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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O 调查: 第三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显示整体披露及处理气候相关

实时发布

问题的措施并无明显进步

BDO 调查: 第三年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显示整体披露及处理气候相

关问题的措施并无明显进步
应从地区层面综合提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至世界标准，以把握气候投资的商机
香港 – 第三年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在若干指标上录得进步，但调查结果显示报告合规性
和质素方面仍未令人满意。尽管披露环境、社会及管治架构、持份者参与及重要性评估的公司的
整体百分比有所增加，但披露的资讯依然不足和未够清晰。全球第五大会计网络BDO在香港的事
务所（「BDO」）与香港理工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合作并发表最新的研究结果。凭借发挥双方在投
资及学术的专业知识和经验，调查显示香港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普遍情况，反映部分公司仅
遵守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下称：香港交易所)建议的部分新要求和守则。尤其是调查显示
公司倾向避免对持份者公开报告较为不利的事宜和缺点，因此损害了报告的平衡性，投资者与其
他持份者需要自行判断其实际环境、社会及管治表现。
BDO 继续大力提倡优秀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连续三年致力找出改善之处、批揭示弱项并为
市场业界提供更深入和专业的建议。今年，BDO 的调查「香港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
现调查」 (「调查」)，随机抽出 500 份主板及创业板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或以前发表的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集中评估 15 个范畴，包括管治、验证度、重要性、量化、一致性、平
衡性、透明度、环境管理、雇佣惯例、职业健康及安全、发展及培训、供应链管理、客户支援、
反贪污及社区投资。

调查的 500 间公司之中：


6% 为恒生指数、恒生中国企业指数及／或恒生可持续发展企业指数的成份股，94% 为非指
数股份公



公用事业行业得分最高 (与 2018 年一样)，综合企业及资讯科技行业于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质素和表现的得分最低



至于气候相关问题，只有 12%受访公司披露有关政策，而其中 18%披露的资料包含管理有关
问题的行动细节

只有 39%受访公司按规定强制全面披露环境关键绩效指标 A



2018 与 2019 年调查结果比较摘录如下：
调查范围

上升 / 下跌

主要数据

2018 年调查

2019 年调查

管理层投入及管理程度

26%

34%



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或负责人员

20%

24%



环境、社会及管治风险管理

15%

28%



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

32%

36%



持份者参与

63%

72%



重要性评估

51%

66%



独立第三方报告验证

4%

3%



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目标

17%

15%



员工职业发展计划

51%

61%



职业健康及安全培训

77%

69%



客户支援及服务

68%

67%



举报机制

60%

67%



反贪污管理独立委员会

26%

23%



报告环境、社会及管治困难与挑战

1%

4%



10%

9%



-

37%

-

管治水平

采纳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外的
报告标准／指引
反贪污培训

 / 持平

表一：「2019年香港上市公司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现」调查的主要结果摘要
对抗气候变化乏力
调查显示，只有 12%受访公司披露识别影响公司的相关气候问题及减少有关问题风险的政策， 其
中 18%披露了管理气候相关问题的行动详情。此外，调查亦显示全球运营或以中国为基地的公司
更愿意披露有关对抗气候变化行动的政策。结果显示部分公司把现有环境管理措施直接用作对抗
气候变化的措施，并无进行全面风险评估或意识到气候变化对实际业务营运带来的潜在威胁和机
会。

在达到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致方面乏力
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设定目标方面进展不大，抽样调查中有设立管理目标的公司，比例从 2018
年 17%微跌至 15%。调查发现一个趋势，越大型的公司设定管理目标的比例越高。此外，只有 4%
的受访公司把目标提升至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水平。当中前三名被选择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
标分别是#3 良好健康与福祉， #8 体面工作和经济增长，以及#12 负责任消费和生产。

缺乏清晰的环境关键绩效指标及目标
调查亦显示，只有 5% 的公司披露已设立的环境目标。除此之外，部分受访公司披露的环境及社
会政策资料并不完整，甚至并无披露，尤其是包装物料的披露合规水平最低只有 38%。

披露水平并无明显改善
尽管公司的整体环境、社会及管治较 2018 年录得改善，但依然并无设立完备的管理架构。董事
层面的投入度不足或忽略管理，及缺乏独立委员会的成立或委任特定人员有效管理其事宜。
调查发现虽然 39%的公司有就「不遵守就解释」条文的项目作出全面披露，但余下公司披露的环
境关键按绩效指标资料不完整或是并无作出披露且不加以解释。
46%受访公司并无在报告披露就公司业务进行的有关重要性评估的任何资料。调查亦显示只有
19%的公司解释如何制定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界限。

持份者参与水平偏低
调查指出，在 74%确定了与其业务营运相关的持份者群体进行持份者参与，及设有清晰持份者参
与渠道的企业之中，只有 23%的公司提到持份者的主要忧虑。
BDO 的建议如下:
考虑纳入气候变化为环境、社会及管治整合的主要因素
鉴于气候变化是最影响全球人类的因素之一，上市公司亦举足轻重，应该为抗气候变化出一分
力，并且以可持续的方式营运。然而，调查结果反映香港的上市公司就气候变化对业务影响的意
识薄弱。因此，我们建议香港的上市公司把气候变化纳入企业风险评估，从而了解气候变化对业
务模式、组合和营运措施的影响详情。
结合持份者参与及重要性评估的结果，上市公司将可更加了解环境、社会及管治问题的缓急轻
重，就气候调适、回复力和减缓分配更多资源（例如落实环保计划）于实际的环境、社会及管治
方案当中。
设立符合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策略性环境、社会及管治目标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机构投资者、资产管理公司及基金经理把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自己的投资框
架，这些目标能允许他们更准确和以量化的方式衡量目标的成绩和结果。
根据 Joh. Berenberg, Gossler & Co. KG 的调查结果，首五个最可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分别
是：#6：清洁饮水和卫生设施、#7：经济适用的清洁能源、#13：气候行动、#9：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以及#3：良好健康与福祉。该研究亦显示，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全球公司提供一个普遍适
用的框架以解决环境、社会及管治问题，而投资者对商界采取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行动及解决方案
较感兴趣。

香港上市公司或会检讨及订下现有环境、社会及管治指标和策略性目标，找出可持续发展目标与
该等公司的业务有何直接关连，以及该等公司是否能够对上述可投资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更大
贡献，以吸引全球投资者。
加强环境、社会及管治披露以把握绿色融资及可持续投资的机会
随着投资者及资产经理寻找公司的非财务资料作投资分析的趋势上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日
渐成为了解公司应对环境、社会及管治危机、挑战及机会以及检讨其表现时的管理方法和工作的
重要指标。不论公司的规模大小，都应致力加快提高报告披露标准，以满足投资界不断增加的需
求。
目前，公司可采取一些有效行动加强其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使公司受惠，以及透过报告把握
潜在的投资机会：


以其他同业为基准，制订策略；决定一个有系统的计划用作指示公司的环境、社会及管治政
策



与投资者就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联系及沟通以了解他们真正寻找的资料类别、他们如何使
用有关资料和选择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类别整合于投资过程中，以准备投资者所了解和重
视的环境、社会及管治资料



进行全面的重要性评估及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达详细资料，务求帮助投资者更了解每
个环境、社会及管治问题优先缓急的理据，让投资者可以将已发表的资料用于投资分析上，
而不需重新摸索。



采纳获广泛使用的国际认证标准及管理系统，用以显示对管理及改善环境及社会表现的承诺



寻求外界对环境、社会及管治数据及报告作保证以提升其报告的公信力，增强投资者对公司
环境、社会及管治表现的信心以及用于决策上资讯的可靠性

除了公司采取的行动之外，香港交易所-及有关当局亦可以透过不同途径向公司提供有关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的支援，鼓励公司作出改善：




分配资源支持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复杂性 改善：


就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及新的最佳常规方面进行教育和培训，针对特定行业的报告
重点，在重要性和报告方法上提供更清晰的指引



建立系统（例如环境及社会关键绩效指标的资料库）以支持定期促进环境、社会及管
治表现及报告

对中小企提供支援


从区域性观点来审视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



分配资源支持各种计划，让香港公司参与绿色项目及善用有质素的环境、社会及管治
披露

外部咨询或顾问服务可以用作环境、社会及管治表现的独立评估，推动不同领域的持续改进。有
关当局亦可以向准备不足的公司提供专业辅助服务，以寻求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的咨询，
作为在环境、社会及管治绩效取得进步公司担保服务的替补。

BDO 审计部董事总经理陈锦荣先生建议：「为把握绿色金融涌现的机遇，以及维持香港作为国际
金融中心的声誉，我们认为企业可借着参考更多国际报告的范本以加强本身的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为发掘更多业务及投资商机作好准备。上市公司应该提高环境、社会及管治资料的披露水
平以满足持份者的资讯及投资需要，这可以通过提供各方面的详细资料达成，包括有关管理层参
与制订环境、社会及管治策略性目标、重要性评估、评估气候变化对业务营运及其相关风险及机
会的影响、筛选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理据、抵抗气候变化及相关表现的既有措施等等。此外，我
们建议政府及香港交易所向公司提供更多的支持及激励措施，透过采纳更多国际报告准则以加强
其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BDO 非审计部董事总经理江智蛟先生提出：「现时绿色金融被投资界别视为重要议题。在香港发
展绿色融资及气候投资的初期，公司的主动性及参与度偏低，仅 2%的受访公司曾发行绿色投资产
品如绿色债券及绿色贷款。同时，只有小数公司报告气候相关问题并且披露资料薄弱。我们希望
随着公司日益关注环境、社会及管治的重要性，会更多参与其报告及气候投资，此举能促进气候
投资的发展，并将全球经济体系转化为可持续的模式。」
BDO 董事兼风险咨询服务总监郑文汉先生表示：「今时今日投资者不仅追求金钱回报，亦着眼于
公司如何符合其环境、社会及管治目标及创造相应可计量的价值。令人失望的是，实施强制性环
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表现的第三年的进步不大，资料披露的水平亦薄弱且模糊不清。虽然大型公
司拥有较多资源和表现优于中小企，但很多公司倾向符合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
的最低要求，并忽视其管理及报告为公司带来的真正价值。不同的研究显示，越来越多机构投资
者、资产管理公司及基金经理已在投资策略加入环境、社会及管治元素，目的是增加持续的投资
回报及减低风险。若然公司继续采取「剔格仔」方式以达到香港交易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
引的最低要求，这已不再与目的相符，并削弱公司吸引投资的能力。希望我们的建议能为企业提
供更明确的指引及方向，协助他们改善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从而提升其投资价值及加强投资
者信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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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香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BDO Limited)
BDO 的全球网络遍布 162 个国家和地区，超过 80,000 名员工在全球 1,500
多个办事处携手合作，并有着共同目标：向客户提供卓越的专业服务。香
港立信德豪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自 1981 年在香港成立，致力透过全面的
专业服务协助企业成长。专业服务包括审计服务、商业及外包服务、风险
咨询服务、专项咨询服务及税务服务。有关详情，可参阅网址
www.bd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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