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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贊助

太古地產

太古地產致力於發展及管理商業、零售、酒店及住宅物業，發展策略集中於發展綜合物業項目。公司在香港的投資物
業組合包括太古坊、太古城中心及太古廣場。除香港以外，太古地產於中國內地、美國、新加坡、印尼及越南亦有投
資。

可持續發展是太古地產經營理念和企業文化的核心。為進一步鞏固對可持續發展
的承諾，公司制定了 2030 可持續發展願景，目標是到 2030 年成為可持續發展表
現領先全球同業的發展商。為實現這個願景，公司訂立了 2030 可持續發展策略來
審視和管理公司對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影響，並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營運的各
個層面。

太古地產的可持續發展工作在國際、區內和本地備受肯定，並於多項國際可持續
發展標準及指數位列前茅，包括：

•	 唯一一家連續四年獲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的香港企業，位列全球地
產業界表現最佳的首 5%

•	 全球房地產可持續標準		(GRESB)	評選為「全球業界領導者」
•	 連續三年蟬聯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首位，在 530 多家接受評估的公司中，

獲得最高可持續發展評級「AAA」



首席贊助

衞安有限公司

衞安自 1977 年在香港成立以來，一直走在行業前端，致力創新，在保安物流、人力安防、電子保安三個核心業務領
域積極創新，服務企業、個人及社會各界，保障人身和財產安全之餘，對可持續發展亦不遺餘力，成為保安業的領先
企業。旗下分佈澳門、泰國和澳洲的附屬機構，亦緊守集團的使命，以高水準的服務被公認為當地的保安業翹楚。

衞安本著「以前瞻視野洞察不斷演變的社會需要，致力創新，強化保安，用心關懷」之理念和宗旨，在護老、機械人、
智慧城市和物聯網等有利於建造美好未來的重點範疇，精益求精，開發有創意亦可持續發展的創新科技方案。除利用
人臉識別和物聯網感應器等科技打造智慧長者護理方案，保障長者安全，亦採用機械人工具執行環境消毒、清潔、量
度體溫、送遞等工作，減少對人類構成風險；並引入物聯網感應器打造智能清潔方案，為群眾營造衛生環境。衞安善
用科技，支持社會發展的藍圖，為各持份者的營運和業務增值。

衞安以創新並可持續發展的科技工具，在核心業務範疇提供優質服務，最有效地運用能源及地球資源，忠於使命，保
障社區安全，全面履行對客戶，員工及自然環境的承諾。



大會贊助

嘉栢環球有限公司

只要全面掌握資訊的創建、處理、保存和銷毀，每一間企業也可以藉此提升他們的業績。

嘉栢文件管理透過安全的儲存、主動的管理和及時智能化的資料資產分發，讓您的“企業資訊”發揮最大的成本效益。

嘉栢文件管理團隊的專家遍佈全球各地，同時亦提供數據諮詢服務，支援不同企業應對由於日益增多的公司數據量帶
來的風險、法規及其他實際問題。

我們新一代的設施在保安、安全及工作流程效率方面設定了最高標準。我們在 40 個國家提供紙本及電子文件的安全
存取，以及各種掃描解決方案、媒體管理和安全銷毀。

我們擁有豐富的跨行業工作經驗，包括金融服務、醫療保健、法律、生產和製藥業，並服務於許多公共部門組織。嘉
栢文件管理為企業注入“記憶的力量”。

我們在全球 174 個地區設有辦事處，在提供服務的同時要對當地社區及環境負責。嘉栢對客戶的承諾配有誠懇、廣
泛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支援健康、教育及福利項目。我們亦會持續努力改善我們所有營運的環保表現。

嘉栢文件管理是嘉栢環球集團的一部分。嘉栢環球集團成立於 1965 年，總部位於香港。集團內的其他部門包括嘉栢
搬遷、嘉栢安居咨詢、嘉栢珍品、嘉栢物流、Crown Workspace 和嘉栢酒窖，為全球客戶提供優質及完善的專業支
援服務。

恒生銀行

恒生銀行植根香港，本着「以人為本」的信念，一直致力為香港建設更繁榮及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年輕人是可持續發
展的關鍵，幫助他們裝備自己不但使社區保持活力，更為社會及環境締造長久而正面的改變。因此，我們着重激勵香
港的青年人，培養他們的知識、技能，建立他們的自信。恒生同時承諾服務廣大社群，我們的社區投資分為以下四大
支柱﹕培養年輕人未來所需技能以提升就業能力、增加理財知識及推廣可持續融資、關注氣候變化以及關懷社會。於
2019 年，我們投放約港幣 3,300 萬元於本地社區發展，令過去十年的總額達港幣 2.82 億元。

在疫情期間，恒生銀行除了確保客戶及員工的安全和健康，我們亦迅速回應社會需要，為香港中小企及個人銀行客戶
提供多項紓緩措施。此外恒生明白在疫情下，全港學校停課或以網上方式學習，對於基層學生及其家庭而言可謂困難
重重，恒生捐贈合共港幣 1,000 萬元推出「友伴童恒」學童支援計劃，提供功課輔導、情緒支援和日托服務，讓超過
3,500 名因停課而受影響之學生及家庭受惠。計劃亦增聘超過 350 名年輕人擔任導師，為青年提供工作機會。



大會贊助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 煤氣公司 ) 於 1862 年成立，是香港歷史最悠久的公用事業機構，亦是本港規模最大的能源
供應商之一，企業管理和營運均達到世界級水平。過去 150 多年來，煤氣公司與時並進，與香港一起成長，由初期
供應煤氣用於燃點街燈，發展到今天在大中華能源行業領先同儕。

煤氣公司的成功全賴多年來建立的超卓聲譽，贏得香港市民的信任。目前，公司為逾 190 萬客戶供應煤氣。以及提
供多元化的煤氣爐具和應用方案，以切合客戶不同的需要。近年，公司更致力拓展電訊、樓宇建設工程、新興能源開
發及應用等項目，使業務更趨多元化。

煤氣公司於 1994 年開展中國內地的燃氣項目。目前，公司在內地共有逾 260 個項目，包括城市管道燃氣項目、上、
中游項目、自來水供應與污水處理、天然氣加氣站及新興環保能源項目等，業務遍布全國26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

煤氣公司以可持續發展為業務核心，涵蓋每個營運層面，作出任何決定前均周詳考慮對環境、社會和經濟的影響。我
們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公司願景，以創新和環保為本，致力發展成為亞洲地區清潔能源供應及優質服務之領先企業。

香港賽馬會

香港賽馬會（「馬會」）成立於1884年，是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的世界級賽馬機構。馬會透過其結合賽馬及馬場娛樂、
會員會所、有節制體育博彩及獎券，以及慈善及社區貢獻的獨特綜合營運模式，創造經濟及社會價值，並協助政府打
擊非法賭博。
	
馬會致力建設綠色未來，透過減少碳足跡、善用資源，以及與一眾社區夥伴攜手合作，冀能提升業務表現，為推動環
保、建設可持續發展的社會作出貢獻。

馬會主要透過慈善信託基金撥款，支持可持續發展項目，其中包括基金於 2018 年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成立香港可持
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通過不同範疇的項目，協助實踐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馬會位列全球十大慈善捐助機構，
未來會繼續透過推動創新及多方協作，應對環境挑戰、保護環境和推動綠色生活。



大會贊助

港鐵公司

港鐵公司於 1975 年成立，在安全、可靠程度、顧客服務和成本效益方面表現卓越，被公認為全球首屈一指的鐵路系
統。港鐵植根香港，營運的鐵路網絡總長 262.6 公里，周日乘客量超過 550 萬，在專營公共交通工具市場的佔有率接
近五成。自 2007 年起，港鐵公司一直在中國內地、澳門、英國、瑞典及澳洲拓展鐵路業務組合。此外，港鐵公司在
世界各地參與鐵路建造項目，以及提供顧問及承包服務。港鐵公司運用在鐵路方面的專業知識，參與發展與鐵路相關
的住宅及商業物業項目，並提供物業管理、商場租賃及管理、車廂及車站內的廣告媒體和電訊服務。

港鐵公司的鐵路及物業服務與市民的生活和業務所在的社區息息相關。在可持續的財務模式基礎上，港鐵公司致力以
安全並負責任的方式營運各種業務，並積極在業務所在的社區作出貢獻。港鐵公司的業務覆蓋廣泛，接觸到社區不同
角落。我們致力透過善用公司的網絡、技能和資源，連繫、發展及支持社區的蓬勃發展。 

如欲進一步了解港鐵公司，請瀏覽 www.mtr.com.hk。

信和集團

信和集團為香港主要地產發展商之一，由 3 家上市公司及黃氏家族私人控股公司組成，3 家上市公司分別為信和置業
有限公司（港交所：083）、 尖沙咀置業集團有限公司（港交所：0247）及信和酒店（集團）有限公司（港交所：
1221）。

集團核心業務包括發展住宅、寫字樓、工廈及商場作銷售和投資。集團於香港發展多項物業，此外，業務遍及中國內
地、新加坡及澳洲。集團的發展項目逾 250 個，按可建樓面計，面積逾 8,460 萬平方呎。集團亦從事酒店投資及管理、
會所管理、物業管理、停車場管理，以及環境衛生及保安服務等，確保顧客能享受全方位的「信和體驗」。

信和集團聘用逾 1 萬名僱員，以「建構更美好生活」為目標，透過綠色生活、創新構思、心繫社區各範疇，建構宜居、
宜作、宜樂的社區。

可持續發展是集團業務不可或缺的一環。集團致力建設環保建築，從建築規劃、綠色物業管理、環保教育以及研發創
新綠色意念，為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信和置業有限公司自 2012 年 9 月起納入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成份股。

www.sino.com



致力推動環境保護，一切業務從環保出發。

早於1970年代初，煤氣公司已成為環保先鋒，開始採用清潔、環保的石腦油生產煤氣。為進一步改善環境，

我們於 2006 年引進天然氣，與石腦油並用作生產原料，大大減低溫室氣體的排放。同時，我們採用沼氣作

為本地生產燃料，積極推廣再生能源的應用。展望未來，煤氣公司會繼續開發綠色能源，不斷拓展環保業務，

竭力為下一代締造更低碳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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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wer of memory
crownrms.com

誰能更好地
照顧你的文件

•	靈活存取檔案
•	高度安全及保密
•	專業客戶管理團隊
•	ISO國際標準驗證	
•	網絡遍及全球

聯繫我們
2636 8460

嘉栢文件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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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GAS
GO GREEN

We conduct our business with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in mind – 
for a greener future,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s.

As Hong Kong’s oldest energy utility, our pioneering green initiatives date as far back as the early 
70s, when we began using naphtha rather than heavy oil and coal to produce town gas. In 2006, 
we took another significant step forward, when we introduced natural gas as a feedstock in 
addition to naphtha. To foster the use of renewable energy, we have also added landfill gas to our 
energy mix for local gas production. Looking forward, we are committed to the ongoing exploration 
and supply of clean energy to ensure a green and sustainable future for our young people and the 
generations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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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

鋁遊家有限公司

鋁遊家有限公司是全球領先的組裝合成建築科技公司，主營高端鋁合金裝配式建築的研發、設計、製造和銷售。公司
創立於 2014 年，總部位於香港，生產基地位於廣東省肇慶高新區內，占地面積約 6.5 平方公里，可提供鋁型材及鋁
合金組合屋的一站式生產製造服務。2018 年，我司成功通過屋宇署預先准入批核許可，成為香港首批「組裝合成」
建築法供應商。

鋁遊家能為旅遊、零售、住宅、商業、公用事業等不同行業，提供建築空間解決方案，例如旅遊度假屋、酒店公寓、
現場辦公室、學生宿舍、長者屋、過渡性房屋、零售商店、醫療檢疫設施等。

時至今日，鋁遊家的業務已遍及中國、美國、澳洲、馬來西亞、港澳臺等國家和地區。我們致力於研發創新的建築材
料和技術，推進智慧城市的可持續發展，為新一代提供一種更高效、更美好、更環保的生活方式。

香港區域供冷有限公司

香港區域供冷有限公司（HKDC）專門從事能源管理和關鍵任務設施的運營和管理，包括啟德區域供冷系統，香港科
技園區域供冷系統和數據中心。它是威立雅環境集團的全資子公司。

威立雅環境集團於巴黎泛歐證券交易所上市，是資源管理的先驅。集團為市政機構和工業客戶設計並提供水務、廢物
和能源管理解決方案，為社區和工業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威立雅的使命是提供有效的資源管理系統和解決方案，
促進回收、重用和補充寶貴的資源，或將其轉化為新的材料或能源。

作為能源專家，威立雅設計和管理能源管理設施和解決方案，著重供應能源的同時，降低能源消耗和生產能源的成本。
威立雅亦管理蒸汽生產、供暖、通風、製冷、空調、壓縮空氣和電力網絡等項目。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Hactl)

香港空運貨站乃香港最具規模之航空貨運站營運商。其「超級一號貨站」為全球最大之單一多層式航空貨運站，處貨
量每年可達 350 萬公噸。自 1976 年營運以來，香港空運貨站對香港成為全球最繁忙的空運樞紐作出了莫大貢獻。香
港空運貨站更為香港首批通過 WHO 藥品運輸良好分銷規範認證及 IATA	CEIV 活體動物、丶鮮活貨物及醫藥品冷鏈運
輸認證的機構。香港空運貨站憑著 2,400 名經驗豐富的專業員工、其屢獲殊榮的貨物管理系統 COSAC-Plus 及完善
的處貨設施，成為全球超過 100 家航空公司和 1,000 家貨運代理的最佳地勤合作夥伴。Hactl 亦透過其全資附屬公司
香港空運服務有限公司（Hacis）提供全面綜合物流方案，其「超級中國幹線」封關跨境貨車服務無縫連接中港兩地。
香港空運貨站不從屬任何一家航空公司，是香港唯一獨立空運貨站營運商，其中立地位促使貨站為各航空公司客戶提
供卓越可靠的處貨服務。

贊助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香港電訊是香港首屈一指的電訊服務供應商及領先的創新者，透過固網、寬頻、流動通訊及媒體娛樂服務，提供獨特
的「四網合一」體驗。香港電訊提供廣泛的服務，滿足全港市民、本地及國際商界的需要，包括本地電話、本地數據
及寬頻、國際電訊、流動通訊、媒體娛樂、企業方案，以及客戶器材銷售、外判服務、顧問服務及客戶聯絡中心等其
他電訊服務。

香港電訊是全港首家推出真正 5G 網絡的本地流動通訊營運商，其 5G 網絡以橫跨各頻帶的大量 5G 頻譜為基礎，並
配合旗下穩健和無遠弗屆的光纖回程網絡，致力在香港提供全面的 5G覆蓋。

香港電訊提供的端對端整合方案，結合 5G、雲端運算、物聯網及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為企業加快數碼轉型，推動香
港邁向數碼城市。

香港電訊並發揮旗下龐大的長期客戶基礎所帶來的優勢，建立了一個數碼生態圈，將集團的會員計劃、電子商務、旅
遊、保險、金融科技及健康科技等服務結合，深化香港電訊與客戶的關係，有效留住客戶並加強雙方互動。



贊助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港燈自1890	年開始為香港供電。百多年來，	一直為香港島及南丫島客戶提供安全、高度可靠而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
港燈供電的可靠度，自 1997	年至今一直維持於 99.999% 以上的世界級水平。

港燈在香港經營發電、輸配電、供電及客戶服務，並受與香港特區政府簽訂的「管制計劃協議」所規管。公司一直採
用審慎的投資策略與最適切的技術，協助推動香港的經濟發展及確保市民享受優質生活，同時致力減低發電過程中的
排放，包括增加使用天然氣發電以達至持續減排目標，締造更綠色的香港。

捷成集團

捷成集團以建設及投資優質品牌見長，為大中華地區擁有多元化需求的消費者帶來前沿的產品、服務、體驗。

歷經 125 年商海沉浮，我們始終相信長期的策略性投資可造就前所未有的機遇。

集團的發展理念引領我們把握先機。而捷成的家族式控股結構亦令我們得以著眼於長遠發展。

1906 年，我們帶來藍妹啤酒。該品牌迄今仍是香港歷史最悠久、最具代表性的飲料品牌之一。得益於與百威集團的
合作，藍妹如今在中國內地擁有廣闊的市場，屢創高峰。

當保時捷在亞洲仍不為人所熟悉時，我們已確信它將大放異彩。1955 年捷成集團率先在香港引進保時捷。2001 年，
又把保時捷首次引進中國內地。目前我們已發展成保時捷全球最大的經銷商集團之一。

捷成一直與世界著名品牌並肩前行，支持品牌盡展潛能。受此啟發我們於 2017 年成立捷成資本，專注股權投資。捷
成資本運用公司的自有資金，投資具潛力的品牌，並憑藉集團對中國市場的深刻解讀，以及各個業務領域的豐富資源，
引領品牌成長。

我們的日常商業運作時刻體現著承諾、關愛、以人為本的原則。而捷成與新舊合作夥伴的良好關係則足證誠信、卓越、
創新這些特質始終歷久彌新，讓我們滿足大中華消費者的需求。



聯業製衣有限公司

聯業製衣是享譽盛名的跨國製衣企業集團，至今已有超過 70 年歷史。作為創新型成衣生產商 (Innofacturer丶)，聯業
製衣以創新先進的技術，為眾多著名服裝品牌生產時尚、舒適與具功能性的服裝。今天，在美國每 6件售出的恤衫，
就有 1 件是由聯業製衣製造！

我們不斷研發改良，使用嶄新技術提昇產品質素，為客戶提供優質服裝。我們研發的高質量產品不計其數，將服裝的
時尚性和功能性提昇到新的生產技術水平。從防縮防皺、防污防水的處理到服裝製造技術等各個方面，聯業製衣都在
引領並樹立了行業的新標準。	

然而，聯業製衣的業務重點除生產外，我們更會向客戶提供最佳的供應鏈管理方案，從原材料採購、存貨到銷售點等
流程都能互相配合，有效節省時間和成本，提高利潤。

與此同時，聯業製衣非常重視其業務活動對社會和環境帶來的影響。我們致力減少生產時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亦對經
營所在的社區作出貢獻。聯業製衣堅持三重底線的可持續性發展框架（社會責任、環境責任、企業盈利），作為不斷
發展、長盛不衰的根基。

贊助

渣打銀行

渣打集團是領先的國際性銀行，跨足全球近六十個最蓬勃發展的市場，並設有八十五個全球客戶服務據點。我們的使
命在於透過我們獨特的多元性，推動商業發展和促進繁榮，並且讓我們的傳統和價值透過品牌承諾－ Here	for	good	
( 一心做好，始終如一 )	一一展現。

渣打銀行很重視我們對社會的責任。	我們的品牌承諾	Here	for	good，正說明了我們凡事要一心做好，始終如一，支
持客戶與社會發展的自我要求。

我們有三大可持續發展重點：	促進經濟持續增長，作為負責任的公司和回饋社會。

我們很榮幸與香港同步成長 160 年。我們承諾繼續支持香港青少年的發展，與香港攜手締造一個理想的居住及工作
環境。

渣打集團在倫敦證交所、香港證交所掛牌上市。

更多相關訊息，請前往渣打集團網站 sc.com，或到渣打網誌 Insights	獲得渣打專家們的看法，並歡迎加入渣打的
Twitter，LinkedIn	及 Facebook	獲取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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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背景

可持續發展對商界和機構來說是嶄新的領域，它在1987年由聯合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出版的《我們的共同未來》
報告中嶄露鋒芒，隨後的數十年間漸被認識和接受。在報告中，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需要而沒有犧牲後代
滿足自我所需能力的發展」。

可持續發展隨後逐漸發展為公私營機構必須考量的三重底綫，包括社會平等、經濟與環境三大方面。時至今日，可持
續發展涵蓋生活不同範疇，由經濟發展至性別平等、氣候變化至衛生及安全等。

全球的可持續發展投資錄得持續增長，彰顯其重要性。有研究指出，可持續發展措施有助機構透過市場拓展、風險管
理及資本回報等來改善業績，讓機構能在變幻莫測和複雜的環球營商環境中取得成功。

毋庸置疑，可持續發展對商界、人類、以致地球帶來即時及長遠利益，對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尤其重要。

鑒於可持續發展日益重要，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於二零一六年十月推出香港可持續發展獎，作為促進可持續發展的長期
措施。	獎項獲百多間機構熱烈參與，而中小企業更佔了其中一半，這充分證明不論公司規模及業務性質如何，可持
續發展都成為了營運和文化的主要部分。獲獎機構的成功案例已編撰成可持續發展範本，期望對其他公司發揮重大影
響力，有助它們的可持續發展之旅跨出一大步。

獎項重點

•	 獎項採用綜合性分析評估，嘉許在經濟、社會及環境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均作出詳細考量，同時在業務上創出佳
績和表現的機構及可持續發展領袖。

•	 獎項由多名本地的商界領袖及可持續發展專家設計，評估模式切合香港營商環境。

•	 獎項推動跨行業分享可持續發展的最佳實踐，激發機構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其日常營運與文化，以取得業務的可持
續發展。

•	 機構獎項歡迎任何在港註冊的公 / 私營機構參賽，不論行業、業務性質及規模大小。

•	 個人獎項旨在表彰商業領袖和可持續發展專家對其組織和商界的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目標

•	 喚起商界關注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	 表揚對可持續發展作出重大承諾，並在業務上獲得佳績的機構。

•	 為機構提供觀摩可持續發展最佳實踐的平台。

•	 表揚商界領袖和可持續發展專家對其組織以及商界的可持續發展作出的重大貢獻。



籌委會

李國本博士	（主席）
聯業製衣有限公司	
總裁兼首席技術總監

陳雲美女士
屈臣氏實業
董事總經理

莊偉泉先生
香港區域供冷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鄺辰道先生
鋁遊家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鄺永銓先生
香港空運貨站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梁銘添先生
聯邦快遞
香港及澳門董事總經理

梁國強先生
美國輝瑞科研製藥	
香港區總經理

魏華星先生	
香港社會創投基金	
創辦人及行政總裁

倪以理先生
麥肯錫香港分公司
資深董事兼大中華區總裁

尹志田先生
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
行政總裁

王良心先生
嘉柏環球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黃光耀先生
會德豐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評審委員會

李國本博士
聯業製衣有限公司
總裁兼首席科技總監

郝雪麗女士
香港賽馬會
持續發展高級經理

陳志強先生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集團傳訊事務主管

陳淑媚女士
港鐵公司
持續發展事務主管

鄺超靈先生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總經理 - 企業可持續發展

劉敏儀博士
公益電視台
主席

劉靜文女士
仁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盧永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政治與行政學系系主任
商學院商業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羅漢卿先生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集團可持續發展總監

譚信昌先生
Gap Inc.
環境能力建設高級經理

鄧業煒女士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主管 - 可持續發展

張巧文
恒生銀行
企業可持續發展部企業責任主管

黃家雄先生
Burberry Hong Kong
亞太區企業責任部總監

黃家琪
AXA� 安盛香港
企業及客戶傳訊總監

邱文華先生
信和集團
社區事務部總經理

評判團

由香港可持續發展獎籌委會及評審委員會組成。



獎項類別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主要分兩個類別	:

•	 機構獎項
•	 個人獎項

機構獎項

參賽資格

•	 所有公營或私營機構均合資格參賽。
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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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丶冊的機構。
ㄧ	 非政府機構／非牟利機構／社會目的組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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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	 政府政策局／政府部門

參賽組別	

	 參賽機構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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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包括 :

•	 大機構組別（管轄超過 200 名員工的機構）

•	 中機構組別（管轄 51-200 名員工的機構）

•	 小機構組別（管轄 50	名員工或以下的機構）

•	 在申請表格中引述的可持續發展措施或例子必須：
ㄧ	 由參賽機構負責推行 ;	及
ㄧ	 於過去兩個財政年度或曆年推行

	 •為確保比賽之公平性，參賽機構將與所屬組別之機構作評核比較。獎項秘書處在審評過程中可能要求參賽機構提
交有關其已呈交資料的證明。



獎項及嘉許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評判團將頒發下列獎項：

•ㄧ	 香港可持續發展大獎將從每個組別（例如大機構，中小型機構）的香港可持續發展獎獲獎機構中選出，以表
彰其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卓越成就。

•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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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為行業及商界楷模的機構。
ㄧ	 卓越獎將頒予在可持續發展方面表現出色的機構。

•	 特別獎
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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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對其業務	/	機構績效帶來正面影響。此	

	 特別獎將分別頒予在經濟，社會和環境範疇表現優異的機構。
ㄧ	 最具創意獎將頒予在可持續發展措施中納入創新意念或以創新方式實施可持續措施或利用創新方法向主要持	

	 份者推廣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機構。
ㄧ	 新冠肺炎最佳應變獎將頒予在疫情期間推行有利於員工的措施或推行對機構和整個社會產生正面影響措施的	

	 組織。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卓越獎、特別獎等獎項不設上限。評審委員會和評判團可酌情決定頒發額外的特別獎，以表彰在
特定領域表現突出的機構。

評審過程

遞交報名表格
( 截止日期	：2021	年	2	月	26	日）

所有參賽機構必須填妥及遞交網上報名表格。

遞交參賽表格
( 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所有參賽機構必須填妥及遞交網上參賽表格。

初步遴選
(2021 年	4 月至 6 月）

評審委員會進行初步甄選，選出進入最後評審的香港可持續發展獎入圍機
構，並擬定卓越獎及特別獎的得獎名單。

最後評審
(2021 年	8 月）

進入最後評審的機構會面見評判團。評判團將決定香港可持續發展大獎、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卓越獎及特別獎的得獎機構。如有需要，評審委員會
進行實地考察。

頒獎典禮
(2021	年 11	月）

所有獎項將於頒獎典禮公佈。



評審準則

分數

一、 管理層的承諾與持份者的參與度 10

1.	 管理層的承諾
 i.	 將可持續發展納入中 / 長期業務目標
 ii.	 設有可持續發展專責部門 / 團隊及相關預算
 iii.	 出版可持續發展報告
 iv.	 高級管理層積極參與可持續發展

2. 持份者的參與度
 i.	 清晰釐定主要持份者
	 ii.	 定期與持份者溝通和交流機構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和措施
	 iii.	 建立良好的可持續發展採購程序
	 iv.	 向內丶部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措施
	 v.	 提供有關可持續發展的培訓和發展計劃以提升員工的技能和知識

二、 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元素 60

甲、 經濟範疇
	
1.	 財政可持續性
 i.	 平衡短期財務目標與長期業務持續發展的策略

2.	 企業管治
 i.	 董事局對可持續發展的關注度
 ii.	 董事局轄下設有如審計、提名、薪酬等委員會
	 iii.	 確保董事局效能的措施
	 iv.	 確保董事局成員多元化的措施
	 v.	 定期進行外部與丶內部審計

3.	 風險與危機管理
 i.	 丶內部監控程序及機制以識別及處理風險
 ii.	 促進風險管理文化的措施
	
4.	 商業誠信及道德操守
 i.	 丶政策與監控程序以確保內部以及整個供應鏈皆遵守法例規定，如個人資料私隱、防止	
  賄賂、知識產權等條例
 ii.	 定期為員工提供交流與培訓機會，以確保員工遵守相關法例規定
	 iii.	 恪守商業道德

20

   



分數

乙、 社會範疇

1	 社區投資
	 i.	 推行社區投資策略，為機構、受益人及社會帶來長遠利益
	 ii.	 支持弱勢社群
	 iii.	 與非牟利組織和慈善團體合作切實推行社區投資策略
	 iv.	 促進內丶部關愛社區文化的措施	
	 v.	 鼓勵員工和其他持分者參與義工服務的措施	

2	 以人為本
	 i.	 透過工作守則與其他政策規範員工操守
	 ii.	 清晰的舉報機制以確保員工遵守工作守則與相關政策
	 iii.	 定期檢視員工資料以制定有效的員工政策
	 iv.	 開放各階層員工溝通
	 v.	 吸引與挽留人才的措施
	 vi.	 提供培訓及發展計劃，以切合員工需要和促進知識轉移
	 vii.	 營造安全與健康的工作環境，促進員工身心健康、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措施
	 vii.	 制定家庭友善政策、措施與福利
	 ix.	 推廣人才多元化與共融文化的措施
	

丙、 環境範疇

1	 環境管理政策與系統
	 i.	 設有環境管理系統
	 ii.	 獲得環境管理系統認證
	 iii.	 政策及系統以識別、監控與量度對環境的影響
	 iv.	 內部監控程序以確保遵守環保法例規定

2	 環境管理措施與實行
	 i.	 改善環境的措施
	 ii.	 在生產丶過程 / 提供服務的設計過程中納入環境的考慮因素
	 iii.	 應對有關環境影響、法例及氣候變化等未來潛在風險的策略

  20

     

     

    

  20

     

     

      

三、 展示可持續發展措施及創新意念   20

1	 經濟範疇
展示經濟範疇內成功的、富創意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 政策 / 方案，並對業務 / 機構帶來的正
面影響

2	 社會範疇
展示社會範疇內成功的、富創意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 政策 / 方案，並對業務 / 機構帶來的正
面影響

3	 環境範疇
展示環境範疇內成功的、富創意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 政策 / 方案，並對業務 / 機構帶來的正
面影響

4	 新冠肺炎的應變對策
在疫情期間成功推行有利於員工的措施或推行對機構和整個社會產生正面影響的措施

			5

			5

			5

			5

四 、可持續發展措施對業務 / 機構表現或社會帶來的影響   15

總分 105



個人獎項

參賽資格

個人獎項旨在表揚傑出的商界領袖和可持續發展專家，為其所屬機構及整體商業社會作出重大貢獻。

所有參賽者必須由其機構提名。每一機構只可以提名一位參賽者角遂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

參賽者必須是商界領袖或可持續發展專家，他們必須：
• 任職高級行政管理工作	；及	
• •負責領導機構及推動商界的可持續發展擔當重要角色。	

獎項及嘉許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評判團將頒發下列獎項：

• 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	
•	 最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將由「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得獎者中選出。

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得獎者人數不限。

評審過程

遞交提名表格
( 截止日期	：2021	年	2	月 26 日）

所有參賽者必須由其機構提名，並且填妥及提交網上提名表格。

遞交參賽表格
( 截止日期	：2021	年 4	月 30 日）

所有參賽者必須提交一份四頁的書面報告，詳細說明他們對機構和商界的
可持續發展的成就和貢獻，以及一頁的個人資料摘要。

初步遴選
(2021 年	4 月至 6 月）

評審委員會選出進入「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最後評審的入圍者。

最後評審
(2021 年	8 月）

進入最後評審的入圍者會面見評判團。評判團將決定「傑出可持續發展領
袖獎」和「最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的得獎者。

頒獎典禮
(2021	年 11	月）

所有獎項將於頒獎典禮公佈。



評審準則

分數

一、	 個人承諾   30

1.	 表現對可持續發展的熱忱以及對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長遠願景
2.	 在推動機構的可持續發展願景和策略上擔當領導角色
3.	 在面對和克服可持續發展挑戰時表現出色的領導力
4.	 持續地支持和參與可持續發展，明確展示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5.	 超越所屬機構層面，為可持續發展的領導思維作出貢獻
6.	 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學術、專業獎項及公眾嘉許成就	

 

二、 可持續發展成就   50

1.	 最成功的措施 / 政策 / 持續方案
	 請列一個在過去五年內最成功的可持續發展措施/政策/持續的工作模式。閣下必須在設計、	
	 開發和推行的過程且中擔當主要角色，並詳細說明在以下領域的貢獻和參與：
	 i.	 措施 / 政策 / 持續的工作模式背後的策略性思維
	 ii.	 創造力和革新精神
	 iii.	 領導才能及執行計劃能力
	 iv.	 對機構的正面影響

2.	 促進可持續發展文化和將可持續發展融入機構日常運作的成就。	例如商業策略、業	
	 務目標和機構架構。   

 30

 20

三、 其他貢獻  20

促進商界及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貢獻	，例如領導或參與推動可持續發展重要性的活動，以及
其他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公益活動和工作等。

總分 100



參賽程序

•	 香港可持續發展獎只接受網上報名。請使用Google	Crome,	Firefox	或	Safari 登入網上提交平台。
•	 提交報名表格或提名表格後，指定賬戶與密碼將發送至閣下的電郵地址，以登入網上參賽表格。
•	 請於 2021 年 3 月 29 日下午 5 時或之前填妥及遞交參賽表格。
•	 不接納任何逾期遞交的表格。

網上參賽表使用指引

1.	 請使用指定帳戶和密碼登入網上參賽表格。

2.	 機構獎項

	 •	 網上參賽表格涵蓋四個部份，包括：
	 	 i.	 管理層的承諾與持份者的參與度
	 	 ii.	 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元素：
	 	 	 a.	 經濟範疇		

	 	 b.	 社會範疇
	 	 	 c.	 環境範疇
	 	 iii.	 展示可持續發展措施及創新意念
	 	 iv.	 可持續發展措施對業務 / 機構表現或社會帶來的影響

	 •	 貴機構不同部門 / 單位可利用相同的帳戶和密碼同時填報網上參賽表格的不同部份，惟網上參賽表不支援不
同單位同時在同一部份輸入資料。

	 •	 閣下不需要一次完成填報四個部份的問題。參賽表格的資料在輸入過程中會被自動保存，然而在登出參賽表
格前必須按下「保存並登出」的按鈕，以確保儲存已填寫的資料。

	 •	 請於完成每個部份後按下「已完成」的按鈕。

	 •	 完成四個部份後，請填寫聲明部份並按下「提交參賽表」的按鈕。閣下可利用相同的帳戶和密碼查閱已提交
的參賽表，惟不可以在提交後更改內容。

	 •	 閣下可列印或以 html 模式儲存參賽表格。列印參賽表前請考慮對環境的影響。

3.	 個人獎項

	 •	 參賽者必須上載下列文件至網上提交平台
	 	 1.	 一頁（A4尺寸）的個人資料摘要
	 	 2.	 四頁（A4尺寸）書面報告，涵蓋「傑出可持續發展領袖獎」評審標準
	
	 •	 中文或英文不拘，字體大小不得小於 10。

	 •	 網上提交平台將於 2021 年 3 月 29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關閉。



參賽費用

費用全免

獎項方針

1.	 參賽機構與被提名人須確保於申請和提名表格中提交的資料真確無誤。任何虛假陳述、遺漏或誤導性的資料可能
令參賽資格被取消。

2.	 參賽機構與被提名人在評審過程中，須向主辦單位提供所需協助。

3.	 評判團保留最終決定權。

4.	 參賽機構所提交的一切資料及文件，包括參賽機構與被提名人的資料、報名表格、提名表格、以及在遴選過程中
所有對參賽機構及其可持續發展措施的評價，均絕對保密並只用作評審之用途。

5.	 所有評判及評審委員，必須於賽前向獎項秘書處申報與參賽機構是否存在利益衝突。如有，該評判或評審委員將
不可對有關參賽機構及被提名人作出評審，或以任何方式處理由有關機構所呈交的資料及文件。

6.	 機構獎項和個人獎項的得獎者可將獎項的標誌用於文具、宣傳資料以及廣告上。惟得獎者必須依照香港管理專業
協會的指引，任何有關標誌的爭議，則以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的決定為最終決定，並受其約束。

查詢

請致電：

鄭咏昕小姐	-	委員與活動策劃經理	 	 電話：3958	4818	 電郵：reneecheng@hkma.org.hk

蔡佩雯小姐	-	會員及活動策劃部經理	 	 電話：3958	4819	 電郵：irischoy@hkma.org.hk

許儷齡女士	-	會員及活動策劃部高級經理	 電話：2774	8560	 電郵：lilyhui@hkma.org.hk

網址：www.hkma.org.hk/hk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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