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2011

恒生支持集團所定目標迄今進展

持續進行中

持續進行中

持續進行中

已達標

滙豐集團2020年前實踐的短期目標

每名僱員年度二氧化碳排放量

廢物

用紙

紙張採購

由 3.5 公噸減少至 2.0 公噸

    75%

    66% 

100% 來自可持續發展來源之紙張 

CO2

管理方針

我
們理解需為現今及未來世代而保護地球，故我們持續

減少耗用天然資源並推動環保責任。我們以環保的方

式經營業務，並在與持份者的關係中提倡良好的環保措施。

我們努力減少使用能源和天然資源、積極減廢，並盡可能使

用環保產品和服務。我們確保營運完全符合香港政府實施的

環境法例和法規。我們透過內部渠道和義工服務提高員工的

環保意識，以及宣揚綠色議題。同時亦透過政策、服務和社

區參與項目，鼓勵供應商、業務夥伴及客戶提升他們的環保

表現。

我們的環境

我們設立年度目標，旨在減少本行業務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並參與各項有利保護環境的活動。我們採用滙豐集團的環保策略

性計劃：

本行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培訓和義工活動，提高員工對綠

色議題的關注，從而使他們成為環保大使。我們亦顧及員工

公幹政策對環境的影響，因而設法減少不必要的公幹，例如

盡量使用電話會議等方法代替。

本行沿用滙豐集團的方針，以緩解、適應及融資應對氣候變

化這全球所面對的挑戰。透過倡導、產品和服務，我們支持

客戶迅速及順利邁向低碳經濟。有關細節詳列於滙豐集團的

氣候變化聲明 。

我們的營運符合最新的香港法規和指引，例如《廢物處置條

例》（第354章）。於2018年，我們並無違反任何環境法例

或法規。

我們注意到極端天氣和氣候變化可能帶來的業務風險。為準

備並盡量減低颱風造成的破壞，以及適應其他極端天氣，我

們於2018年開始進行總行幕牆的優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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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營運

作
為香港首間所有辦公室和分行均取得ISO 14001

認證的本地銀行，我們努力以身作則，支持轉型至低

碳經濟。

本行自2003年起制定環保政策 ，並成立環境管理委員會，

由執行委員會的一位成員擔任主席，密切監測本行的環境管

理系統，以確保能持續符合ISO 14001標準。

委員會負責確保本行的環境管理系統與業務策略互相配合，

達致不斷改善本行環保表現的目標。委員會制定涵蓋環保採

購及廢物管理等多項指引，引導員工採用各項綠色舉措，達

致更環保的工作間。

恒生培訓部分員工成為環保大使，以支持推行環境管理系

統，他們會定期向工作夥伴、家人及朋友提供有關政策及措

施的最新資訊，在提升企業內的環保意識上扮演重要角色。

為減少能源消耗和緩解氣候變化，我們在辦公大樓採取一系

列措施，例如，恒生主要辦公大樓的所有照明和冷氣系統都

經樓宇管理系統預先設定，在預設的時間（一般在晚上7時30

分）關閉。此外，辦公大樓內非必要的升降機在非辦公時間

均暫停服務。

我們的環境

我們致力遵照最高的國際標準，設計及營運具能源效益、

可持續發展的辦公大樓。我們於新近裝修完成的恒生113辦公

大樓安裝耗電量低的發光二極體（LED），以及冷卻天花系

統和空氣清新系統，較傳統冷氣系統每年可節省約25%

能源。

在2017年，恒生113成為香港首間本地銀行辦公大樓，獲美

國綠色建築委員會的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ED）頒發的最

高級別的鉑金級認證。於2016年年中，恒生中心辦公大樓亦

獲LEED商用室內設計的金級證書。

本年度，恒生開展革新工作間項目，從傳統工作間邁向更優

化利用空間，其中包括以活動為本的工作間設計，共用座位

並善用不同空間，令辦公室進一步提升效能，有助與科技無

縫整合。

我們聘請承辦商清除因清拆和裝修而產生的建築廢物。我們

的企業房地產部會確保建築廢物棄置於政府核准的地方。

我們通知承辦商有關恒生的廢物處理要求，確保廢物管理和

處理程序符合本行的標準。在裝修辦公室時，我們設法重用

狀況良好的傢具。為了提高資源效率，我們要求供應商回收

不再使用的傢具。

我們支持在銀行物業使用環保建築物料和節能電器，包括低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油漆、發光二極體照明、高效能冷氣機和

一級能源效益電器。我們致力成為負責任的能源消費者，於

中電首屆「創新節能企業大獎」獲頒「高峰用電管理卓越

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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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

綠化營運

為確保優質供水，我們自願參與由水務署舉辦的「大廈優質

供水認可計劃」。恒生總行獲計劃頒發「優質食水」金

證書；而恒生113辦公大樓則獲頒「優質食水」及「優質

沖廁水」證書。

截至2018年12月底，本行48%信用卡客戶選擇收取電子月

結單以取代紙張印本；透過網上渠道申請信用卡及個人貸款

的客戶則分別為47%及96%。我們的電子月結單、電子

通知書，以及股東電子通訊服務，在2018年合共節省

8,550萬張紙。自2001年起，客戶經恒生e-Donation網上捐

款服務捐出的善款超過港幣4,000萬元。

我們密切監察本行溫室氣體排放（參閱環保表現 ），並緊

貼足以直接或間接影響我們業務、與環境相關的監管發展。

本行繼續參與「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藉此與全球最

大的機構投資者共同探討氣候變化對商業活動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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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透過融資政策和業務營運支持保護生物多樣性。自2003

年起，我們在本行舉辦的宴會停止以魚翅入饌，其後更擴展

至停止食用瀕危珊瑚魚。此外，我們於本行宴會廳引入由世

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認可的環保海鮮菜單 。

提倡環保

恒
生是香港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我們樂於提倡改善

環境，並以身作則，持續改善我們業務運作的環保表

現。此外，我們透過投資和融資政策，以及對外界項目的支

持，鼓勵員工、客戶和社會大眾採取廣闊和更深入的角度，

探討保護天然資源和保育地球環境健康的重要性。

逾10年來，我們與長春社合作，於雲南省農村推行重要的

環保項目。基於過去建設沼氣能源設施的成功經驗，我們於

2016年與長春社於雲南玉溪市攜手推出「恒生雲南低碳鄉

村」計劃，為農村提供太陽能熱水器等低碳設施，並教授村

民各類種植高價值農作物的方法，提升村民的生活水平，同

時減少對自然環境的依賴。詳情請參閱「我們的社區」中的

改善生活 愛護地球 。

於2018年，我們支持長春社的「恒生－長春社生態捍衛

戰」，除了籌款，亦加強公眾對環保議題及香港自然美景的

關注。

恒生以企業會員身份支持本地非政府組織和環保團體的各種

活動，例如支持由香港地球之友舉辦的「知慳惜電」節能

比賽、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地球一小時」活動、綠

色力量「環島行」，以及環境局的《戶外燈光約章》。

自1999年至今，我們已在香港與內地共種植約93,000株

樹木。

逾10年來，我們與長春社合
作，於雲南省農村推行重要的
環保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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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包括恒生銀行所有在香港之業務範圍
數據準確至兩個小數位 

#  由 2017年10月1日 至 2018年9月30日      * 由 2016年10月1日 至 2017年9月30日      ^ 由 2015年10月1日 至 2016年9月30日 
1 範疇2的温室氣體排放量是按電力和煤氣的消耗量及由公用事業公司所提供的相應排放因子系數計算。截至2017年，中電和香港電燈的排放因子系數分別為0.51千克二氧化碳當量 / 千瓦時和0.79千克二氧化碳當量 / 千瓦時。 
2 全職僱員以等同全職員工（Full-time equivalent）的數目計算，於2018年9月30日、2017 年9月30日及2016年9月30日，該數目分別為8,452、7,769及7,786。 
3 於2018年9月30日、2017 年9月30日及2016年9月30日，總樓面面積分別為1,357,948、1,427,358及 1,635,975平方呎。

環保表現

單位 2018# 2017* 2016^

範疇 1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192.20 64.45 54.40 

• 固定燃燒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79.32 64.45 54.40 

• 流動燃燒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112.88 不適用 不適用

範疇 2 1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20,514.00 22,131.00 23,936.00 

• 購買電力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20,496.00 22,116.00 23,923.00 

• 煤氣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18.00 15.00 13.00

範疇 3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904.64 685.98 637.82 

• 公幹（陸空交通）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563.43 342.98 305.82 

• 輸電和配電損耗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337.00 343.00 332.00 

• 上游運輸和配送（流動分行）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4.21 不適用 不適用

每名全職僱員 2平均溫室氣體

總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 全職僱員 2.56 2.95 3.16 

• 範疇 1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 全職僱員 
0.02 0.01 0.01 

• 範疇 2 1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 全職僱員 
2.43 2.85 3.07 

• 範疇 3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 全職僱員 
0.11 0.09 0.08

每平方呎 3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 平方呎 
0.016 0.016 0.016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公噸) ）

          總排放量： 21,610.84

總排放量： 22,881.43

總排放量： 24,628.22 
2016^ 

2018 
# 

2017* 

54.40 

64.45 

192.20 

23,936.00 

22,131.00 

20,514.00 

637.82 

685.98 

904.64 

CO2 

CO2

範疇1

範疇2 
1

範疇3

我們的環境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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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包括恒生銀行所有在香港之業務範圍
數據準確至兩個小數位 

#  由 2017年10月1日 至 2018年9月30日      * 由 2016年10月1日 至 2017年9月30日      ^ 由 2015年10月1日 至 2016年9月30日 
1 恒生113辦公大樓於2017年全面運作。由於水務署的海水供應網絡並未覆蓋該大樓，因而需使用淡水沖廁。 
2 獲滙豐集團認可的認證計劃所認證，現時包括「森林管理委員會」（FSC）、「加拿大標準協會」等。 
3 全職僱員以等同全職員工（Full-time equivalent）的數目計算，於2018年9月30日、2017 年9月30日及2016年9月30日，該數目分別為8,452、7,769及7,786。 
4 於2018年9月30日、2017 年9月30日及2016年9月30日，總樓面面積分別為1,357,948、1,427,358及 1,635,975平方呎。

單位 2018# 2017* 2016^

每名全職僱員 3 平均耗水量
立方米 /
全職僱員 

9.36 9.65 8.96

總耗水量 1（千立方米）

紙張總耗用量（公噸 ）

單位 2018# 2017* 2016^

每名全職僱員 3 平均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 全職僱員 13.95 16.12 17.08

每平方呎 4 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 平方呎 0.09 0.09 0.09

總能源消耗（千兆焦耳）

總計： 117,924.39

總計： 125,225.27

總計： 132,981.67 
2016^ 

2018
# 

2017* 

131,930.94 

123,985.33 

116,404.33 

1,050.73 

1,239.94 

1,520.06 

79.14 
74.94 

69.80 

2018
# 

2017* 

2016^ 

1,371.92 
1,309.02 

1,998.96 

2018
# 

2017* 

2016^ 100%符合規定的紙張 2

環保表現

我們的環境

間接：電力

直接：其他燃料來源（燃氣及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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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表現

我們的環境

一般辦公室廢物

回收廢物循環再造總量（公噸 ） 回收廢物循環再造的種類 

2018
# 

2017* 

2016^

單位 2018# 2017* 2016^

每名全職僱員 3平均棄置廢物

總量

公噸 /
全職僱員 

0.04 0.04 0.04

棄置於堆填區廢物量（公噸 ） 

302.41 
310.92 

276.78 

2018
# 

2017* 

2016^

紙張 

530.07 公噸 

2018 # 

2017 2016 * ^ 

550.77 597.20 塑膠 

0.59 公噸 

2018 

2017 2016 * ^ 

0.44 0.53

鋁罐 

0.20 公噸 

2018 

2017 2016 * ^ 

0.18 0.12 玻璃 1 

0.10 公噸 

2018 

2017 2016 * ^

不適用 不適用

傢具 

7.14 公噸 

2018 

2017 2016 * ^ 

19.11 53.31
資訊科技
設備及電子
用品 2 

17.61 公噸 

2018 

2017 2016 * ^ 

20.73 47.22
數據包括恒生銀行所有在香港之業務範圍
數據準確至兩個小數位 
#  由 2017年10月1日 至 2018年9月30日      * 由 2016年10月1日 至 2017年9月30日      ^ 由 2015年10月1日 至 2016年9月30日 
1 報告中的相關數據乃自2018年起開始蒐集。 
2 由平板顯示器（FPD）和印刷電路板（PCB）組成的資訊科技和電子廢物被歸類為有害廢物。 
3 全職僱員以等同全職員工（Full-time equivalent）的數目計算，於2018年9月30日、2017 年9月30日及2016年9月30日，該數目分別為8,452、7,769及7,786。 

# # 

# # 

# 555.71 
591.23 

69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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