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我們認為成功推動銀行業 ESG 發展有賴積極行動、監

恒生致力成為本地銀行業 ESG 發展的先導者。從我們

察、堅持與持續改進的決心。為此，我們於 2020 年內

是香港首家正式簽署支持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

成立更多 ESG 管治組織，以監督本行可持續發展策略

（TCFD）的本地銀行亦可見一斑。我們現正準備採納其

及相關計劃得以落實推行。於 2021 年 1 月，本行推出

相關建議。

ESG 策略及實施計劃，並向董事會報告最新進展，以作

恒生致力成為推動
銀行業界環境、社會
及管治（ESG）事宜的
領先企業。

監督。

我們的ESG管治

我們矢志確保我們的匯報能符合本地法規和國際標準。
透過遵守「關於本報告」中列出的法規和準則，我們得
以評估進度，並與香港的大型上市企業和國際金融機構
作比對，以展示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我們已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督導委員會。委員會由副
董事長兼行政總裁擔任主席，並向執行委員會及董事會
匯報。為支援該督導委員會的工作，本行亦已成立四個
各由一位執行委員會成員領導的工作小組，其分別針對

為有助員工了解我們如何定位可持續發展，並確保本

ESG 策略、環境、企業社會責任，以及 ESG 披露範疇。

ESG 報告反映了他們在恒生的經驗，我們鼓勵所有員工

我們亦已成立環境、社會及管治部門，專責以本行整體

閱讀本報告並就其內容作意見回饋。

的策略角度去管理ESG相關事宜。

環境

社會

管治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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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我們的 ESG管治

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工作小組
由策略及企業發展總監兼
行政總裁辦公室主任擔任主席

董事會

• 監督本行的環境、社
會及管治事宜，包括
批核ESG 報告
• 每年接收兩次有關本
行環境、社會及管治
的相關更新資訊
• 知悉年度重要議題評
估的結果

執行委員會

• 協助董事會監督環
境、社會及管治事宜
• 批准重要議題評估的
結果

• 指導及監督本行所定
下的環境、社會及管
治目標的進展
• 出版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

由財務總監擔任主席

• 制定策略

• 評估、確定及驗證須披露的資訊

• 訂立使命及目標

• 緊貼市場發展、最佳實踐及關鍵
績效指標

環境、社會及管治
督導委員會
由本行副董事長兼
行政總裁擔任主席

環境、社會及管治披露工作小組

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小組

環境工作小組

由傳訊及企業可持續發展
總監擔任主席

由營運總監擔任主席

• 為社區投資項目設定策略重點

• 在本行內協調推動環保措施

• 監督獲批的社區投資項目的落實
情況

• 建立、實施及監察日常營運的環
境關鍵績效指標及數據

環境、社會及管治部
隸屬財務監理處，於2020年成立

• 帶領並落實本行整體ESG路線圖
• 協調各部門參與ESG 相關工作，以實現本行策略目標
• 向執行委員會匯報本行的ESG 表現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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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我們的 ESG策略
自 2021 年起，恒生的 ESG 策略將
聚焦於以下範疇：

本行透過以下六個範疇來實踐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

環境
成為本地企業的先導者，推動減低

環境目標

可持續融資

日常營運對環境的影響，並為客戶
提供更多元化的綠色及可持續融資
方案。

恒生致力成為推動
銀行業界環境、
社會及管治事宜的
領先企業。

社會
讓年輕一代盡展所長，包括推出特
設的銀行服務，提升他們應對未來
的技能，以及建立促倡他們身心健
康及專業發展的工作環境。

管治

青年
繼續投放資源，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並向年輕一代提供資源及援
助，以鼓勵他們實現共同目標

倡導及認知

遵守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及 ESG 披露
等規例及條例。

承諾於 2030 年或之前實現「碳中
和 」。（ 參 閱「 追 求 卓 越 環 境 」一
節，以了解更多我們的環境目標）

矢志成為社會、投資者及政府機構
眼中的ESG先導者

提供可持續融資方案以推動社區邁
向低碳經濟

氣候風險管理
持續加強風險管理能力

穩健披露
參照更嚴謹的國際披露標準，加強
ESG 披露

向持份者展現為重視ESG的香港銀行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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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為所有人締造
可持續的未來

我們一直致力以更環保的方式營運業務。我們以 2030 年為目標年，設下為期 10 年的環保目標。當中，我

我們遵守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為下一代締造一個

們尤其著重響應《巴黎協定》的目標，並在訂定耗電量及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時參考科學基礎減碳目標倡議

追求卓越環境

可持續發展的環境。與我們業務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SBTi）的建議。

包括：
優質教育

可持續城市和
社區

我們其中一項全新的ESG使命是於2030年或之前在本行日常營運能達致「碳中和」
。為此，本行已訂定目標減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負責任消費和
生產

少用電量及範疇二的溫室氣體排放，以及從本地供電商所推行的再生能源計劃購入部分電力。其他目標包括：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以2018 年為基
準年，將總耗
電量減少30％

氣候行動

以2018 年為基

以2018年為基準年，將
範疇一和二的溫室氣體 *
總排放量減少30％

準年，將耗水量
減少24％

以2019^ 年為

避免80%的
廢物棄置到
堆填區

基準年，將紙
張耗用量減少
35％

2030
* 此目標不包括從本地電力供應商購買可再生能源證書所減少的碳排放。
^

我們於 2019 年優化了紙張消耗的數據收集方法。而 2019年用以作為該目標的基準年，以確保與未來表現的可比性。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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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應對氣候風險

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成就

恒生支持《巴黎協定》目標。根據滙豐集團針對氣候
敏感行業的指引，我們將管理本行在該等行業的信
貸風險，並支持客戶轉型成為低碳經濟體。
我們正在建立氣候風險管理框架，並制定識別及減
輕相關風險的政策。該框架將確保最高層的管理人
員就所有已識別的氣候相關風險給予考慮。

恒生的 ESG 表現獲得外界認可。我們的2019 年《企業可
持續發展報告》榮獲 2020 International ARC Awards 金

針對經營氣候敏感業務，且於本行有高信貸風險的

獎及2020年Galaxy Awards銅獎。

客戶，我們將於 2021 年第一季把轉型風險問卷納入
年度信貸審閱，以識別其面對的轉型風險，以管控相關的信貸風險影響。在邁向低碳經濟時，問卷所收集的

有賴我們對 ESG 的努力，恒生得以成為以下指數及計劃

數據將用以識別較高氣候風險的行業。這將有助恒生確定信用風險承受水平，並把握拓展可持續發展業務的

的成份股或資格：

機會。
此外，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部門與風險管理團隊定期會面，並於有需要時與其他相關部門溝通，以檢討
我們的氣候風險管理路線圖。展望未來，我們將成立專責小組，以便好地協調我們在氣候風險管理方面的工
作。我們正整合相關計劃，並將於適當時間上呈至環境、社會及管治督導委員會作審批。

• 「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亞太指數」
（ 2011 年至 2016 年、
2019年、2020年）
• 「富時發達市場社會責任指數」
（自2001年）
• 「MSCI太平洋除日本社會責任投資指數」
（自2015年）
• 「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自2010年）
• 「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
（自2015年）
• 「商界展關懷」機構（自2003年）
在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旅程中，我們將不斷努力改
進自身表現，以符合持份者的期望及依從國際最佳常
規，並以身作則帶領本地銀行業。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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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旅程
我們的持份者

我們的社區

目標

行動

目標

行動

• 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

• 我們在批核貸款及投資時，會審慎評估當中的環
境及社會風險

• 提升未來技能

• 在 2020 年，我們投放超過港幣 3,000 萬元於社區
投資項目，令過去十年累積共港幣2.82億元

• 保障股東、客戶、員工
及其他持份者的利益
• 提供優質及便捷的服務
• 與中小企業建立長遠的
合作關係
• 確保有效及符合道德的
供應鏈管理

• 我們於「新僱員入職課程」提供有關我們的環境及
社會政策的培訓
• 由恒生指數有限公司推出的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
系列，透過表揚 ESG 評級卓越的公司，以鼓勵可
持續發展

• 推動可持續金融及理財
教育
• 應對氣候變化
• 關懷社會

• 過去四年，我們的客戶滿意程度維持在98-99%

• 我們與本地不同的非牟利機構合作，設計及推行
共 12 個社區投資項目，約 40,000 人直接受惠。此
外，我們亦捐贈予香港公益金，惠及額外250萬人
• 我們同時投入各類非財務資源，例如義工服務時
數、專業知識，以及實務支援，以確保這些項目
可為社會和環境帶來深遠的影響
• 於 2020 年，我們投放接近 11,000 小時的義工及專
業知識支援時數

可持續
發展行動
我們的員工

我們的環境

目標

行動

目標

行動

• 招攬及挽留最優秀人才

• 本行對員工作出承諾：超過 99% 的員工為全職
員工

• 盡量減少業務營運對環
境的影響

• 本行 93% 的執行委員會成員均從本地社區聘任

• 我們提供產品及服務以
推廣綠色倡議，並在本
行的社區投資計劃應對
氣候變化事宜

• 本行積極尋找機會，制定管理常規，確保我們以
對環境負責任的方式營運，並促進可持續發展，
包括在本行主要物業之一恒生 113 安裝太陽能板，
以及推出電子通訊服務

• 支持本地社區所需
• 投放資源於員工學習及
發展

• 於 2020 年，本行的香港員工平均受訓多於 3 天，
以提升其專業知識及軟技能
• 本行為 ESG 大使提供培訓及工作坊
• 本行採用創新的設計及科技，提升我們的工作環
境，以提高營運效率及員工滿意度

• 本行支持並提供綠色貸款。於 2020 年，我們共批
出兩項申請，總值港幣4.95億元
• 本行為我們營運的環境表現設定2030年長遠目標

• 本行已獲得 ISO 45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的
認證
• 為保障員工福祉，我們定期檢討相關政策，將員
工福利與市場作比較，並優化工作環境以確保其
切合需要
恒生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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