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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化為全球帶來的影響已迫在眉睫，2021年11月召開的

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2021 United Nations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簡稱COP26)便提醒世界各國，採取行動應對氣

候變化是刻不容緩。

各國的監管機構均關注國家層面的政策及規例如何有助市場

走向低碳和可持續未來。相對於巨額利潤、短期業績以及不

惜一切代價追求業務增長，現在全球投資者更加注重的是公

司企業的環境足跡、社會影響以及良好管治。

此外，很多企業也愈來愈重視顧及所有持份者的利益，也意

識到在業務發展的同時亦須關注保護周遭環境。

歡迎閱覽香港交易所《上市科通訊》第四期！我們為您帶來

塑造香港市場的最新趨勢和發展動向，及發行人和投資者最

關注的議題。

今期會特別為各位介紹我們為推動上述轉型所作的努力， 

特別聚焦即將面世的關於氣候信息披露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匯

報標準。今年稍後我們檢視ESG匯報框架時，也會包括這套 

標準。另外，聯交所今年1月推出了全新的SPAC上市框架，

今期亦會探討SPAC公司與低碳轉型的相關性。

希望今期的內容對大家有幫助。如有任何意見或對今後通訊

的內容有任何建議，請透過電郵向我們提出。

上市主管 

陳翊庭

mailto:listingnews%40hkex.com.hk?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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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里程碑/發展

要避免漂綠(greenwashing)阻礙全球步向低碳經濟轉型，有賴於高透明度和可靠的ESG信息披露。另外，發行人、投資者、 

交易所和監管機構之間的通力合作，對建立統一的ESG規則或分類法來管理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生態圈也起著關鍵作用。

氣候信息披露新標準

國際日益重視氣候信息披露

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ISSB)根據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的建議全新制定的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預計

將會要求發行人披露更具體兼可量化的氣候信息(例如對實體財務狀況/業績的影響；使用各項指標，包括溫室氣體(範疇三)排

放；情景分析)，以便增強類似數據的可比性。今年，聯交所將會檢視其ESG匯報框架，並特別關注當中有關氣候信息披露的部

分，務求令監管規定進一步配合TCFD的建議，反映ISSB的最新標準。

我們十分重視向在ESG或氣候相關議題上缺乏專業知識的公司提供市場教育。今年，我們將審視發行人實踐ESG的情況(重點審

視2020年7月後生效的變動)，並就可予改進的地方提出建議。我們將提供所需的指導、資源和支援，幫助各持份者加快ESG 

工作的進程，盡快開展氣候行動計劃。

1 金融穩定理事會設立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旨在改善及增加氣候相關財務資料的匯報。此工作小組的建議圍繞四個核心元素：管治、策略、風險
管理，以及指標和目標。

2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刊發的《有關發出可持續及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意見徵求稿的公告》。
3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在2020年5月成立，旨在協調金融業針對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措施應對，加快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政府的氣候

策略。
4  《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
5  《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
6 ESG Academy
7  《氣候信息披露指引》
8 實踐ESG

本地

香港交易所

國際 TCFD的建議1

ESG規定優化，加入主要
的TCFD元素(例如管治；
氣候風險考量)

推出ESG Academy6

並刊發《氣候信息披
露指引》7

建立「實踐ESG」8專頁，
鼓勵發行人互相參考良好
ESG做法

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IFRS)基金會公布
成立ISSB

ISSB刊發了氣候和一般可持續性
信息披露的意見徵求稿2。新的
ISSB標準預計於2022年底生效。

跨機構督導小組3公布
在2025年或之前強制
實施符合TCFD建議的
氣候相關信息披露

香港公布在2050年前
實現碳中和的目標4，
並刊發《香港氣候行
動藍圖2050》5

2017年 2020年 2021年 2022年7月 12月 10月 11月 1月 3月

https://www.ifrs.org/news-and-events/news/2022/03/issb-delivers-proposals-that-create-comprehensive-global-baseline-of-sustainability-disclosures/?utm_medium=email&utm_source=website-follows-alert&utm_campaign=immediate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95.html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110/08/P2021100800569.htm?fontSize=2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la=zh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ESG-in-Practice?sc_lang=zh-HK


4

上市科通訊 第四期  I  2022年6月

緊貼最新發展 

首先，公司應查看IFRS基金會刊發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的意見徵求稿(氣候標準)，再找出內部政策及常規中未達標之

處。這樣有助於規劃如何對現有基礎設施/系統進行升級/優化，以便日後根據新規定作出匯報。公司亦應定期向董事及

相關僱員提供培訓或簡介，讓他們了解最新規定。

事不宜遲   馬上行動

上市公司在準備披露新的氣候信息時該如何衡量緩急輕重，以下是一些參考建議：

9 氣候標準規定發行人須披露所需資料，讓讀者了解實體如何評估重大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管理層戰略和決策的影響，包括實體的轉型計劃。
10 氣候標準規定發行人須披露重大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實體的業務模式的影響(包括對其價值鏈的影響)，以及披露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上游及下游的 

排放，例如供應鏈每個環節的排放量)。

上下一心    採取行動 

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已不只是「錦上添花」，而是「不可或缺」，公司上下均須同心協力，積極行動：

• 董事會在制定戰略及作出決策時應一併考慮氣候方面的風險及機遇，並跟進所訂目標的達標進度。

• 財務與可持續發展團隊應緊密合作。財務團隊可專注於數據及財務影響評估方面，而可持續發展團隊則負責基礎設施

規劃及證據查驗。

• 傳訊/公共關係團隊應協助將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目標與公共事務目標接軌，以便持份者了解及評估公司應對氣候變化

所採取的行動。

淨零計劃 

為配合政府的碳中和目標及《香港氣候行動計劃》，公司應開始考慮採用(並披露9)可減少碳排放和控制氣候相關風險的

基礎設施及/或技術。 

價值鏈的角色同樣重要 

持份者除了關注公司本身的業務經營，也會留意氣候風險對公司價值鏈的影響和可帶來的機遇10。如果價值鏈的其他環

節沒有相應配合，公司也無法成功轉型。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issb-exposure-draft-2022-2-climate-related-disclosu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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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看溫室氣體排放 

目前香港上市發行人須按「不遵守就解釋」原則在其ESG報告中披露範圍1和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11。由於ISSB的氣候標準預計

會要求匯報範圍1、2和3的排放量，目前尚未匯報範圍1和2信息的發行人，現在便應準備披露更多這方面的氣候信息。

溫室氣體排放分為以下三個範圍：

11  《主板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關鍵績效指標A1.2/《GEM上市規則》附錄二十關鍵績效指標A1.2。
12 包括港燈、中電及煤氣公司。
13 中國內地的發行人可參考中國生態環境部公布的全國排放系數。
14 該15個類別為：1. 購買的產品和服務；2. 資本產品；3. 與燃料和能源有關的活動(未包括在範圍1或2中者)；4. 上游的運輸和配送；5. 營運中產生的廢物； 

6. 商務旅行；7. 員工通勤；8. 上游租賃資產； 9. 下游的運輸和配送； 10.售出產品的加工；11. 售出產品的使用；12. 售出產品的最終處理；13. 下游租賃 
資產；14. 特許經營；15. 投資。

排放系數是計算範圍2排放量的要素之一。發行人可參閱相關電力/公用事業公司的最新可持續發展報告，了解適用於香港業務

的排放系數12。如發行人在香港以外地區也有業務，應採用相關國家/地區的排放系數13。發行人也可以聯絡其能源供應商以取

得相關排放系數。

範圍3排放關乎公司價值鏈中間接產生的所有排放，因此《溫室氣體核算體系》將相關活動分為15個類別(如上圖所示)14， 

以便量度並管理相關排放。《溫室氣體核算體系指南》提供了不同的計算方法，公司可按其活動的排放量、公司業務目標、數

據供應及質量等標準自行選擇。發行人計算範圍3的排放量時，使用原始數據(由特定活動的供應商直接提供的數據)或二級數據

(來自公共資料來源的行業平均數據、財務數據或通用數據)。原始數據可透過問卷調查或其他渠道從供應商收集得來，而二級

數據可從國際認可的數據庫中獲得，或由政府提供或經同業評審。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詳情(包括匯報內容及方式、計算工具和排放系數資料)，可參閱： 

(i) 聯交所刊發的《如何準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 附錄二：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及 

(ii) 《溫室氣體核算體系指南》(僅供英文版)。

資料來源：《溫室氣體盤核算體系》

內部消耗的電力、蒸氣、
熱能及冷凍

作出匯報之公司

公司擁有的大樓

公司擁有的車輛

購買的產品
和服務

上游及下游活動

資本產品 與燃料和能源
有關的活動

運輸和配送 營運中產生
的廢物

投資 特許經營租賃資產售出產品的
最終處理

售出產品
的使用

HFCs PFCs SF6CO2 CH4 N2O

範圍1排放量 —
直接 由公司擁有或控制的源頭/業務

(例如公司擁有的車輛)直接產生的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2排放量 —
間接 公司內部消耗(購回來的或取得的)

電力、熱能、冷凍及蒸氣所間接引致的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3排放量 — 
間接 公司的價值鏈內發生而屬範圍2以外

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括上游及下游

的排放。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app2_envirokpis_c.pdf
https://ghgprotocol.org/sites/default/files/standards/Scope3_Calculation_Guidance_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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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SPAC？ 

SPAC是一種通過首次公開招股(IPO)籌集資金的空殼公司，

目的是在上市後的預定時間(通常為兩年)內收購正在營運的

公司。除IPO所得款項及應付開支所需資金外，SPAC並無營

運業務或資產。

香港交易所今年1月推出新的上市制度，有富經驗及良好聲譽

的SPAC發起人15、可以物色優質的SPAC併購目標16的SPAC可

以申請在香港上市。截至今期通訊的日期，我們已收到12宗

的SPAC上市申請，其中兩家已分別於2022年3月及6月上市。

SPACs與ESG

15 SPAC的發起人具有《上市規則》第18B.10及18B.11條的涵義。 
16 SPAC併購目標指SPAC併購交易的目標公司(《上市規則》第18B.01條)。 
17 SPAC併購交易指SPAC收購SPAC併購目標或與之進行業務合併，而最終促成繼承公司(SPAC併購交易完成後產生的上市發行人)上市(《上市規則》第18B.01條)。 

專注於ESG的SPAC

國際上專注於ESG的SPAC及SPAC併購交易17數量亦明顯激

增。近年的SPAC紛紛從環保技術、運輸、工業、水務及能源

等行業物色SPAC併購目標，預計這個趨勢將會持續下去。

香港(10家現正處理的SPAC上市申請中)三家SPAC申請人以

及其中一家已上市的SPAC均擬從氣候行動、綠色能源及綠色

科技等行業物色其SPAC併購目標。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2/104187/2022013101609_c.htm
https://www1.hkexnews.hk/listedco/listconews/sehk/2022/0314/2022031400008_c.pdf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2/104351/2022040801621_c.htm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2/104351/2022040801621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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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業務最新發展

GSS債券上市

除了支持各種ESG相關舉措，我們亦為綠色、社會及可持續

發展債券(包括綠色債券、轉型債券、可持續發展掛鈎債券)

(GSS債券)提供上市平台。2021年，在聯交所上市的GSS債

券數目激增，全年共有95隻GSS債券新上市，較2020年增加

超過五倍，集資金額亦達到破紀錄的2,816億港元。具規模的

發行人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深圳市政府、馬來西亞政

府(透過一家全資特殊目的公司)、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

有關上市債券的發行規模、上市宗數及債券類型等進一步詳

情可參閱下圖。目前，這些GSS債券全部是根據《上市規則》

第三十七章上市，並僅向專業投資者發售。《上市規則》並

無為GSS債券特設規定，適用於GSS債券的《上市規則》規定

跟所有其他債券一樣18。

GSS債券上市及發行(十億港元)

18 根據上市文件的資料。

上市GSS債券類型

85%

4%
1%

6%
1%1% 2%

綠色

轉型

藍色

可持續發展

社會

新冠肺炎

可持續掛鈎



8

上市科通訊 第四期  I  2022年6月

提升市場質素的其他發展工作包括：

市場質素

• 修訂《企業管治守則》及相關《上市規則》條文，以進

一步提升香港上市發行人的企業標準，尤其是在企業

文化、董事獨立性及多元化方面。

• 刊發《氣候信息披露指引》後，推出新的多元化資料庫

「聚焦董事會多元化及包容性」，及在ESG Academy

加入「實踐ESG」一欄。 

• 刊發《2021年上市委員會報告》，提供聯交所上市委員

會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的工作報告，當中載列

上市委員會計劃在2022年及以後審理的政策議程。

• 統一主板及GEM網站，以統一企業品牌及優化技術基

礎設施。

市場發展

• 建立了香港的SPAC上市框架，在有適當保障下為發行

人及投資者提供更多元化的選擇。

• 優化和簡化《上市規則》有關海外發行人上市制度的條

文，在不損害香港股東利益下，提高海外上市發行人

在港上市的機會。

• 有見愈來愈多發行人採納股份獎勵計劃，我們建議 

擴大《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的適用範圍，使之亦涵蓋這

些計劃。

• 刊發介紹《上市規則》相應修訂的資料文件，以反映證

監會《操守準則》19內有關參與簿記建檔及配售活動的

發行人及中介人的新操守規定以及相關常問問題。

《上市規則》培訓

我們亦製作了一系列的《上市規則》網上課程，為上市公司

的董事、管理層及合規人員以及市場從業員及專業人士提

供相關培訓，內容涵蓋短暫停牌、持續責任、須予公布的交

易、關連交易、股本集資規則以及公司行動涉及的交易安排

等主題。詳情請參閱我們的網站。

19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持牌人或註冊人操守準則》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1-Review-of-CG-Code-and-LR/Conclusions-(Dec-2021)/cp202104cc_c.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
https://www.hkex.com.hk/chi/BoardDiversity/index_c.htm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ESG-in-Practice?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How-We-Regulate/Listing-Committee/Listing-Committee-Report/AnnualRpt_2021dec_c.pdf
https://www.hkex.com.hk/?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September-2021-Special-Purpose-Acquisition-Co/Conclusions-(Dec-2021)/cp202109cc_c.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March-2021-Listing-Regime/Conclusions-(Nov-2021)/cp202103cc_c.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1-Share-Schemes/Consultation-Paper/cp202110_c.pdf?la=en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Update_137_Attachment1.pdf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FAQ_077-2022_c.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Listed-Issuers/e-Learning?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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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動態

上市發行人的購股權計劃

有關建議的諮詢期已於2021年12月31日結束，我們現正審閱所收到的回應，感謝市場提供意見。我們擬於今年稍後刊發諮詢 

總結。

檢討結構性產品制度

上市結構性產品市場是現貨市場的重要一環，其平均每日成交額201億港元佔2021年現貨市場成交量的12%。由於現行的 

結構性產品制度對上一次的檢討已經是十多年前(2006年)，上市科現正檢討《主板上市規則》第十五A章，以更新當中條文並

確保緊貼市場發展。有關改動或會包括提升上市標準、利便產品發行及建立更兼容並蓄的制度促進新產品開發。我們擬於今年

稍後時間刊發市場諮詢文件。

聯繫方式 

如有任何查詢或意見，歡迎電郵至 listingnews@hkex.com.hk 。

免責聲明
香港交易所及/或其附屬公司竭力確保本文件所提供的資料準確可靠，但不保證該等資料絕對正確可靠，對於任何因資料不確或遺漏又或因根據或倚賴本文件所載資
料所作決定、行動或不行動而引致的損失或損害，香港交易所及/或其附屬公司概不負責(不論是民事侵權行為責任或合約責任或其他)。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October-2021-Share-Schemes/Consultation-Paper/cp202110_c.pdf?la=en
mailto:listingnews%40hkex.com.hk?subj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