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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规则》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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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市场常规 维持投资者信心 

《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 

守则条文 

建议最佳常规 

 强制 
 

 「不遵守就解释」 
- 接受偏离行为，但须提供经过审慎考虑的理由 
- 发行人可采纳更适合的方法，但须作出解释 

 
 只属指引 

 
 
 



《上市规则》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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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 
挑战性质

业务规模
及复杂 
程度

业务性质

一套制度不能完全适合所有机构！ 



「企业管治守则」中的内部监控 



条文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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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2.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责任 

3. 每年检讨并于《企业 
管治报告》内的披露 

4. 内部审核 

5. 审核委员会的角色 



内部监控： 
 
消弭危机、 
把握机会 

风险管理： 
 
辨清危机、
识别机会 

修订一.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修订二. 董事会及管理层的责任  

界定董事会及管理层各自的职责 

董事会 管理层 

 评估发行人达成 
目标时所愿意 
接纳的风险 

 设计、实施及监察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
系统 
 

 确保设立及维持合适
及有效的风险管理及 
内部监控系统 

 向董事会提供有关系
统是否有效的确认 



修订三.  
检讨并于《企业管治报告》内做出披露 

披露是否足够 

每年检讨中要
考虑甚么事宜 

一次性还是 
持续检讨 



修订三.  
检讨并于《企业管治报告》内做出披露 

鼓励发行人作出更实质及有意义的披露 

守则条文C.2.3 — 每年检讨的事项 

守则条文C.2.4  — 披露内容 



内部审核功能对确保 
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系统的
完善有效起重要作用 
 
「第三道防线」 

修订四. 内部审核 

将相关建议最佳常规提升至守则条文 



内部审核 外聘服务 

两者均可达至建议守则条文的遵守 

修订四. 内部审核 



修订五. 审核委员会的角色 

监察财务汇报及 
内部监控程序 

审阅财务监控、 
内部监控及 
风险管理制度 

（如适用） 
确保内部审核功能 
有足够资源，并审核
及监察该功能的成效 



总结：注意事项 

辨清风险，检讨内部监控系统 
分清董事会与管理层的角色 
董事会有持续责任监察系统，并每年检讨内
控系统 

每年检讨的事项 
每年检讨后的披露内容 
内部审核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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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后的新守则实施日期 

将于2016 年1 月1 日或之后 
开始的会计期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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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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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年 

2015年 

2016年1月1日 

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指引》的谘询 

有关检讨《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指引》的谘询 

视乎市场意见而定，实施新的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 



为什么交易所要推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 

交易所的责任包括确保“一个有秩序、信息灵通和公平
的市场”（《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条） 

17 

 
财务信息 

 
 

非财务信息 
 



为什么交易所要推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 

18 

新《公司条例》 《上市规则》附录十六 

自2014年3月3日或以后开始
的第一个财务报告年度对香
港注册成立的公司生效 

 

适用于所有发行人于2015 年
12 月31 日或以后完结的财
政年度 

董事会报告 
 
业务审视 
 
• 环境、社会及管治

问题的讨论 

第28[(2)(d)]段 
 
采纳新《公司条例》
中环境、社会及管治
的规定 



为什么要做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风险管理 

改善集资能力 

供应链需求 

提升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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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为什么要做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缩减成本及 
提高利润率 

鼓励创新 

保留人才 

社会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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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社会及管治汇报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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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2013年财政年度
曾汇报环境、社
会及管治事宜 
作出汇报 

 
 

约83%H股发行人作出汇报 

约80%非常高市值（> 100亿港元）作出汇报 



《上市规则》的建议修订 

《主板规则》第 13.91 条（《创业板规则》第17.103条）的建议修订： 
13.91  
− 发行人须在其年报或另设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阐述其于有关财政年度

是否已遵守《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载列 的「不遵守就解释」条文 
− 若发行人偏离「不遵守就解释」条文，其须于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提供

经过审慎考虑的理由 
− 发行人须每年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中所列的环境、社会及管

治资料，有关资料所涵盖的期间须与其年报内容 涵盖的时间相同。 
注：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可以登载于发行人的年报中，一份独立的报告中又
或发行人的网站上。若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非载于发行人的年报中，发行人
应尽可能接近其刊发年报的时间，而不迟于刊发年报后的三个月内，刊发此等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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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范畴  
(A.环境 ; B.社会) 

层面 

关键绩效指标 

建议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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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新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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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发行人偏离「不遵守就
解释」的条文，其必须在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中
提供经过审慎考虑的理由 

「不遵守 
就解释」 

• 自愿性质 建议披露 



汇报原则 

重要性 量化 

一致性 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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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A1：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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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废气及温室气体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
害及无害废弃物的产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
资料。 
 
注：废气排放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其他受国

家法律及规例规管的污染物。 
 

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亚氮、氢
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及六氟化硫。 

 
有害废弃物指国家规例所界定者。 



层面A1：排放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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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考虑的问题： 
 
过往有没有有关环境污染的任何事故或指控 
 
所消耗的能源是否比同行业的公司显著较大 
 
营运范围 
 
有哪些排放物 

 



层面A1：排放物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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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环境保护 
 
本集团已设立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系统，以进一步加强环境管
控。于2014年，本集团并无发生环境污染事故，亦未因环境污染
或违反环境法规受到投诉、罚款及制裁。 



层面A1：排放物 

29 

关键绩效指标 

A1.1： 排放物种类及相关排放数据。 

A1.2：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吨计算）及（如
适用）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
施计算）。 

A1.3： 所产生有害废弃物总量（以吨计算）及
（如适用）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
项设施计算）。 

A1.4： 所产生无害废弃物总量（以吨计算）及
（如适用）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
项设施计算）。 

A1.5： 描述减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A1.6： 
  

描述处理有害及无害废弃物的方法、减
低产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层面A1：排放物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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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层面A1：排放物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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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层面A1：排放物  -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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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燃料消耗量  x   CO2排放系數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 氧化亚氮 (N2O) 

Σ燃料消耗量 x  排放系數(CH4 / N2O)   x  相对全球变暖潜能 (GWP)  

可参考电力供应商、香港环境保护
署的香港建筑物（商业、住宅或公
共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
核算和报告指引等 

可参考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指南(2006): 
CH4的GWP = 23 ;  N2O的GWP= 296 



层面A1：排放物  -  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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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氟碳化物 (HFC) 

OE =  Σ(Cs + Ci – Cd – Ce) × GWP  

OE =设备运作期间因制冷剂 j释放所造成的排放（以二氧化碳当量为单位）  
Cs   =报告期开始时制冷剂的存量（储存而非在设备内）（千克） 
Ci    =报告期间制冷剂增加的存量（千克）  
Cd  =报告期间采用对环境负责方法弃置（例如由承办商回收后循环再造）的制冷剂量（千克）  
Ce  =报告期完结时制冷剂的存量（储存而非在设备内）（千克） 
GWP = 制冷剂在 100年间的全球变暖潜能   (可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指引(2006)找到) 
 

详见香港建筑物（商业、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温室气体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 



层面A1：排放物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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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A1.4 



层面A1：排放物  -  例子 

A1.5,   A1.6 

有效利用资源及减废 
能源、用水等资源及原材料是业务发展的基础。利
丰致力善用资源，并减少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废物。 
 
我们在整个业务中一直积极实行节约用水措施，包
括在办公室及相关设施安装节省用水型水龙头及其
他装置及设施，并鼓励员工在日常生活中节约用
水。这些措施令我们于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间
期，用水密集度均按年下降，惟由于业务扩展，我
们的耗水量绝对值有所增加。于二零一三年，贸易
业务的人均消耗密集度较二零一零年的基准下降了
5%。根据二零一四年的新基准，物流业务的耗水
量绝对值有所下降。贸易业务的耗水量增加是由于
其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中国内地的生产设施
业务扩张所致。在生产设施中，我们已制定系统以
减少生产过程中的耗水及废物产生，改善及监控污
水排放，以及处理、储存及弃置化学及固体材料及
废物。于二零一四年，公司旗下的所有设施均符合
法规要求。 

我们的办公室使用获森林管理委员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一个获
认可的认证组织，简称FSCTM）9认证的
纸张，所有纸张均来自可持续发展的森林
资源。此外，我们提供可持续包装材料制
成的产品，包括获FSCTM或PEFC10认证
的木材、纸张、纸板及包装材料等资源。
与二零一零年的基准比较，公司工作人员
在减少用纸方面作出的持续努力，使我们
的贸易业务在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间
期的整体耗纸量绝对值及按年耗纸密集度
均有所下降。与基准比较，我们在二零一
三年的人均耗纸密集度减少了28%。耗纸
量绝对值于二零一四年减少乃主要由于纸
张消耗减少及利标品牌的分拆。 



层面A2：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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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资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注：  资源可用于生产、储存、运输、楼宇、电子设备等。 



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37 

一般披露 

气候变化及能源管理 
 
我们明白气候变化为集团业务带来重大挑战，
我们会继续加强认识气候变化带来的相关风险
及机遇，积极参与各个有关气候变化及环保建
筑事宜的咨询小组及讨论。在营运上，我们自
2008年起进行自愿碳审计，这些能源效益措施
已将我们管辖 物业的碳足印，由2010 起平均
降低11%。于2013年6月，我们共获香港环保
卓越计划颁发82张「减碳证书」，以表扬集团
物业于2012/13年度减少3% 以上的碳排放。我
们希望可将碳审计的范围逐步扩展至所有集团
管理的物业。我们的建筑物在运作时所使用的
能源，为我们对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来源。我
们继续采取行动， 透过投资建筑技术和能源效
率来减少相关影响，例如安装配置变频器的水
冷式空调 系统、优化电梯驱动器、水泵变频器
及节能照明。  

 我们投资在可再生能源设施上，在写字
楼、住宅及商场安装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
发电机，例如在观塘创纪之城及旺角新世
纪广场安装风力及太阳能发电系统，并为
停车场和顶层的照明系统供电。 

 为新都会广场及新世纪广场装置自动感应
冲水器及尿厕，当水通过内部涡轮时，可
产生电力，启动自动传感器，自动冲水。 

 在新落成的住宅项目（天玺）及写字楼
（九龙贸易中心、创纪之城六期、丝宝国
际大厦、国际金融中心及环球贸易广场）
安装低辐射玻璃幕墙，以减少建筑物所需
的空调负荷，尽用自然采光，令75%的楼
面可获自然日照。  



层面A2：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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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绩效指标 
A2.1： 按类型划分的直接及╱或间接能源（如电、气或油） 

总耗量（以千个千瓦时计算）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
位、每项设施计算）。 

A2.2：  总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
算）。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计划及所得成果。 

A2.4： 描述求取适用水源上可有任何问题，以及提升用水效
益计划及所得成果。 

A2.5： 制成品所用包装材料的总量（以吨计算）及（如适
用）每生产单位占量。 



层面A2：资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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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依赖能源营运？ 
− 能源的采购、效率，减少使用能源

的措施与结果 
 

公司主要依赖水来营运？ 
− 水的来源、用水效率，减少用水的

措施与结果 
 

公司的产品或转售的产品是否需要大量
的包装物？ 



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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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A2.2 



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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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42 

A2.3 



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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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我們的水主要來自市政供水。於報告年度，我們耗用合共44,714,942立方米的水。我
們鼓勵項目公司通過廠房內的污水處理設施處理並將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所有污水循
環再用，循環再用水相當於總用水量的82%。循環再用水是根據「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業用水水質(GB/T 19923-2005) 」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觀環境用水水質(GB/T 
18921-2002) 」標準循環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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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A2：资源使用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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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层面A3：环境及天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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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减低发行人对环境及天然资源造成重大影响的政策。 

关键绩效指标 

A3.1： 描述业务活动对环境及天然资源的重大影响及已
采取管理有关影响的行动。 



层面A3：环境及天然资源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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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排放 
 
利丰明白与气候变化和其结果相关的外在及财务挑战，将对我们全球业务和小区带来影
响。能源供应和气候变化已对我们行业的采购及交付货物和服务造成影响。我们会在采
购和资源消耗、材料采购和产品生产，以及运送产品给客户时考虑这些风险。 
 
我们承诺有责任地管理业务对环境的影响。我们的能源消耗、空气性质及全球温室气体
(GHG)排放是来自贸易业务内超过150个办公室和六家生产设施，以及拥有超过150间
配送中心及仓库的物流业务。我们所有的设施已设有消耗量和排放量监察系统。所有设
施的运作均须符合二零一四年相关的监管要求。 
 
我们的电力消耗指标及范围一和二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载于第95页的图表内。利丰于二零
一四年整体的环境表现数据，以及分别有关贸易及物流业务的环境数据亦有提供。我们
是根据国际标准和适用的国家及本地指引7与排放因素来计算温室气体排放量。范围一
包括公司车辆及锅炉的燃油消耗和冷却器制冷剂的排放量。范围二的排放量源于外购电
和加热与冷却天然气。 



主要范畴B：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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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是否曾有关于薪酬、解雇、多元化、平等机会等方面
的任何问题或投诉？ 
 

 公司如何留住优秀人才和确保组织内的知识管理？ 
 

 公司是否违反有关健康、安全和劳工标准的任何法律或法
规？ 
 

 公司是否有政策监控整个供应链的环境和社会影响？ 
 

 公司是否有重大的客户活动和客户资料收集政策？ 
 

 公司是否曾被指控贪污或是否因贪污而受到任何罚款或处
罚？ 
 



层面B1：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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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薪酬及解雇、招聘及晋升、工作时数、假
期、平等机会、多元化、反歧视以及其他待遇及
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 
的资料。 
 



层面B1：雇佣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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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员工保障、激励与关怀 
 
本集团积极响应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注重执行和落地，
持续完善员工薪酬福利待遇保障。包括足额缴纳各项法定社
会保险、享受法定节假日等福利、根据政府要求及企业实际
调整员工工资等。2014年，根据政府调升工资水平要求，本
集团认真贯彻执行，增加支出人工成本约人民币39百万元。
同时集团还采取多种措施推进减员增效，提升劳动生产率的
同时，稳步提升员工实际收入水平，2014年预计员工平均收
入同比增长约9%，员工的薪酬满意度有所提升。此外，为
骨干员工办理意外及医疗等补充商业保险，建立并扩展企业
年金缴纳主体及享受范围，提供并改善食堂管理、住宿服务
及员工关怀等福利。同时更加注重员工激励，实行月度考核
排名，通过「亮点表彰」，「红黄牌警示」等及时发现问
题，树立包装榜样；设置专项奖励大力支持技术创新、管理
创新及市场开拓，推进内部管理提升及团队绩效提升，为实
现企业与员工的双赢创造更多的机遇。进一步弘扬英雄文
化，组织开展忠良员工、阳光班组、优秀项目的评选和表
彰，选树标杆，实施对标学习与改善，给予发放各类先进奖
励金额共约人民币300万元。同时，积极争创荣誉，全年累
计荣获各级主管部门颁发的组织与个人奖项约30余项，进一
步提升了企业形象。 

党政工组织齐心协力，同抓共管，听员工所需，
想员工所想。打造透明畅通的微信交流平台，及
时发布包装新闻，架设起集团与子公司间的桥
梁；乐于分享身边的执行力案例，强化对标学习
的意识，身边的英雄着实鼓舞人心；注重实践、
讲求方法，在全集团内进一步推动员工关怀工作
切实落地，赢在执行。集团管理层领导带头，深
入基层，落实群众路线活动。如，前往子公司全
面督导安全工作，确保员工生产生活环境安全；
前往食堂、员工宿舍等考察员工衣食住行的保障
情况，设立食堂专项对标改善项目，加强内部管
理规范性，广泛听取员工意见和反馈，积极开展
改善和子公司间的交流。其中，杭州、镇江、上
海、昆山等子公司积极配合，在供餐种类多样
化、定置定位标准化、宣传公示规范化、食品安
全可追溯、监督反馈机制建立等方面共计完成改
善76项，大大提升了员工满意度。 



层面B2：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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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及保障雇员避免职业性危
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 
的资料。 
 

https://www.google.com.hk/url?url=https://www.moveoneinc.com/logistics/about-us/health-safety/&rct=j&frm=1&q=&esrc=s&sa=U&ved=0CCEQwW4wBmoVChMI5umq4PmvxwIVA0-OCh1vuAP1&usg=AFQjCNGydfMWnyNnjeBmW2g_J67HlJujUw


层面B2：健康与安全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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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B3：发展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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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提升雇员履行工作职责的知识及技能的政
策。描述培训活动。 
 
注：  培训指职业培训，可包括由雇主付费的内
外部课程。 
 



层面B3：发展及培训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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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层面B4： 劳工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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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防止童工或强制劳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 
的资料。 
 



层面B4： 劳工准则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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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层面B5：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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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管理供应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政策。 



层面B5：供应链管理  -  例子 

57 

一般披露 
我們的承擔—供應商 — 建立正確的業務夥伴關係 
 
我們是以服務為主的企業，因此供應鏈管理並非推動可持續
發展的主要範疇。然而，我們與承辦商和供應商的關係，令
我們可以透過另一途徑，為社會上的企業帶來正面的轉變。
我們亦要求供應商承諾持守重要的營商價值觀，以維護我們
的企業聲譽。 
 
我們有清晰的承辦商甄選政策，要求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能完
全符合我們為供應商制訂的可持續發展標準。這些標準涵蓋
道德、健康及安全、僱傭政策、人權相關議題，以及環保表
現等範疇。 
 
我們不會在違反人權方面具有高風險的環境下營運，在營運
的評估亦顯示我們無涉及任何與行使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
有關之風險。在現行的評估制度下，並無發現本行任何主要
供應商及承辦商，在僱用童工與強制勞動方面被確定為存有
重大風險。儘管如此，我們承諾在工作間保障人權，參照包
括列於《世界人權宣言》和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公佈之《僱
傭實務守則》等國際公認原則。我們已於《職員規則手冊》
內，列明我們的平等機會政策。 
 

供應商必須遵循我們制訂的道德行為守則─ ─《貨品與
服務供應商的道德及環境行為守則》（「守則」，內
文見：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本行所有供應商必須承諾會尊重其僱員或其所在地區
的個人人權，以及符合其經營業務之國家和社區的所
有相關法例、規例和指令。 
 
我們的供應商資格預審文件要求承辦商完成一份涵蓋
環保問題的評估問卷，作為投標甄選準則之一，內容
包括他們有否設立環境管理系統，以及是否已獲得
ISO14001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定期及經常與本行有業務往來的供應商，必須訂立明
確的管理程序，以確保他們能符合守則，並致力監督
和確保他們的供應鏈知悉和遵循守則的標準。 
 
我們的採購政策亦對營運和資本支出作內部監控，相
關政策涵蓋本行所有的購置及支出事宜。這項政策旨
在提升營運效益、釐清職責，以及符合「物有所值」
的要求，並確保整個採購程序高度透明。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http://www.hsbc.com/about-hsbc/procurement


层面B6： 产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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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广告、标
签及私隐事宜以及补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 
的资料。 
 



层面B6： 产品责任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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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层面B7: 反贪污 

60 

一般披露 
 
有关防止贿赂、勒索、欺诈及洗黑钱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 
的资料。 
 



层面B7: 反贪污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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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层面B8:  小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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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有关以小区参与来了解营运所在小区需要和确保
其业务活动会考虑小区利益的政策。 



层面B8:  小区投资  -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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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披露 



新指引实施日期 

将于2016 年1 月1 日或之后 
开始的会计期间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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