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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中小企可持續發展
藉獎項分享經驗砥礪互進

可持續發展融入日常運作
公司上下響應利長遠發展

   近 年 全 球 對 可 持 續 發 展 的 關 注 逐 漸 增
加，商界積極思考如何在環境、社會以至
公司管治上加入可持續發展元素，促進企
業及社會發展。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下稱
HKMA）今年首次舉辦香港可持續發展獎，
藉此鼓勵企業推動可持續發展。

作為首屆「香港可持續發展獎」籌委會委員，
富士施樂（香港）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許之豐坦
言，有部分本港企業是推動可持續發展的先驅，
但有不少企業仍處於起步階段，還有許多進步空
間。他期望「香港可持續發展獎」不僅能夠吸引
更多企業關注，亦能藉此平台互相學習及進步，
推動本港可持續發展。

魏

華星是今屆香港可持續發展獎籌委會
成員之一，作為香港社會創投基金創
辦人及行政總裁，魏華星對商界及社
企均有深入了解，他留意到全球的商家正思考
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商界開始關注可持續發
展的議題，但具體如何實行，企業間各有不
同，我們希望透過獎項讓企業分享在可持續發
展的經驗。」

「提

及可持續發展，許多人往往誤
以為它只與環境保護有關，事
實上要兼顧社會、經濟及環境3
大範疇。」許之豐指出，可持續發展應融入企
業的日常運作，並視之為企業的長遠目標。

高科技助兼顧客戶及社會需求

提升企業形象 有助吸納人才
魏華星又指，企業推動可持續發展有不少好
處，其中一項是提升企業形象。他指出有不少
跨國企業也在可持續發展上做了很多工作，除
捐錢外，更身體力行，這對企業形象有正面影
響，「我聽過有員工及畢業生求職時會考慮公
司的定位及形象，如果一家企業經常被人指摘
破壞環境或保護環境不力，相信會令不少求職
者卻步。」他又表示，商界現時更多關心社會
問題，亦希望能出一分力，而可持續發展正好
符合他們的期望。
   談到現時香港的公司或機構在推動可持續
發展的表現，魏華星認為不錯，但不少仍在摸
索階段，期望未來可以做得更好。至於具體建
議，他認為企業推動可持續發展時可分為「對
內」及「對外」兩方面。對內方面，舉例說，
企業只要在內部善待員工，其實已是可持續發
展的一個方向，「如果員工每天也可以開心地
回家，晚上不用時常看手機留意工作群組的
動態，這家企業可能已讓近百個家庭得到快
樂。」他又表示，企業亦可從人力資源政策入
手，務求令每名員工也在工作上找到意義。
   對外方面，魏華星建議企業亦可因應業務
而推出不同的產品或服務，讓經濟能力較低的
人士受惠，既可為公司開拓新市場，同時回饋

 魏
 華星表示獎項可望提供平台，讓企業可分享在可
持續發展的經驗。

社會。他以銀髮市場為例，現時香港的人口老
化問題嚴重，開拓銀髮市場除可令公司獲益
外，亦能惠及老人家。

逐步推行 實踐事半功倍
不過，實踐可持續發展對部分企業來說是
知易行難，即使管理層想推動，但前員工卻
未必理解，更可能加重他們的工作量，引起反
彈。魏華星建議企業可以先讓有意嘗試新事物
的員工推動，待他們有了相關經驗後，再向其
他同事推廣開去，相信會令企業更易推動。
今屆香港可持續發展獎為HKMA首次舉辦，
魏華星坦言未必所有企業也認識可持續發展的
好處及推動方式，因此希望透過獎項，將參加
者的經驗與其他企業分享。他又指HKMA為獎
項花多了很多時間籌備，並進行了不少資料搜
集，期望企業不吝嗇分享自己的經驗，從中互
相學習及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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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合作夥伴參與共創多贏
   不僅如此，由傳統的影印行業發展至今集
文件管理服務及解決方案為一身的領先資訊及
通訊技術供應商，富士施樂致力於將公司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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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
 之豐認為企業應結合自身業務及優勢，因地制宜
定立可持續發展政策。

持續發展理念傳達予不同的合作夥伴及客戶。
「例如我們積極推動供應商加入環保行列，在
採購、銷售及物流等不同環節中減少對環境產
生的影響；而面對客戶，我們將環保及可持續
發展的概念融入服務與解決方案中，令客戶能
夠與我們共同節省能源和資源，達至資源善用
的多贏局面。」
   綜觀本港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工作，許之豐
認為不同公司之間雖然一定會有差距，但不論
大小企業，都能夠憑藉自身優勢開展相關工
作。「最重要是管理層的決心與恆心。」他相
信「香港可持續發展獎」能夠為企業提供參考
標準，參加者更能透過彼此間的交流共同學習
與進步。「可持續發展並非單一企業的責任，
希望更多企業能夠攜手為香港打造更好的生態
圈。」

最後召集

所有公營或私營機構均合資格參賽。
1. 私營機構：根據《商業登記條例》（第310章）登記或根據《公司條例》（第
622章）或在《公司條例》（第622章）生效日期前以《前身條例》（即舊
《公司條例》（第32章））註冊的機構。
2. 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包括教育機構、醫療機構、慈善機構、社
會服務機構、社會企業、法定團體、商會及專業團體。
3. 政府政策局/政府部門

黎韋詩

嘉柏環球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獎項組別

評審委員會成員名單
李國本博士 （主席）

   早在1992年，富士施樂日本總公司便定
立「優秀企業」的經營理念——強大、友好及
有趣。「透過強大而高效的智慧科技方案，加
上應用國際認證標準如ISO 27001資訊安全管
理系統及ISO 22301管理—營運持續管理系
統認證等，使企業能有效地管理及財政可持續
性。以使我們能夠在滿足客戶需要的同時，顧
及社會和環境的發展。」許之豐透露，富士施
樂（香港）亦已根據ISO 14001及ISO 50001
標準建立及推行環境及能源管理體系，並每年
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投放資源將
倉庫改建成為本地回收再生中心，運送舊廢產
品至泰國富士施樂生態製造中心處理，至今
的總回收量達9,500公噸，回收率高達99%以
上。」
   他強調，可持續發展不僅是企業的目標，
更是企業的文化，既需要管理層的帶領與支
持，亦需要公司內部員工的積極參與。「改善
辦公室環境、組織員工參與康體或慈善活動及
推動關懷員工的政策，均能增強員工對公司的
認同感，有利公司的長遠發展。」

參賽資格

籌委會成員名單
金門建築有限公司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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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陳琦

根據其轄下所管理之員工人數（包括本港及海外）釐定參賽組別︰
1. 大機構組別（管轄超過500名員工的機構）
2. 中機構組別（管轄101-500名員工的機構）
3. 小機構組別（管轄100名員工或以下的機構）

何婉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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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
校園規劃及可持續發展處處長

吳芷茵博士
中電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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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余雪奕

頒發獎項及嘉許

社商賢匯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黃家琪

渣打銀行
香港公共事務處可持續發展主管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將頒予在各個可持續發展的範疇均表現傑出的機構。
卓越獎將頒予：
1. 大機構：在評審標準中可持續發展的三大元素（即經濟、社會、環境範疇）
展現承諾；
2. 中機構：在評審標準中可持續發展的三大元素（即經濟、社會、環境範疇）
之最少兩項展現承諾
3. 小機構：在評審標準中可持續發展的三大元素（即經濟、社會、環境範疇）
之最少一項展現承諾

吳柏年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
合夥人

參賽重要事項
最後評審︰2017年4月
頒獎典禮暨觀摩大會︰2017年7月10日

優秀可持續發展措施獎 將頒予推行優秀的可持續發展措施的機構。
最具創意獎 將頒予推行具創意的可持續發展措施的機構。

大會贊助

贊助

支持機構
Pantone 287C

Pantone 423C

評審準則
一、管理層的承諾與持份者的參與度  
(15%)
   1 管理層的承諾
   2 持份者參與度
二、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元素
甲、經濟範疇（25%）
   1 財政可持續性
   2 企業管治
   3 風險與危機管理
   4 商業誠信
乙、社會範疇（25%）
   1 社區投資
   2 以人為本
丙、環境範疇（25%）
   1 環境管理政策與系統
   2 環境管理措施與實行
三、可 持續發展措施對業務/機構表
現或社會帶來的影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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