員工、旅客或其他持
份者，均較以往注重公共衛生安全。香港品質保證局一直密切
關注疫情變化，期望發揮自身專業知識及能力，協助商界及社
區提升抵禦風險的韌力。

十多年前「沙士」爆發後，社會加倍重視公共衛生，香港品質
保證局早已率先開發「衛生監控體系認證計劃」，推動社區創
建衛生規範的新文化。及至 2006 年，香港品質保證局亦提供
「ISO�13485 醫療器械質量管理體系」認證服務，協助醫療產
業提升專業水平。

這次有見新型肺炎
疫情不斷蔓延，香港
品質保證局於 2020
年迅速推出「醫用
防護口罩產品認證
計劃」、「預防冠
狀病毒疾病衛生措
施認證計劃」、企
業同心「健康社區
大使」人員註冊計劃及「抗疫金融認證計劃」等，旨在多管齊
下協助業界應對挑戰，支持社會抗疫。

香港品質保證局簽發首張「醫用防護口罩產品
認證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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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10 月，香港品質保證局再推出「衛生抗疫措施認證計
劃」，銳意帶動各行各業提高防疫意識，實施標準化的衛生措
施，並於首階段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優先鼓勵和支持旅遊
相關行業參加計劃，以加強公眾外出消費及旅客訪港的信心。

此外，香港品質保證局亦率先提供「ISO�22301 社會安全－營
運持續管理體系」新版的認證服務，協助機構建立有效的管理
框架，讓它們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類重大危機時，仍能持續運
作，並儘快回復至正常狀態，以克服新常態下的不同挑戰。

行政長官分享

自我們推動綠色金融之始，香港品質保證局一直是鼎力支持的
合作夥伴之一；除了推出「綠色金融認證計劃」外，亦制定「抗
疫金融認證計劃」，鼓勵更多發行者將資金引導至與疫情防控
和復蘇相關的項目。我樂見他們推出「衛生抗疫措施認證計
劃」，推動各行各業以高水平的衛生措施抗疫，並於首階段與
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鼓勵旅遊相關行業先行參加計劃，期望
在新常態下有助旅遊業復蘇。18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大紫荊勳賢，GBS

繼 2020 年推出「衛生抗疫措施認證計劃」，香港品質保證局於 2021 年舉
辦「抗逆貢獻嘉許大獎 2021」，過百名獲嘉許機構及場所代表出席頒授典
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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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可持續發展現況

除了上述綜合報告外，貝塔斯曼基金會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
解決方案網絡亦聯合發表《可持續發展報告 2021》，根據聯
合國 193 個成員國實現 17 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整體表現評分
及排名，展示了不同國家的進展情況。3

根據該報告，全球可持續發展整體表現排名前十的國家均來
自歐洲，其中除了挪威以外的九個國家均隸屬歐盟成員國，
按照排名先後次序，分別是芬蘭、瑞典、丹麥、德國、比利時、
奧地利、挪威、法國、斯洛文尼亞、愛沙尼亞。此外，英國
排名第 17、美國排名第 32。

就亞洲區而言，前三名分別是：日本（全球排名第 18）、韓
國（全球排名第 28）、塞浦路斯（全球排名第 40）；中國則
排行第 9（全球排名第 57）。全球排名最後的國家大多數來
自非洲，分別是乍得、南蘇丹、以及中非共和國。

由此可見，至 2021 年亞洲國家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整體表現
普遍較歐洲遜色。另一份由博鰲論壇發布的《可持續發展的
亞洲與世界》2021 年度報告，分析亞洲多個主要國家的發展
表現，指出基礎設施、綠色轉型和衛生健康的不足，以及數

碼科技的鴻溝，都是限制目前亞洲經濟可持續發展復蘇的主
要障礙。在各國財政和資源都十分有限的情況下，政府應集
中處理上述問題，藉協同效應推動其他可持續發展領域向前
邁進。4

（有關香港與其他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現狀比較，請參閱第五章。）

次序 國家 分數

1 芬蘭 85.9

2 瑞典 85.61

3 丹麥 84.86

4 德國 82.48

5 比利時 82.19

6 奧地利 82.08

7 挪威 81.98

8 法國 81.67

9 斯洛文尼亞 81.60

10 愛沙尼亞 81.58

11 荷蘭 81.56

12 捷克共和國 81.39

13 愛爾蘭 80.96

14 克羅地亞 80.38

15 波蘭 80.22

16 瑞士 80.10

次序 國家 分數

17 英國 79.97

18 日本 79.85

19 斯洛伐克共和國 79.57

20 西班牙 79.46

21 加拿大 79.16

22 拉脫維亞 79.15

23 新西蘭 79.13

24 白俄羅斯 78.82

25 匈牙利 78.78

26 意大利 78.76

27 葡萄牙 78.64

28 韓國 78.59

29 冰島 78.17

30 智利 77.13

31 立陶宛 76.70

32 美國 7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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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國家 分數

33 馬耳他 75.75

34 塞爾維亞 75.59

35 澳大利亞 75.58

36 烏克蘭 75.51

37 希臘 75.41

38 以色列 75.04

39 羅馬尼亞 74.97

40 塞浦路斯 74.87

41 烏拉圭 74.55

42 盧森堡 74.21

43 泰國 74.19

44 吉爾吉斯共和國 74.00

45 保加利亞 73.81

46 俄羅斯聯邦 73.75

47 波斯尼亞和黑塞
哥維那

73.70

48 摩爾多瓦 73.68

49 古巴 73.65

50 哥斯達黎加 73.55

51 越南 72.85

52 阿根廷 72.80

53 厄瓜多爾 72.54

54 北馬其頓 72.53

55 阿塞拜疆 72.41

56 格魯吉亞 72.23

57 中國 72.06

58 亞美尼亞 71.79

次序 國家 分數

59 哈薩克斯坦 71.64

60 突尼斯 71.44

61 巴西 71.34

62 斐濟 71.24

63 秘魯 71.09

64 阿爾巴尼亞 71.02

65 馬來西亞 70.88

66 阿爾及利亞 70.86

67 多米尼加供各國 70.76

68 哥倫比亞 70.56

69 摩洛哥 70.53

70 土耳其 70.38

71 阿拉伯聯合酋長
國

70.17

72 喬丹 70.14

73 阿曼 70.13

74 伊朗 70.01

75 不丹 69.98

76 新加坡 69.89

77 烏茲別克斯坦 69.84

78 塔吉克斯坦 69.76

79 馬爾代夫 69.27

80 墨西哥 69.13

81 牙買加 68.97

82 埃及 68.65

83 巴巴多斯 68.45

84 文萊達魯薩蘭國 68.27

芬蘭
排名第 1
總體表現得分為85.90分，其中實現了的SDGs為目標1、4、6及7。

瑞典
排名第 2
總體表現得分為85.61 分，其中實現了SDGs的目標 1、5、7及 9，
以及共有 8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4、6、8、10、
11、16 及 17。

丹麥
排名第 3
總體表現得分為 84.86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7 及 10，
以及共有 9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4、5、6、8、9、
15、16 及 17。

德國
排名第 4
總體表現得分為 82.48 分，暫時沒有實現了的 SDGs，但共有 9 項
表現較為突出，分別是目標 1、3、7、8、9、10、11、16 及 17。

比利時
排名第 5
總體表現得分為 82.19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以及共有
7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5、8、9、10、11 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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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 
排名第 6
總體表現得分為 82.08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7 及 16，
以及共有 7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4、6、8、9、
10、及 11。

挪威 
排名第 7
總體表現得分為 81.98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3、5、7、
10 及 17，以及共有 4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8、9、11
及 16。

法國 
排名第 8
總體表現得分為 81.67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以及共有
7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5、6、7、9、10 及 11。

斯洛文尼亞 �
排名第 9
總體表現得分為 81.60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8 及 16，
以及共有 8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3、4、5、6、7、
10、11 及 15。

愛沙尼亞 �
排名第 10
總體表現得分為 81.58 分，其中實現了 SDGs 的目標 15，以及共
有 7 項表現較為突出的，分別是目標 1、4、6、7、8、11 及 16。

日本
排名第 18
在亞洲國家中，位居第一，總體表現得分為 79.85 分，其中實現了
的 SDGs 為目標 4、9 及 16；表現較為突出的共有 5 項，分別是目
標 1、3、6、8、及 11。

韓國
排名第 28
總體表現得分為 78.59 分，其中實現了的 SDGs 為目標 4。表現較
為突出的共有 6 項，分別是目標 1、3、8、9、11 及 16。

塞浦路斯 
排名第 40
總體表現得分為 74.87 分，其中實現了的 SDGs 為目標 1 及 4。表
現較為突出的共有 6 項，分別是目標 3、5、6、7、8 及 16。

泰國 �
排名第 43
總體表現得分為 74.19 分，其中實現了的 SDGs 為目標 1。表現較
為突出的是目標 4。

吉爾吉斯共和國 �
排名第 44
總體表現得分為 74.00 分，其中實現了的 SDGs 為目標 4。表現較
為突出的共有 7 項，分別是目標 1、7、10、11、12、13 及 17。



118 119

第五章│香港特區的可持續發展現況

多項行動措施 發展綠色可持續金融

如前文提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支持香港發揮
其獨有特質和優勢，發展成為區內領先的綠色金融中心，以
及建立國際認可的綠色債券認證機構。特區政府推動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的政策措施，近年亦陸續展開，如推出相關的資
助計劃、政府綠色債券計劃及跨機構合作等 38。

2019 年，特區政府更簽署了綠色債券宣言，成為亞洲首個簽
署該宣言的單位，以行動表現推動綠色金融的決心。39 其他
具體措施還包括在 2021 年 5 月推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
計劃」，資助合資格的債券發行人和借款人的發債及外部評
審服務支出 40；修訂合資格債務票據計劃，減輕債券投資者
的稅務負擔 41；以及計劃發行 1,755 億港元等值的綠色債券
及零售債券，讓普羅大眾都能參與其中。42

香港品質保證局亦一直緊貼香港的金融及可持續發展步伐，
2018 年在特區政府的推動和支持下，推出「綠色金融認證計
劃」，2021 年 5 月再配合政府政策及市場需要，進一步推出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計劃」。截至 2021 年 9 月 28 日，
獲證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發行總額已超過 310 億美元，發行
者來自銀行、地產界、公用事業、能源、製造等行業，而獲
證個案亦包括香港特區政府發行的綠色債券。

此外，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繼 2018 年發表《綠色
金融策略框架》，以及 2020 年 5 月發起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

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後，亦於同年 12 月發布香港的綠色和可持
續金融的策略計劃，以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推動香港發展
成為綠色金融樞紐。43�2021 年 7 月，督導小組宣布下一階段
工作重點，將推動氣候相關披露和可持續匯報、碳市場機遇
以及新成立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44

同時，香港交易所與其他金融監管機構亦打算合作制定綠色
及可持續發展計劃，助力提升香港綠色金融市場地位。該計
劃包括研究與全球標準一致的氣候相關資訊披露及分類法、
在大灣區發展碳市場，以及促進上市公司在 ESG 的工作，支
持區內金融市場產品發展。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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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分享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系統的發展，單靠政府或公營部門是不
足夠的，亦有賴私營界別的通力合作；而認證和標準十分重要，
可以確保大家依循一致的綠色規範。香港品質保證局在這方面
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參考了多個具廣泛認受性的國際及國家
綠色金融標準，做了出色的工作，為香港制定了綠色債券、綠
色貸款、綠色基金及 ESG 基金的標準，為這個生態系統的長
足發展奠定很好的基礎。46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太平紳士

環境局局長分享

推進綠色金融產品如綠色債券項目的發展，我們需要專業知識
開發綠色認證服務。我很高興看到香港品質保證局制定「綠色
金融認證計劃」，環境保護署代表亦於 2017 年獲邀參與其相
關的技術委員會，一起制定此計劃，為香港及區內作出貢獻。
香港將更新氣候行動藍圖，邁向至 2050 年更深度減碳目標，
我們包括金融業在內，需加強合作，保護我們的共同未來。4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環境局局長

黃錦星，GBS，太平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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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分享：

荷蘭合作銀行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可持續發展金融大獎 2020」
傑出綠色貸款結構顧問—最大規模單一綠色貸款（鋼鐵業）

可持續發展融資對銀行業及其客戶來說漸趨重要。環球政策官
員、監管機構、企業及金融業均視之為實現「聯合國 2030 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核心「可持續發展目標」。荷蘭合作銀行
的可持續發展計劃旨在透過與客戶互動協作，支持他們推行別
具意義的可持續發展項目，從而提升可持續發展產品及服務的
相對比重。銀行提供的可持續融資方案有助客戶實現針對特定
行業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減少碳足跡，共同創建更美好的世
界。

擔任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總值一億美元創效貸
款的協調銀行

荷蘭合作銀行和另一家歐洲銀行是首宗與中國煉鋼廠有關的可
持續發展交易。隨著中國國務院推出「藍天計劃」及收緊環保
法規，中國東方集團奉行可持續發展的商業模式，並提出各種
可持續發展措施，包括嚴格的環境合規、節能和淘汰過時的設
施。該集團向旗下位於河北省唐山市的煉鋼設施投放這筆創效
貸款，進行環境升級投資後，該煉鋼設施將符合及超越國家針
對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粉塵顆粒三種主要污染物所頒布的嚴
格排放標準。中國所有煉鋼廠必須在 2020 年底達到當局規定
的目標。

設計貸款息差激勵機制 推動客戶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

基於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業務性質，放貸方設計了貸款
息差激勵機制，以推動其提前實現目標及取得優於同業的表
現。放貸方就硫、氮及粉塵排放量制訂關鍵績效指標，以其要
求亦較國家針對數項獲得這筆貸款的升級設備（燒結廠、發電
機、石灰岩熔爐等）的規定水平嚴格 10%。若中國東方集團的
任何一項設備未能達到關鍵績效指標，隨後一季的息差將會上
調；相反，若其設備能夠符合關鍵績效指標，息差則會下調。
關鍵績效指標每季度考量一次，並據此調整激勵或溢價水平，
而獨立測量師將負責核實設備的排放量。

此外，除了獲得香港品質保證局「綠色金融認證計劃」的認
證外，該筆貸款亦符合多個國際認可標準，例如 ISO26000：
2010、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清潔發展機制」、貸款
市場協會（LMA）的「綠色貸款原則」及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ICMA）的「綠色債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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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分享：

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香港品質保證局「香港可持續發展金融大獎 2020」
傑出綠色貸款發行機構—多數量綠色貸款（鋼鐵業）
傑出綠色貸款發行機構—多元綠色框架、整體綠色貸款（鋼鐵業）

中國東方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一直以綠色發展為核心原則與目
標，秉承「節能降耗，預防污染，實施清潔生產；遵紀守法，
持續改進，造福人類社會」的環境管理方針，積極發展循環經
濟，貫徹落實國家節能減排政策，致力於減少生產經營活動帶
來的廢氣排放和資源消耗，積極發展循環經濟。2019 年，津
西鋼鐵編制了《環保管理制度》，以「環保設備正常運轉率達
到98%，污染物100%達標排放，嚴重特大環境污染事故為零」
為環境管理目標，進一步強化環境管理。

響應政策及環保需要 助力生態文明建設

集團於河北津西鋼鐵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現有設備升級改造項
目，將用兩台 2,000m3 的高爐、兩台 150t 的轉爐以及輔助設
備替換現有的八台 500m3 高爐和六台 50t 轉爐以及現有的輔
助設備。

集團實施了多項氣體減排項目，2019 年廢氣總排氣量較 2018
年減少了 7,592 噸，下降 74.7%；集團亦積極回收生產過程中
產生的熱能與高爐煤氣，減少燃料與外購電消耗，降低溫室氣

體排放，2019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相比於 2018 年減少 22.8 萬
噸。

在節約能源方面，中國東方集團建立並實施符合�GB/T23331-
2012《能源管理體系要求》及�RB/T103-2013《能源管理體系
鋼鐵企業認證要求》的能源管理體系，2019 年集團總能耗量
相比於 2018 年減少了 164.7 萬 MWh。與此同時，本集團利用
多項前沿技術，優化生產設備，提高能源效益及有效降低能源
消耗，其中津西鋼鐵採取的措施包括：利用低壓蒸汽代替空調
製冷；通過豎冷窯球團餘熱鍋爐吸收高溫豎爐球團的熱量，產
生的蒸汽用於發電或其他技術用途；對軋鋼加熱爐強化熱輻射
節能技術改造，在爐頂和側牆安裝節能元件，強化爐膛內輻射
傳熱效率；使用全國首台超高溫高電壓的發電機組，其經濟型、
節能型、環保型的整體設計達到國內領先地位。

在節約用水方面，津西鋼鐵採用 150m3/h 的反滲透處理系統
處理濃鹽水，並使用納濾裝置再次處理，處理後的淡水導入至
用水系統或其他用水單元再利用，大大減少了對新水的消耗。
津西鋼鐵還採用 3 級用水，按指標合理控制補水量，對各部門
用水進行分級管理等，減少了噸鋼耗新水用量。2019 年集團
用水量相比於 2018 年降低了 317.7 萬噸，降幅為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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