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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施會是一個國際性發展及援助機構，致力於消除世界各地的
貧窮和不公平現象。樂施會認為貧窮多源於不公義；要消除貧
窮，就必須有經濟、社會及結構性的改革。樂施會與面對貧窮
的民眾和夥伴機構合作，一起推動發展項目、人道援助項目、
政策倡議及公眾教育工作。

本報告根據企業社會責任亞洲(CSR Asia)進行的一項調查
撰寫，調查研究員為威理夫教授(Professor Richard Welford)
及積琪蓮 (Jacqui Dixon)，主責編輯為曾迦慧及霍迪博士
(Dr. Stephen Frost)。王國豪統籌報告的編排及設計，Ky Lau
執行設計工作。

企業社會責任亞洲提供關於企業社會責任及可持續業務模式的
資訊、培訓、研究及諮詢服務，為亞洲區內此類服務的領先
機構。企業社會責任亞洲以社會企業的形式運作，兼備民間
組織及商業顧問的特性，因此機構可為亞洲區公司面對的企業
社會責任議題，提供獨立而具優勢的服務及專業意見。企業
社會責任亞洲的總部位於香港，在區內多個地方設有辦事處，
致力於提升企業社會責任的能力及意識，以促進區內的可持續
發展。

報告內容可供倡議運動、教育及研究活動免費引用，但必須
詳細註明資料來源。樂施會要求所有引用本報告的人士向本會
登記，供日後評估成效之用。

研究計劃由樂施會職員曾迦慧統籌。如需就本報告提出的議題
索取更多資料，請發送電郵至kalina@oxfam.org.hk。報告
可於樂施會網站www.oxfam.org.hk 免費閱覽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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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1.1 樂施會關注企業社會責任

樂施會深信，私營部門對發展擔當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可在多個不同方面對滅
貧作出影響或貢獻。如果私營部門健康
發展及負責任，社會就更有可能出現有
助滅貧的可持續發展及經濟成長。商界
讓貧窮人能獲得合理工作、貨品、服務
及信貸，以至藉接觸到市場改善收入，
就是對令貧窮人受惠於發展作出最重要
的貢獻。商業機構若將其社會及環境責
任納入本身的核心商業營運及決策過程
中，此等貢獻將可對滅貧造成真正重大
的影響。

近年的信貸危機及金融風暴充分凸顯
了，目前正是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時機。
商界以至更廣泛的社會各界今天正面對
多個全球課題：企業管治差劣、貪污
盛行、經濟產生危機、糧食價格飇升、
勞工遭剝削、供應鏈管理不善、產品安全
出現醜聞、環境受嚴重破壞、氣候變化
加劇，以至天災數目大增──所有問題
首當其衝的均是貧窮人，他們所受的打
擊也最為沉重。我們相信，商業機構
在營運上，比以往任何時候更需要獲得
社會認同，應向公眾、消費者、社群、
本身的投資者證明，公司除了生產優質
產品及獲得盈利外，也是對社會和環境
負責的。商界對縮窄貧富差距可作的貢
獻，前所未有的顯而易見。

樂施會一直於香港及東亞其他地區積極
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我們認為，這概念
並不局限於慈善及遵循法例及準則，商
業機構更須回應如何管理其經濟、社會
及環境影響，以至與主要持份者的關係
等問題。我們積極向商業機構作倡議，
源於一個基本信念：商界可於滅貧及可
持續發展方面擔當重要角色。我們的
目標在於推動企業改善其政策及措施。
某些企業仍在支付低於貧窮線的薪酬、
容許不合標準的工作環境、破壞環境，
以及漠視人權，若商界普遍如此，貧窮
人將更難以脫貧。另一方面，我們也積
極與另一些公司溝通合作──它們致力
為發展中世界帶來正面的影響，以及為
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2004年，樂施會發表了《反轉件衫
睇清楚─ 全球供應鏈的採購模式與
工人生活》研究報告；自此以後，我們
倡議成衣公司變更採購模式及改進企業
社會責任措施。我們深信，此等轉變
可讓貧窮工人受惠，並有助實踐滅貧
的目標。於2006及2009年，我們再先後
發表兩份研究成衣業的報告，以香港
及中國內地的公司為對象。《企業透明度
報告I》及《企業透明度報告II》記錄了
香港前列成衣零售商是否具備足夠的
資訊透明度，讓消費者及投資者可作出
合乎道德的選擇。其後，我們與部分
成衣公司及其主要持份者展開建設性的
對話，以供應鏈的良好勞工模式為題，
舉行多次圓桌會議。我們並且製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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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首部為成衣業而設的企業社會責任
指引──《靚衫良心造：成衣公司社會
責任指引》，以及舉辦可持續發展報告研
討會，向各公司倡議良好的工作模式。

樂施會將這方面的工作擴展至成衣業以
外，於2008年12月推出首份《恒生指數
成份股公司企業社會責任調查》。這是
亞洲區內首次記錄香港股市中最大型
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措施的新嘗
試。這批是市場中表現最佳的公司，因
此在香港舉足輕重，對社會及環境議題
也自然具有重大影響力。調查透過評估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的表現，整體呈現
了香港企業如何在其業務策略中回應重
要的社會及環境議題。傳媒、海外機構、
重視社會責任的投資者、監管機構，以至
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本身，均對調查
結果極感興趣。

我們於2009年再次對恒生指數成份股公
司進行調查，完成後作出此份報告。此
次調查集中於各公司如何透過提供具體
證明，顯示本身正在推行企業社會責任
措施。基於首次調查時各公司所反映的
意見，2009年的調查問卷已作縮短，但
要求更高。評分標準比前嚴格，各公司
需要提供較多證明，方可獲得分數。
樂施會期望，修訂後的方法可提升標準，
並成為與各公司持續探討長遠改進其企
業社會責任措施的平台。

不過，我們明白此項調查有其局限。調
查要求各公司自行回答問卷，提供能驗
證的答案，藉此整體分析各公司的企業
社會責任政策及相關的衡量制度，但調
查未能評估負面的議題及影響，特別是

有關環境及勞工權益的議題。我們期望
，調查可繼續推動全面的對話，探討有
關企業責任的正面及負面影響。我們最
終的目標，是呼籲香港最大規模的公司
以滅貧為目標，遵行國際最佳典範，並
且帶領企業社會責任運動。

1.2 香港公司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
 好處

在過去十年間，全球各地的自願性企業
社會責任標準迅速發展，包括聯合國全
球契約(UN Global Compact)、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赤道原則 (Equator Principles)、聯合國
負責任投資原則 (UN Principles for Re- 
sponsible Investment) 及其他。預期即
將出現的國際標準化組織(ISO)26000社
會責任國際標準、檢討經濟合作與發展
組織跨國企業指引(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的決定，以及
私人公司自訂標準湧現，均會令各界對
企業社會責任的興趣持續，有增無已。
由於不少香港公司的業務遍及世界各地
，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全球趨勢，包括
守則及強制性措施（下文將會解釋），將
有利公司的發展。

愈來愈多持份者相信，若將企業社會責
任政策作適當的策略定位，有助加強公
司的競爭能力以至盈利能力。目前，消
費者對商業操守須合乎道德的期望和要
求不斷提高。在過去數十年間，因血汗
工廠、違反人權及供應鏈等課題，受到
消費者運動及傳媒關注的跨國企業日益
增加。公司若聲譽蒙污，對盈利以至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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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顧客、投資者、業務夥伴和僱員的能
力可能影響重大。另一方面，顧客及買
家比前更加要求產品出自對社會及環境
負責任的模式。多份報告顯示，符合環
保原則、獲公平貿易及環境認證的產品
，銷量正在不斷上升。香港的公司如能
符合同樣的企業社會責任要求，將會更
具競爭力，並可打進新市場。

從投資角度看，金融機構對核實投資對
象能妥善處理社會及環境議題的要求，
也在增長之中。公司若遭認定在這方面
出現風險，可能會影響投資的機會成本
；因此，能妥善管理此等風險的公司，
或可用較佳的利率獲得融資。近年，已有
特殊形式的資金出現，專供開宗明義旨
在貢獻可持續發展的企業而設。到2008
年末，全球社會責任投資市場的資金總
額，估計為5萬億歐元。１ 多項全球可持
續發展指數，如富時社會責任指數
(FTSE4Good Index) 及杜瓊斯可持續發
展指數(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Index)
均在迅速發展中，將有助繼續在世界各
地推動社會責任的投資。

毫無疑問，道德表現良好的業務能加強
對公司的信任，以及為持份者注入信心。
首先，企業社會責任及良好的工作間模
式對招募及留住僱員至為重要。研究顯
示，僱員想為受他們尊重的公司効力，
因此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招募到最頂尖的
人才。2 偉達公眾關係顧問 (Hill and 
Knowlton)曾向世界各地的工商管理碩士
生作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評估公司
聲譽的標準，著重於管理質素及僱員的
才能。亞裔學生為求經濟上成功，尤其
重視公司的品牌聲譽。事實上，四分三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完成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後，選擇僱主時，企業的聲譽是
極為重要或相當重要的一個因素。3

此外，公司能藉著提供良好福利、僱員
培訓及靈活的工作安排，投資於僱員身
上，可減低流失率、維持健康、愉快而
生產力高的工作隊伍，工作質素和創意
得以保證。對可能加入公司成為僱員而
注重企業社會責任的人而言，最為重視
的是公司能善待僱員，並可維持工作
與生活的平衡。4 於2008年7月進行的
「全球工作人口調查」( G l o b a l 
Workforce Study)（同類調查中最為大
型的，於18個國家向9萬名僱員就推動
工作吸引力、維持原職及投入感等範疇
作調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跟僱員表
現有關，而表現又足以影響公司盈虧。
更準確來說，調查發現，企業社會責任
是對僱員整體投入感第三大的推動力。5 

結合了企業社會責任的人力資源策略，
可以推動僱員、發展他們的個人能力，
以及讓工作與生活更為平衡，令他們更
為投入及提高生產力。

毫無疑問，理想的環境措施可以減低公
司的開支（例如節約能源、減少水及紙
張用量等）。在國際及地區層面，均有愈
來愈多商界與環保界合作的計劃成立。
全球大型零售集團沃爾瑪，已開始與其
供應商合作制訂一項進取的可持續發展
指數，以評定消費產品對環境及社會的
影響，然後預期會制訂一項標籤制度，
向消費者顯示產品的評級，藉此要求其
供應鏈問責。可以預見，在項目設計中
顧及環境及社會課題的公司，將可建立
獨特的市場優勢。



2.1 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也可視為香港藍籌股指數，
用以衡量在香港最大型及資產流動能力
最高的上市公司的表現。這是作為香港
股市整體表現主要指標的股市指數，自
動按各股份的流通市值調整所佔比重。
於2009年6月，指數共有42隻成份股，
佔香港股票交易所上市股份總市值超過
六成。這批公司整體對香港經濟，以至
環境、社會及管治課題影響重大。因此，

了解此等公司的表現對滅貧及改善香港
社會有何貢獻，異常重要。

成份股公司中，25家的總部位於香港，
16家位於中國內地，1家位於英國，總共
涵蓋10門工業。這批公司中大部分除了
盈利甚豐外，也聘用大量人手，有31%
的成份股公司每家有超逾10萬名僱員。
我們按照各公司在調查期間的回應，在
圖1顯示了各公司的業務分佈，而表1則
列出各公司的基本資料。

公司數目

業務

圖1：恒生指數成份股業務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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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方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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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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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業

原材料業

資訊科技業



表1：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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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江實業 地產建築業 19世紀 16,436 9,843 15,518 240,000 香港 

2 中電控股 公用事業 1901 54,297 10,423 11,772 5,717 香港

3 香港中華煤氣 公用事業 1862 12,352.2 4,394.8 4,957.4 1,922 香港

4 九龍倉 綜合行業 1886 15,940 4,194 9,031 12,900 香港

5 滙豐控股 金融業 1865 663,200 50,360 72,130 312,866 英國

6 香港電燈 公共事業 1889 12,773 8,029 9,339 1,864 香港

11 恒生銀行 金融業 1933 14,099 13,725 15,878 9,671 香港

12 恒基地產 地產建築業 1976 13,492 16,320 17,730 7,300 香港

13 和記黃埔 綜合行業 1828 348,365 17,664 44,742 230,000 香港 

16 新鴻基地產 地產建築業 1972 24,471 28,151 31,235 30,000 香港

17 新世界發展 綜合行業 1970 29,360.8 12,730.3 14,174.3 57,000 香港

19 太古股份 綜合行業 1974 24,670 6,281 6,328 逾70,000 香港

23 東亞銀行 金融業 1919 6,456.631 103.640 7,257.693 10,863 香港

66 港鐵公司 服務業 1975 17,628 8,280 9,027 14,076 香港

83 信和置業 地產建築業 1971 / 7,720.9 / 約9,000 香港

101 恒隆地產 地產建築業 1949 4,172.6 4,130.3 6,695.2 1,955 香港

144 招商局國際 服務業 1872 309,620(人民幣) 141,590(人民幣) 85,890(人民幣) 33,991 中國內地

267 中信泰富 綜合行業 1990 46,420 8,053 12,332 28,654 香港

291 華潤創業 綜合行業 1992 64,628 2,961 3,791 144,000 香港

293 國泰航空 服務業 1946 86,578 8,558 9,671 20,673 香港

330 思捷環球控股 消費品製品業 1968 34,485 4,745 5,977 10,700 香港

386 中國石油化工 能源業 2000 1,502,443(人民幣) 26,200(人民幣) 24,317(人民幣) 358,304 中國內地

388 香港交易所 金融業 1999 7,549 5,129 5,928 848 香港

494 利豐 消費品製品業 1906 111,000 11,603 2,683 約26,000 香港

688 中國海外發展 地產建築業 1979 18,892.373 5,072.282 8,585.3 10,567 香港

700 騰訊控股 資訊科技業 1998 8,112.648 5,651.574 3,520.688 6,194 中國內地

762 中國聯通 電訊業 2000 148,906(人民幣) 33,913(人民幣) 8,141(人民幣) 205,200 中國內地

836 華潤電力 公用事業 2001 26,771.662 1,717.448 2,151.512 23,400 香港

857 中國石油 能源業 1999 1,071,146 159,300 161,829 466,502 中國內地

883 中國海洋石油 能源業 1999 125,977(人民幣) 44,375(人民幣) 57,880(人民幣) 3,584 中國內地

939 建設銀行 金融業 1954 269,747(人民幣) 92,642(人民幣) 119,741(人民幣) 298,581 中國內地

941 中國移動 電訊業 1997 412,343(人民幣) 142,615(人民幣) 149,743(人民幣) 138,368 中國內地

1088 中國神華 能源業 2004 107,133(人民幣) 26,641(人民幣) 36,975(人民幣) 59,543 中國內地

1199 中遠太平洋 服務業 1987 337.973(美元) 165.961(美元) 275.177(美元) 1,061 香港

1398 工商銀行 金融業 1984 310,200(人民幣) 111,200(人民幣) 145,400(人民幣) 385,609 中國內地

2038 富士康國際控股 資訊科技業 1999 71,851 945 1,530 115,250 中國內地

2318 平安保險 金融業 1988 107,940.899 540.833 3,377.972 82,808 中國內地

2388 中國銀行(香港) 金融業 2001 25,526 3,007 4,078 13,463 香港

2600 中國鋁業 原材料業 2001 76,725 158 124.8 107,887 中國內地

2628 中國人壽 金融業 2003 166,811(人民幣) 21,277(人民幣) / / 中國內地

3328 交通銀行 金融業 1908 76,660(人民幣) 28,423(人民幣) 35,818(人民幣) 68,083 中國內地

3988 中國銀行 金融業 1983 228,288(人民幣) 86,251(人民幣) 65,073(人民幣) 222,829 中國內地

股票
編號 公司名稱 業務 成立年份

營業額 (08年)
(百萬元)

盈利 (08年)
(百萬元)

港元，除另行註明

稅前盈利 (08)
(百萬元) 僱員總數

公司總部
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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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資料搜集

2009年調查所用的方法，跟2008年的大
為不同。在上一次調查中，多家公司提
供意見，指出了多個值得關注的重要範
疇，包括填寫問卷所需的時間、各公司
需要在短時間內作出回應，以及問卷只
備英文本，對中資公司構成局限等。為
回應這些關注，2009年的問卷作出改動，
包含較少問題，但評分標準更為嚴謹；
問卷同時備有中文版。為了推動各公司
回應，樂施會及企業社會責任亞洲(CSR 
Asia)在發出問卷前一星期，曾舉行一次
半天簡報會，簡介調查的目標、方法、
評分程序及預定日程。共有23家公司的
代表出席簡報會，並給予積極的回應，
有助確保調查過程更為清晰及透明。

在擬訂問卷時，我們考慮了企業社會責
任所有範疇的特定標準。在上一份問卷
中有關企業管治及策略的標準，於此次
併入「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範疇
，以減少問題數目及令範疇劃分更為簡
潔，因此評分範疇改為六個。其他核心
範疇包括與持份者聯繫、工作間質素、
環境表現、供應鏈及社區投資。

問題也作出調整，較少側重於政策及
承諾，更為集中於實際推行層面。此項
調整，加上有較高的回應率，讓我們可
以對香港企業的真實情況有更準確的了
解。2009年調查的問題旨在取得關於企
業社會責任的特定課題的進一步看法，
此等資料可能並未見於已公開的資訊。
問卷的設計務求可深入發掘各公司的管
理策略，並提供途徑，讓公司展示推行

其企業社會責任計劃的成效及透明度。
舉例而言，策略及匯報、供應鏈及社區
投資等範疇內均設定問題，以釐訂公司
是否設有機制監測其企業社會責任計劃
的效果。

在2008年的調查中，企業管治是一個核
心範疇，設定了特定問題，以凸顯公司
透過由最高層推行良好管治措施獲得聲
譽。在2009年，此核心範疇較為集中於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確保企業社會責任
在董事會層面獲得關注，方式不單局限
於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策略，也包括監察
道德管治、參與各界獲認可的行動，以
及按照國際認可的指引公開匯報企業社
會責任表現。

整體而言，草擬調查問題的準則，建基
於樂施會及企業社會責任亞洲對良好
企業社會責任模式的看法，以及國際
認可的可持續發展指數，如富時社會
責任指數系列、杜瓊斯企業可持續
發展評估問卷2009年版 (Dow Jones 
Corporate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2009)、約翰內斯堡股票
交易所社會責任指數2005年問卷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dex Questionnaire 2005 
of the Johannesburg Stock Exchange)
，以及國際認可的指引，包括企業貢獻
標準(Corporate Giving Standard)及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的指引。問卷全文作為附件，
附於此報告內。

在2009年7月舉行公司簡報會後，我們
向恒生指數成份股所有42家公司發出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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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評分

問卷的評分建基於公司的回應，以及公
司提供的證明的質素和數量。在2008年
的調查中，評分按照「是」、「否」及
「不知道」的答案；而在2009年，評分
更著重證明的質素。答案為「是」，但
未能提供足夠證明的，跟答案為「否」
的一樣，會取得0分。要獲取較高分數，
必須提供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措施
的證明。我們在給予每一家公司的問卷
中的「注意事項」部分，附有下面的圖
表，解釋評分的程序。每一條問題的表
現會按照0、1、2、3的評分制度作數量
化量度；整體評分準則建基於該公司確
立/推行相關政策或措施的程度：

每一範疇（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
與持份者聯繫、工作間質素、環境表現、
供應鏈及社區投資）各有一個最高可能
評分。每家公司的總評分可由0至135，
再轉化為評分百分比，最高為100%。

各公司具備的相關證明愈多，愈有可能
獲得最高評分，公司必須盡量提供相關
證明。因此，我們要求回應者提供有關政
策及措施的支持證明、細節及例子，並且
附加任何他們認為相關的意見或例子。

各公司於某一問題可獲的最高分數為3、
2或1，視乎問題的重要性。在每條問題

卷，並接獲31個回覆（回應率達74%，
接近2008年的兩倍）。問卷寄交予公司
主席，以及傳訊和企業社會責任/可持續
發展部門的主要聯絡人。若我們未能找
到聯絡資料，就會將問卷寄予主席及投
資者關係部。連同問卷有一封信件，解
釋調查的意圖，以及告知調查結果將會
公開。各公司有四星期時間回應問卷。
對於在限期內未作回覆的公司，我們再
以電話及電郵聯絡兩至三次。企業社會
責任亞洲給予這些公司額外時間回覆問
卷，直至原先限期後的六個星期。對於
最終不作回覆的公司，企業社會責任亞
洲會透過公司的中英文網站從公開文件
搜集資料，即從2008年公司年報，以及
在某些情況下，獨立的2008年企業社會
責任或可持續發展報告。

確立/推行程度

無

並無任何措施，即使出現相關活動，只屬偶然或
臨時性質，或公司根本不知道有否此等活動。
 

部分或已作努力 

已制訂目標 /制度，但未能達至普遍接受的
企業社會責任模式的水平；或

有證明存在，顯示已作出定期 / 制度化的努力，
以制訂目標/推行制度。
 

全面/完整

已制訂目標/制度，並已作匯報，全面達至普遍
接受的企業社會責任模式的水平。
 

超越 
已制訂目標/制度，並超越普遍接受的企業社會
責任模式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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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能對相關措施提出最高質素的證明
及/或例子的答案，可獲最高評分。在
2009年的調查中，若一項企業社會責任
措施涵蓋某些營運，可獲部分的評分，
而措施若涵蓋所有營運，則可獲得滿分
。提供公開網站的連結，只要其中的資
訊相關，而研究人員其後又可證實內容
真確，即可視為證明。

2009年的評分標準更為嚴謹，要從一條
問題獲取大部分評分，必須提供證明。
此外，某些問題並非按程度作漸進式評
分，而是要求提供完整證明，方可獲2分
，否則只得0分。其中有多條問題要求所
提供的證明是公開的資訊（特別是第18
題有關工作間傷亡事故）。我們相信此
次調查能更準確地衡量企業的透明度，
因為未作回覆或未能就重要議題提供公
眾可取得資訊的公司，將取得較低的評
分。此外，在2008年的調查，我們將額
外的獎勵分數給予能展示良好模式的公
司，以區分領先的公司。2009年並不再
需要此種做法，因為調查設有更多關於
具體推行情況的問題，加上評分準則更
為嚴謹，領先者自然可與其他公司區分
開來。

2.4 調查過程面對的主要挑戰

2008年調查的一個重大挑戰是難以接觸
到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內的相關聯絡
人。在2008年的報告發表後，我們可以
找到更多有用的聯絡資料，有助2009年
的調查獲得較高的回應率。企業社會責
任亞洲可以接觸到各公司內的適當的人
員，跟他們討論調查內容、告知對方調
查的重要性，以及容許公司延長交回問

卷的時間。問卷只寄予公司主席及一般
通訊地址的個案比上一年為少。

42家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中，有11家沒
有回覆。因此，企業社會責任亞洲瀏覽
該等公司的網站，搜尋相關的企業社會
責任資訊，代公司完成問卷。調查中有
多條問題所需的答案不一定見於公眾可
取得的資訊，所以研究人員需要基於不
完整的資料為該等公司作評分。未有回
應的公司中，很多顯示出透明度措施差
劣，在公眾匯報中忽視重要的企業社會
責任範疇，例如工作間質素及供應鏈。
此外，多條調查問題均要求不單是向公
眾公開的一般資訊，而是更為深入及內
部的資料。

我們要求研究人員保持客觀，他們只能
在證明十分清晰的情況下，方可就實踐
目標及貫徹推行給予分數。因此，所有
沒有回應的公司，除了兩間外，均列入
落後的組別。此批公司中部分可能推行
了更多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措施，但是
由於未有回應調查，以及不能提供足夠
的公眾資訊，企業社會責任亞洲無法對
其企業社會責任水平作出準確的評級。

有些公司回覆了調查，但卻引述了整批
網頁或報告作為證明，也會遇上類似問
題。研究人員要花時間從整份報告中找
尋足夠的證明，因而有較大可能作出了
錯誤的理解。他們不能肯定該公司視哪
一項資料為支持的證明，其理解可能與
該公司回覆者的不同。願意花時間回覆
問題及提供清晰證明的公司，可較成功
地取得分數。



“
„80%

13%

最終得分最高為80%，最低為
13%，顯示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最佳及最差的公司之間，有著
顯著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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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3 



排名 公司名稱 總得分
百分比

企業社會
責任的策略
及匯報
(18)

與持份者
聯繫
(21)

工作間
質素
(32)

環境表現
(35)

供應鏈
(17)

投資社區
(12)

  1 滙豐控股 80% 17 21 23 25 12 10
  2 中電控股 77% 18 19 21 25 13 8
  3 中國移動 76% 17 21 22 19 16 8
  4 國泰航空 74% 17 19 27 20 11 6
  5 港鐵公司 71% 17 21 25 21 10 2
  6 香港中華煤氣 69% 14 21 20 18 14 6
  6 富士康國際控股 69% 18 17 18 17 16 7
  8 太古股份 67% 16 17 23 18 11 5
  9 恒生銀行 66% 14 18 24 19 8 6
10 香港交易所 63% 17 19 21 22 2 6
10 新鴻基地產 63% 11 21 16 16 12 9
12 利豐 61% 13 18 18 11 16 6
13 香港電燈 56% 11 16 15 21 7 6
14 騰訊控股 56% 13 15 16 10 13 8
15 信和置業 53% 9 19 16 17 9 1
16 新世界發展 52% 10 19 11 20 3 7
17 華潤創業 51% 8 18 19 10 10 4
17 思捷環球控股 51% 10 13 23 6 12 5
17 中國神華 51% 14 21 9 17 3 5
17 恒基地產 51% 11 19 14 10 8 7
21 中國石油化工 48% 11 21 13 18 0 2
21 建設銀行 48% 12 21 10 15 2 5
23 平安保險 47% 13 16 18 8 4 5
24 中國聯通 46% 13 16 14 11 5 3
25 東亞銀行 45% 8 13 21 13 5 1
26 中國銀行(香港) 44% 10 12 19 8 5 5
27 華潤電力 43% 10 17 18 11 0 2
27 恒隆地產 43% 12 14 15 11 4 2
29 中國石油 42% 15 21 9 9 1 2
30 工商銀行 41% 13 19 10 9 0 5
31 中國銀行 40% 15 18 6 13 0 2
32 中國海洋石油 38% 13 13 15 10 0 0
33 中國海外發展 33% 8 13 13 6 2 2
33 招商局國際 33% 12 17 6 7 0 2
35 交通銀行 31% 9 10 10 6 4 3
35 中國人壽 31% 11 16 8 5 0 2
37 中國鋁業 30% 11 11 9 8 1 1
38 和記黃埔 29% 5 18 6 2 7 1
39 中信泰富 25% 7 12 6 6 0 3
40 九龍倉 20% 6 12 0 8 0 1
41 長江實業 16% 7 13 1 0 0 0
42 中遠太平洋 13% 8 8 0 0 0 1

表2：樂施會企業社會責任調查包含各範疇評分的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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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得分 (滿分)

3.1 各公司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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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16%

26%

表2顯示了整體的調查結果，列出恒生指
數所有成份股公司的總得分百分比，以
及在個別範疇的得分。

總百分比反映了該公司在滿分為135分的
得分表現。我們按公司的個別表現，
將所有公司分為三組：領先、中游及落
後。領先組的得分在60%或以上；中游
組則取得40%至59%；而落後組為得分
在40%以下的公司。

2009年的回覆率較2008年的為高，只有
11家公司沒有回覆。在這批公司中，只
有中國石油及中國銀行沒有跌入落後組
（換言之，只有這兩家公司具備足夠的
公開資訊，顯示公司可能達到中游組的
企業社會責任水平）。

中電控股及富士康國際控股於企業社會
責任的策略及匯報方面取得最高分數。
在環境表現方面，中電控股與滙豐控股
同得最高分。值得注意的是，在與持份
者聯繫範疇，滙豐控股、中國移動、港
鐵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新鴻基地產、
中國神華、中國石油化工、建設銀行及
中國石油均能取得滿分。國泰航空則於
工作間質素方面得分最高。在供應鏈範
疇，中國移動、富士康國際控股及利豐
一同取得最高分數。最後，在社區範疇
領先的則是滙豐控股。

圖2顯示此次調查結果跟2008年的有何
差異。在2008年的調查中，58%的恒生
指數成份股公司處於落後組，得分低於

滿分的40%。16%的公司屬於中游組別，
其餘26%的公司為領先者，獲得滿分的
60%以上。2009年的結果顯示，過去
被視為落後的公司大有改進，只有26%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仍處於這個組別。
這與回覆率提升有莫大關係，令屬於中游
組別的公司數目大增，達總數的45%。

圖2：2008年及2009年的調查結果比較

領先

中游

落後

2008 

2009  

45%

26% 29%



圖3：公司總得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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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多家中資及港資公司均
證明已作出努力，改進其企業社會責任
表現，雖然2009年的問題更為具體，評
分制度較嚴謹，該等公司的總得分百分
比仍較2008年的大幅提高。中資公司如
騰訊控股、中國石油化工、建設銀行、
平安保險、中國聯通、工商銀行及中國
銀行均能將其企業社會責任排名提升到
中游組別，顯示出在某些企業社會責任
範疇有出色表現。多家港資公司，包括
香港電燈、新世界發展、恒基地產、東亞
銀行、中國銀行（香港）及恒隆地產在
2008年的得分百分比均較低，不過憑藉
改進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匯報，這批公司
得以在2009年的調查中晉身中游組別。

領先組別也出現了有趣的變化。在眾多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中，滙豐控股、
中電控股、中國移動、國泰航空、港鐵
公司、富士康國際控股、太古股份、
恒生銀行及香港交易所一如2008年，仍
能處於領先組別。事實上，前三位公司
的排名，跟2008年並無改變，依次為
滙豐控股、中電控股及中國移動。不過
，在2009年的調查中，香港中華煤氣、
新鴻基地產及利豐均能躋身領先組別，
反觀信和置業及華潤創業則跌入了中游
組別。

雖然在2009年的調查中，多家中資公司
打入中游組別，但在領先組別中，港資
公司仍佔較高比例，中資公司中只有中
國移動能晉身該組，總排名第三。滙豐
控股再一次在2009年的調查中登上榜首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該公司跟其他領

先公司的差異已大為減少。由於問題轉
變及評分方法更嚴謹，滙豐控股取得滿
分的80%，不及2008年的93%，與位居
亞軍的中電控股的距離已縮小。進步中
的公司能獲得理想分數，主要是由於在
董事會層面設有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指引作企業社
會責任匯報、擴展與社區團體及其他重
要持分者的對話，以及設定環保減排目
標等。

2009年的調查也顯示了，回覆調查跟能
進入領先及中游組別有更大的關係。正
如上文所述，一家公司能提供關於其企
業社會責任措施的資訊量，對公司可獲
的得分極為重要。換句話說，提供更多
資訊通常可爭取到更高的分數。在列於
領先及中游組別的31家公司中，有29家
作出了回覆。表3列出作了回覆的公司的
排名及得分，顯示出各公司回覆調查跟
列於領先及中游組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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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回覆調查公司的得分百分比

排名 公司名稱 得分百分比

  1 滙豐控股 80%

  2 中電控股 77%

  3 中國移動 76%

  4 國泰航空 74%

  5 港鐵公司 71%

  6 香港中華煤氣 69%

  6 富士康國際控股 69%

  8 太古股份 67%

  9 恒生銀行 66%

10 香港交易所 63%

10 新鴻基地產 63%

12 利豐 61%

13 香港電燈 56%

14 騰訊控股 56%

15 信和置業 53%

16 新世界發展 52%

17 華潤創業 51%

17 思捷環球控股 51%

17 中國神華 51%

17 恒基地產 51%

21 中國石油化工 48%

21 建設銀行 48%

23 平安保險 47%

24 中國聯通 46%

25 東亞銀行 45%

26 中國銀行（香港） 44%

27 華潤電力 43%

27 恒隆地產 43%

30 工商銀行 41%

33 中國海外發展 33%

37 中國鋁業 30%

表4是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推行企業社會
責任政策及措施的簡單一覽表。這些特定
的行動被視為良好的措施，並且反映恒生
指數成份股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了解及
投入程度。

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措施 佔所有公司
  的百分比

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作匯報 40%

獨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57%

行為守則中包含人權內容 19%

聯合國全球契約 17%

碳信息披露項目 33%

量度溫室氣體排放量 60%

減少消耗量的環保目標 43%

與供應商作持份者聯繫活動 64%

與工會作持份者聯繫活動 43%

適用於所有僱員的平等機會政策 67%

超時工作補償制度 55%

道德採購政策 69%

監管供應商 45%

配合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及/或國家發展目標 19%

量度社區投資的影響 29%

表4： 各公司推行特定企業社會責任措施的
百分比



15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調查  2009樂施會

接近六成公司均有製作獨立的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不過只有四成公司使用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的指引作匯報，更只有
17%的公司簽署了全球最大型的自願性
企業可持續發展盟約 ──《聯合國全球
契約》。該契約其中一個主要環節為在商
業運作中保障人權。因此，調查發現，
將人權包含於行為守則中的公司百分比，
跟簽署《聯合國全球契約》的起著相關
作用。

上述數字也顯示了，對恒生指數成份股
公司來說，氣候變化已成為重要的企業
社會責任課題，有更多公司參與了
「碳信息披露項目」(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此外，有六成公司量度了至少
部分業務的溫室氣體排放量，開始釐清
公司業務對氣候變化的影響。另一個可
喜現象，是有接近一半公司為至少一個
環境範疇，包括溫室氣體排放、能源、
水或紙張，制訂了減少消耗量的目標。
雖然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仍有很大的進
步空間，但各公司邁上應對這問題的第
一步，令人鼓舞。

眾所周知，要加強了解供應鏈管理及工
作間質素方面，供應商及工會是主要的
持份者。調查有一個有趣的發現，恒生
指數成份股公司視供應商為比工會更
重要的持份者。67%的公司設有適用於
所有僱員的平等機會政策，不過能提供
證明顯示公司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卻
較少。

雖然有69%的公司制訂了道德採購政策，
但只有45%會監察政策是否有效推行。
能將社區投資配合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
以及量度投資成效的公司，只佔頗低的
百分比，由此可見，很多公司未能對社
區投資訂立策略性的方向。



3.2.1 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

圖4：各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3.2 各範疇得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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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調查其中一個主要目標，為反映公
司如何透過推行政策及遵從行為守則，
展示對企業社會責任措施的承擔。領先
組與中游組的分野，從其行為守則的覆
蓋範圍及程度，以及是否有機制監管守
則有效推行，明顯可見。調查其中一個
可喜的發現，是不論行為守則的範圍為
何，有超過75%的公司設有機制監察守
則的推行。

雖然僅有少數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總共8家）明確地將有關人權的條文包
括於其道德守則中，差不多每家公司均
有提及相關的檢舉及企業管治政策。認
同人權價值似乎往往被視為理所當然，
無需明言，但各公司必須清晰地展示在
這方面的承擔，特別是其中多家簽署了
《聯合國全球契約》。中國石油化工在
這方面是好例子，該公司在其行為守則
中，有一章專門談論人權。

表5顯示，較多中資公司簽署了《聯合國
全球契約》，參與碳信息披露項目的數字
也與港資公司相若。不過，2009年的調
查發現，有更多公司參與了本地的氣候
變化盟約，其中大部分為港資公司。數
家公司也加入了一些全球性的盟約，如
《哥本哈根公報》 ( C o p e n h a g e n 

Communiqué)，另外多家港資公司則簽
署了本地的約章，例如香港環境保護署
的《減碳約章》及《清新空氣約章》。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另一項惹人注意的
關注氣候變化方式，為參與碳信息披露
項目。33%的公司正在量度本身直接的
溫室氣體排放量（包括源於業務運作、
因業務運作使用電力造成的間接排放，
以及業務活動的間接後果造成的排放），
以確定公司的「碳足印」水平，並會公開
有關數字。

調查中的策略及匯報範疇的結果可有效
地預測到整體成績。按照全球報告倡議
組織的指引製作獨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的公司，較有可能在調查的其他範疇取
得理想分數。40%的公司按照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的指引作匯報，其中過半列入
領先組別。使用該指引的公司中，53%
獲得滿分的63%或以上，得以成為領先
者。按另一方法計算，領先的公司中有
75%使用了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指引。
下面的圖5說明了此等結果。

 2 5

 8 6

12  2

中資港資

公司
企業社會
責任盟約

聯合國全球契約

碳信息披露項目

氣候變化論壇/約章

表5：港資及中資公司參與企業社會責任 
 盟約的數目



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 17 11
與持份者聯繫 17 19
工作間質素 8 3
環境表現 4 1
供應鏈 7 4
社區投資 3 2

總得分

沒有應用

企業社會責任範疇
得分 60 % 或以上的公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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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作匯報的公
司，對如何將企業社會責任結合至業務
中，有較為多層面的理解。所有按照全
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製作獨立企業社會
責任報告的公司，均顯示出在董事會層
面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由此可見，要將
企業社會責任結合至業務中，由管治最

高層負責訂立企業社會責任原則及推行
相關措施，至為重要。表6顯示，在每個
範疇得分最高的一批公司，大部分均按
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指引作匯報（除
了與持份者聯繫的範疇），可見得分高的
公司均應用該指引。

我們建議整體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落後的
公司，由董事會層面對企業社會責任問
責作為起步點，由此發展及推行建基於
國際標準及指引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
至於中游的公司，我們建議它們參加企
業社會責任圓桌會議及簽署約章，承諾

減輕本身業務對環境及供應鏈的影響。
所有公司均應將其企業行為守則擴至包
含尊重人權的條文，因為人權是推動可
持續發展的基礎原則，也融入於對社會
負責行徑的所有層面中。

圖5：各公司表現與按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匯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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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在每個企業社會責任範疇得分在60%或以上的公司數目
       （按是否採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指引分列）

應用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指引作匯報

沒有應用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指引作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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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與持份者聯繫

圖6：各公司在「與持份者聯繫」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表7：港資及中資公司在與持份者聯繫的範疇的得分分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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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在這範疇普遍獲得相當高的分數，
71%的公司得到滿分的至少70%，有9家
公司更取得滿分。有趣的是，獲得滿分
的公司不一定是企業社會責任整體表現
位於前列的公司。

中資及港資公司在這範疇均有理想表現。
事實上，以取得滿分的公司計算，中資
公司更稍多於港資公司。表7列出了在每
個分數區域的公司數目。由表中可見，
只得2家公司得分在50%以下，而有29家
公司獲得75%或以上。

過半（57%）的公司與所有五組持份者
均有聯繫：股東、顧客、僱員、供應商、
社區團體 /非政府組織。其餘的43%公司
，則沒有與社區團體/非政府組織或供應
商聯繫。60%的公司更因與其他主要持
份者，如政府、傳媒及監管者聯繫而獲
得額外分數。此等數字顯示，恒生指數
成份股公司了解積極與持份者聯繫，以
作為推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和政策，
非常重要。不過，在細心分析個別公司
的回覆，以及問題結構的局限後，我們
認為不應假定真正情況一如得分所反映
那樣樂觀。 

整體而言，大多數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均有採用多種方法回應持份者的關注，
包括公開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聚焦小
組、簡報會、公開會議及內部報告等。
有些公司設立了額外的溝通渠道，例如

電話熱線及意見箱等，但這不代表各公
司將此等溝通方式應用於所有有聯繫的
持份者群體。公司如能證明使用了多種
方法回應持份者的關注，即能獲得高分
，不論方法是用於一群持分者還是所有
持份者。舉例來說，周年大會、報告、簡
報會或內部會議等通常只用於與股東及
僱員聯繫，而甚少用於供應商、社區團體
/非政府組織及顧客身上。此外，各公司
不一定在各項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上均與
所有持份者聯繫，例如只向僱員就工作
間質素作聯繫，或只向社區團體就環境
表現作聯繫，也能取得分數。我們或會
在日後的調查中處理這項局限。

領先的公司致力就多項企業社會責任議
題，定期與範圍廣泛的持份者聯繫，作
為匯報的基礎。港鐵公司、滙豐控股、
香港中華煤氣及中國石油化工等公司均

公司　 0-24% 25-49% 50-74% 75-99% 100%

港資 0 1 8 13 4

中資 0 1 3 7 5

總計 0 2 11 2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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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與工會作聯繫的公司分佈

表8：未有視供應商為主要持份者作聯繫的公司在供應鏈範疇的表現

 與工會聯繫 

 數目  百分比

中資公司 11 69% 

港資公司 7 27%

領先的公司 6 50%

中游的公司 10 53%

落後的公司 2 18%

公司  0% 1-24% 25-49% 50-60% 61% 或以上

港資 4 1 2 1 0

中資 3 2 1 0 1

總計 7 3 3 1 1

在報告中詳列作聯繫持份者的細節、
作聯繫的方式，以及討論的內容。公司
與僱員談論工作間質素，作出評估，相
當常見，不過領先的公司會與僱員討論
氣候變化，以及這與工作間有何關係。
香港中華煤氣的報告就包含了持份者團
體代表的意見節錄，以及他們對公司的
建議。

36%的公司並未能提供與供應商作持份
者聯繫的證明，因而在供應鏈的範疇落

後其他公司。表8顯示了沒有將供應商視
為持份者作出聯繫的公司在供應鏈範疇
的得分。在15家公司中，有10家得分不
高於滿分的24%。

公司往往忽視了工會是主要的持份者，
57%的公司沒有與工會聯繫。表9列出了
領先、中游及落後公司與工會聯繫的分
佈。我們建議所有公司與工會作對話，
以認可僱員的福利和權益。



3.2.3 工作間質素

圖7：各公司在「工作間質素」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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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間政策
港資
公司

中資
公司 總計

與工會作
持份者聯繫

制訂關於僱員
加入工會的
明確政策

最高 ／
標準工時

男性侍產假

超時工作
補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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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問卷時，我們務求公司不能單憑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或網站的公開資訊已
可取得高分，因此沒有回覆問卷的公司
排列於評分榜末。整體而言，公司的企
業社會責任報告並沒有詳盡探討工作間
質素的問題。 

國泰航空在工作間質素範疇位居榜先，
其他領先的公司，如港鐵公司、恒生銀行、
滙豐控股及太古股份等均普遍取得高分。
不過，一些中游的公司，如思捷環球控
股及東亞銀行，在這範疇也取得理想分
數。沒有回覆調查或提供有關僱員方面
的公開資訊的公司，則得不到分數。各公
司的報告即使包含有關工作間的環節，
重點通常放在健康及安全措施；反觀問
卷提出更為深入、有關影響的問題，要求
各公司公開匯報工作間傷亡數字。不同
行業或業務類別在這方面的回應出現差
異，電訊業及運輸業較其他行業透明度
更高。

正如上文所述，多家公司並不視工會為
主要的持份者，只有少於半數的公司具
有有關僱員成為工會會員的明確政策。
由於2009年的評分標準較為嚴謹，各公
司需要有這方面的明確政策方可得分，
因此多家公司視加入工會為理所當然的
法定權利，無需明言，則不能得到相關
的分數。不過，在其他核心的企業社會
責任範疇表現較失色的招商局國際、中
國石油及建設銀行等中資公司，卻顯示
出尊重僱員參與工會。港資公司如香港
中華煤氣、恒生銀行、港鐵公司、國泰
航空及利豐均有容許結社自由的政策，

不過滙豐控股是唯一制訂了政策，表明
准許僱員領取假期參與工會活動。

調查也探討各公司有否發展諸如最高／
標準工時、超時工作補償及男性侍產假
等僱員政策。表10顯示，相比起中資公
司，有較多港資公司提供了有關最高／
標準工時的資訊，並且設有超時工作補
償制度。值得注意的是男性侍產假政策
，只有半數公司的僱員享有此項假期。
中國並沒有關於侍產假的全國性法例，
純粹視侍產假政策為自願性措施並不足
夠，忽視了父親在生育中的照顧責任。
香港的情況也類似，「侍產假並非法定
要求」是港資公司常見給予的答案，令

 7 11 18
 

 7 13 20
 

 14 3 17
 

 18 5 23
 

 13 10 23

表10：推行工作間政策的公司分佈



40小時或以下 7 3 10

41 - 44小時 7 0 7
45 - 48小時 0 0 0

超過48小時 1 1 2

未有資料 11 12 23

  有 9 1 10

沒有 17 15 32

表12：各公司的每周最高 ／標準工時

表11：提供彈性上班時間的公司分佈

港資公司 中資公司 總計

公司數目

港資公司 中資公司 總計

公司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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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顯示，只有少數中資公司提供有關
最高或標準工時的資訊，不過該等公司
卻憑較低的最高或標準工時而獲得理想
分數。有較多港資公司提供了有關標準
工時的資訊，平均為每周42小時。 

至於平等機會的問題，圖8顯示各公司普
遍對此議題的了解頗為有限，而且有頗

大差異。舉例而言，64%的公司並沒有
明確的政策保障僱員免受性騷擾，74%
的公司未有制訂平等機會政策保障僱員
不致因其性取向而受到歧視，另外只有
一家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表明，其僱員
不會因感染愛滋病毒或患上愛滋病而遭
歧視。

每周最高／標準工時

彈性上班時間

各公司在這方面不易獲得分數。華潤創
業及利豐在內地及香港均有業務，兩公
司給予內地僱員侍產假，但香港僱員則
不能享有。我們建議，各公司在各地業
務中制訂僱員政策時跟循較高的標準。

正如表11所示，港資公司較中資公司更
明白彈性上班時間的重要性，容許有核
心及錯開的工作時間的選擇。事實上，
中資公司對職務彈性的認識不多，只有
一家公司容許彈性上班時間。



圖8：平等機會政策涵蓋的範圍 圖9：處理投訴的機制

佔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總數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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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各公司設有廣泛的機制以回應
僱員對平等或歧視問題的投訴，由此可
見它們確有推行平等機會政策的決心。
圖9顯示，大多數公司設有特定部門或獨
立人士負責處理有關平等機會的投訴，
約半數制訂了舉報的政策。在這範疇表
現最佳的公司，會為因受到歧視的僱員
提供內部輔導。此等公司通常具備範圍
廣泛的平等機會政策，以及設有多種處理
僱員投訴的機制，展現出較佳的模式。

我們在調查中詢問各公司有否因經濟下
滑而裁員。這條問題並不用作評分，不
過各公司的回應值得一提。只有3家公司
──滙豐控股、太古股份及利豐在報告
中提及裁員；11家公司沒有回覆問卷，
因而未有對問題作答；所有回覆的公司
均強調，重視在衰退中採取裁員以外的
措施，包括內部調配或無薪假期。在工
作間質素的範疇中，如何回應經濟衰退
是各公司答案最為相近的部分。

圖10顯示，大部分公司均沒有提供女性
在高級和中級管理層所佔比例的資訊，
或表示女性佔低於30%。只有思捷環球
控股及東亞銀行的高級和中級管理層有
超過50%為女性，在這條問題取得滿分。

圖10： 按女性在高級和中級管理層所佔 
 比例的公司數目分佈

2

10

17

2

11
(%)



3.2.4 環境表現

圖11：各公司在「環境表現」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80

中電控股
滙豐控股

香港交易所
香港電燈
港鐵公司

新世界發展
國泰航空
中國移動
恒生銀行

中國石油化工
香港中華煤氣
太古股份
中國神華
信和置業

富士康國際控股
新鴻基地產
建設銀行
中國銀行
東亞銀行
中國聯通
恒隆地產
華潤電力
利豐

恒基地產
中國海洋石油
騰訊控股
華潤創業
中國石油
工商銀行
九龍倉

中國鋁業
平安保險

中國銀行(香港)
招商局國際
中信泰富
交通銀行

中國海外發展
思捷環球控股
中國人壽
和記黃埔
長江實業

中遠太平洋

0 20 40 60 100

26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調查  2009樂施會

(%)



7 5 2 14
5 12 2 19
5 2 1 8
5 14 0 19
2 1 0 3
5 9 2 16
8 2 1 11
4 8 2 14

表13：計算消耗量的公司數目（按資源類別、業務範圍及表現組別分列）

領先 中游 落後 總計

公司數目

能源

水

紙張

溫室氣體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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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公司較難於2009年的調查中全面符合
環境保護的要求。評分按照消耗量紀錄、
廢物管理、改進措施及減少消耗量目標等
有否涵蓋各公司部分或全部業務計算。
在這範疇領先的全屬港資公司，均能證明
其政策及措施涵蓋公司所有業務。滙豐
控股及中電控股再一次在環境表現範疇
領先，取得滿分的71%。緊隨其後的是
香港交易所、港鐵公司及香港電燈。

領先的公司均有記錄溫室氣體排放量及
匯報減少資源消耗量的計劃，因而取得
理想分數。有些中游公司在部分業務具
備環境改進計劃，但卻未能涵蓋所有業
務。而落後的公司對環保的理解，通常
仍局限於雙面列印及控制空調溫度。

在環保表現方面，相比港資公司，中資
公司的政策和措施往往是為了回應政府
的規管制度。舉例來說，多家中資公司
在回答問卷時，均將符合國家的環保法
規作為其環保表現的一部分。所以，中
游的中資公司可憑藉制訂具體的減少消
耗量目標取得分數，反觀多家領先的港
資公司在這環節卻不能得分。中游的中
資公司也開始記錄本身的資源消耗量，
顯示出已更為注重環保表現的透明度。
不過，在將環境改進計劃與業務計劃結
合方面，中游的中資公司則顯得較為欠
缺創意。

表13顯示，於部分業務計算資源消耗量
的公司，較於全部業務均有計算的為多。
各公司要於所有業務計算紙張及水的消
耗量，似乎尤其困難，不過現已較前更為
注重記錄能源消耗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

領先的公司如中電控股、滙豐控股、
中國移動、太古股份及港鐵公司，均在其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包括轄下所有業務
的能源消耗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紀錄。

消耗量紀錄 業務



9 5 1 15
3 14 5 22
1 4 0 5
9 10 3 22
4 3 0 7
6 10 2 18
6 4 0 10
6 8 4 18

3 2 0 5
6 7 0 13
0 1 0 1
3 4 0 7
0 1 0 1
3 3 0 6
2 2 0 4
5 2 0 7

領先 中游 落後 總計

公司數目

能源

水

紙張

溫室氣體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領先 中游 落後 總計

公司數目

能源

水

紙張

溫室氣體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全部
部分

表14：具備環境改進計劃的公司數目（按資源類別、業務範圍及表現組別分列）

表15：具備環境減少消耗量目標的公司數目（按資源類別、業務範圍及表現組別分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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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表14可見，落後公司的改進計劃，特
別是在水及紙張的消耗量方面，均只局
限於部分業務，即辦公室內的運作，如
關上水龍頭及雙面列印等。類似情況也
出現於能源及溫室氣體消耗方面，中游

公司具備減少能源消耗量及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改進計劃，但只涵蓋部分業務；
然而領先的公司則能提供證明，具備多
種不同而專門設計的改進計劃，以配合
各種不同的業務運作。

2008年的調查建議，各公司應在其政策
中包括在能源、廢物及溫室氣體方面的
具體減少消耗量目標，以顯示對環保的
承擔。在2009年的調查中，雖然有較多
公司表示，在所有或部分業務中，具備
減少能源消耗量、廢物及溫室氣體排放

量的改進計劃，但其中制訂了集團或部
門具體減少消耗量目標的不多。只有領
先的公司於所有四個環節──能源、水
、紙張消耗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均制訂
具體的減少目標。

改進計劃 業務

減少消耗量
目標

業務



圖12: 廢物管理措施

廢物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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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公司正在為旗下部分業務制訂短期
的減少消耗量的目標。值得注意的是，
領先的公司為能源及碳排放量制訂了為
期五年甚或更長的減少消耗量目標，涵
蓋公司所有業務，並且按照達標情況匯
報其環境表現；但卻沒有任何領先者為
水及紙張制訂長期而重要的減少目標。

普遍而言，各公司明白到需要管理本身
產生的廢物，不過只有6家公司在所有業
務均有廢物分類、循環或再用的廢物管
理措施。這些計劃的涵蓋範圍因公司而
異。圖12顯示，只有少數公司有涵蓋所
有業務的計劃，較多公司只能在旗下部
分業務管理廢物。僅得6家公司在轄下所
有業務均推行循環再造措施；而26家公
司的循環再造措施只局限於紙張及辦公
室內雙面列印。

電子及電訊業的公司特別專注於電子廢
物管理及創造再用產品；地產發展業及
公用事業公司則較為關注有機廢物及污
水的處理。各公司應了解本身業界獨特
的工作模式對廢物管理可作何貢獻，以
參與適當的緩減產生廢物的行動。

僅得少數公司明白，氣候變化對公司業
務營運的社群（特別是脆弱的社群）有
何影響。這個範疇的最後一條問題，詢
問各公司是否支持協助脆弱社群適應氣
候變化影響的措施。回應顯示，部分公
司誤解問題，提供證明，顯示僱員擔任
義工，參與環保非政府組織提升氣候變
化意識的活動。只有滙豐控股理解，適
應氣候變化包括讓建築物、人民及業務
免受天災影響的風險管理。



3.2.5 供應鏈

圖13：各公司在「供應鏈」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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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策略及匯報」範疇表現最佳的公司在「供應鏈」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供應鏈得分

企業社會
責任的策略
及匯報得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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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仍然是受到很多公司忽視的
範疇，相對於其他範疇，大多數公司在這
範疇表現失色。領先的公司為中國移動、
富士康國際控股及利豐，於滿分17分中
取得16分。供應鏈是頗為特別的範疇，
共有11家公司完全取不到分數，意味著
近三分一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沒有為

其供應鏈負起責任。此外，未能得分的
除了落後公司外，還包括4家中游公司，
顯示即使是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其他範疇
的公司，其供應鏈措施也顯得不足。下
圖展示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範
疇獲得滿分的70%或以上的19家公司於
供應鏈的表現，正好用以說明此點。

富士康國際控股

中電控股

香港交易所

港鐵公司

國泰航空

中國移動

滙豐控股

太古股份

中國銀行

中國石油

中國神華

恒生銀行

香港中華煤氣

中國海洋石油

工商銀行

中國聯通

平安保險

騰訊控股

利豐



 涵蓋所有業務 15 36%

 涵蓋部分業務 14 33%

 勞工標準 17 41%

 環境標準 24 57%

 健康及安全標準 20 48%

 所有主要供應商 9 21%

 部分主要供應商 10 24%

供應鏈中的溫室氣體管理 4 10%

 勞工權益 / 教育 3 7%

 環境保護 11 26%

 企業社會責任匯報 0 0%

 創造新的可持續產品 6 14%

表16：供應鏈表現各環節的參與公司數目

公司數目 佔恒指成份股公司
總數百分比

供應商行為守則

監管機制

供應商參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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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公司具備道德採購政策，不過只
有36%的公司於所有業務推行該政策。
由於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的供應鏈範圍
廣泛，此項差異足以構成嚴重影響。領
先的公司訂立了應用於所有業務的供應
商行為守則，要求對方遵循廣泛的勞工
標準、健康及安全標準，以及環境標準
。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公司的供應商行
為守則或採購政策中，環境標準的比重

遠比健康及安全或勞工等標準為高。各
公司應衡量本身在其供應鏈面對的風險
，從而制訂供應商行為守則，以盡量減
少風險的可能性及其影響。各公司亦可
參考適用於特定行業的附加標準的要求
。舉例而言，中電控股、富士康國際控
股、中國移動、騰訊控股及華潤創業均
包括有關人權及知識產權的條文於其供
應商行為守則中。

供應鏈表現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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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心分析表16，會發現55%的公司並沒
有監管其主要供應商有否遵循標準，而
只有21%的公司監管所有主要供應商。
大部分公司只使用調查或清單作為監管
機制；不過領先的公司會以專門的人力
資源推行多種監管機制，包括現場檢查、
審核、會議及查閱文件。公司接著會將
供應商按風險分類，務求令監管程序達
到最高效率。此等措施顯示該批公司致
力為其供應鏈問責。

只有4家公司為其供應商設有溫室氣體管
理項目，不過在聯繫供應商推動環保及
發展可持續產品方面，各公司卻顯得較
為積極。而與供應商一同發展可持續產
品的公司，也有相應的行動推動環保。
舉例而言，中國移動與供應商共同創製
更為可持續的電子物料之餘，也確保供
應商會作適當的循環再用。部分港資公
司藉為供應商提供指引或論壇的方式，
推動環保工作；有3家公司提供勞工權益
/教育的項目，但並無任何公司於企業社
會責任匯報方面與供應商聯繫。

道德地管理供應鏈是恒生指數成份股公
司最弱的一環，不過，中資公司和港資
公司的表現仍有值得比較之處。多家領先
的港資公司均制訂了供應商行為守則，
並監管主要供應商有否遵循標準。港資
公司也開始在其香港業務管理風險，但
很多仍未能將管理延伸至內地的大部分
供應商。石油及天然氣、金屬、公用事
業及能源等工業的廣泛供應鏈均有重大
風險，必須作出管理。中資公司如中國
海洋石油、中國石油化工、中國石油、
中國神華及中國鋁業均未有致力在其供
應鏈管理此等風險。中國電訊業或可視
為例外：中國移動及騰訊均有廣泛地管
理其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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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 社區投資

圖15：各公司在「社區投資」範疇的得分百分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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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調查中的社區投資範疇，嘗試區
別視社區投資為長遠政策的公司及純粹
作慈善捐款的公司。調查的問題旨在了
解各公司的社區投資有否配合發展目標
或公司重視的特定目標或倡議。我們使
用「企業捐獻標準」(Corporate Giving 
Standard)作為衡量整體企業捐獻價值的
工具。調查詢問各公司的整體企業捐獻
的金錢價值，其中包括直接現金、以公
平市場價值計算的非現金餽贈、基金會
撥款及義務服務等。各公司需要計算其
貢獻中的非現金成分，方可獲得較高分
數。接著我們會按照整體企業捐獻價值
佔公司稅前盈利的百分比作評分。滙豐
控股、新鴻基地產、騰訊控股、中國聯
通、富士康國際控股、平安保險及東亞
銀行均捐出至少1%的盈利作慈善用途。

2008年的「企業捐獻標準」調查研究了
137家公司的表現，包括「財富100大」
美國上市公司中的55家。總現金捐獻佔
稅前盈利百分比的中位值為0.81%；恒
生指數成份股公司的表現相比下大為遜
色，中位值僅為0.16%，只有7家公司捐
獻出超過1%的稅前盈利作慈善用途，與
其他公司顯出有重大分別。「企業捐獻
標準」調查其中一項重大發現，是企業
的捐獻與業績在統計上並無直接關係；
關於恒生指數成份股的這項調查也獲得
類似結果，數家錄得虧損的公司，包括
中信泰富及國泰航空，均繼續作出企業
捐獻。 

19%的公司憑其社區投資配合聯合國千
禧發展目標而獲得分數。值得注意的是
，並沒有公司公開表明其社區投資措施
配合該等目標。因此，問卷的回覆需要
解釋投資對貧窮及發展等議題有何貢獻
，方可得到分數。有趣的是，中資公司
如中國神華、中國石油、招商局國際、
中國石油化工及中國鋁業均對此問題作
出正面的回覆，展示公司對中國的國家
發展目標的承擔。

在各恒生指數成分股公司中，投資於
教育成為了常見的主題。多家中資公司
將投資集中於小學層面的教育，並將之
配合推動農村發展的目標。舉例而言，
平安保險捐款於中國偏遠地區興建52家
「希望工程」小學，並計劃到2009年底
增至100家。大部分恒生指數成分股公司
在其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中，均有專門章
節講述公司如何支持「512中國地震」的
災民。雖然捐款只佔恒生指數成份股公
司的稅前盈利頗低比率，但各公司普遍
慷慨捐助512地震的救援工作。

港資公司則較為喜歡將社區投資結合義
工活動及推動環保意識，如香港電燈、
信和置業及恒基地產均提供了證明，公司
與環保非政府組織合作，協助僱員增進對
氣候變化的了解。從事房地產業的港資
公司則透過推動循環再用的活動，提升
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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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建議，各公司為了展示以社區投資
作為長遠策略的承擔，應制訂制度衡量
社區投資的效益，作為未來改進的指標。
在此次調查中，只有29%的公司能提供
證明，設有制度衡量公司在社區的效果。
各公司常用的衡量效果方法為調查或要
求社區團體反映意見，而非較為正規的
衡量方法。滙豐控股是唯一表示採用了
「倫敦基準團體」(London Benchmarking 
Group) 方法的公司。6 不過，並沒有證
明顯示，該公司使用此方法衡量在亞洲
的社區投資影響。調查發現，滙豐控股
、新鴻基地產、騰訊控股及富士康國際
控股等公司不僅將至少1%的稅前盈利投
資於社區，並且會監管其影響，確保捐
獻有效益。

圖16顯示，74%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相信僱員的義務工作是投資於社區的其
中一個重要途徑，大多數公司均公開匯
報僱員的義工活動。約三分一的公司設
有義工計劃，讓僱員在工作時間內及工
餘參與。

沒有回覆問卷的公司難以在社區投資範
疇取得理想分數，因為即使公司報告花大
量篇幅於社區投資措施，但不一定包括
公司如何衡量其社區投資影響的資訊。

圖16：義工計劃



4.1 全球的立法趨勢

企業社會責任的全球自願性措施已逐漸
成為主流，不過，各國政府及股票交易
所透過立法及制訂合規要求，推行某些
標準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企業社會責
任在全球發展的趨勢，均是自願與立法
雙線並行。過去，英國、歐洲、澳洲、
北美及南非等地在立法方面較為成熟，
不過亞洲各地政府已開始規管企業社會
責任。

英國《公司法》(UK Companies Act) 
2006年的修訂在這方面是先行者。修訂
旨在將監管架構更新，以配合現代的商

業環境。跟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是涉及
董事職責的第172條，將開明股東價值的
概念列入法例中。法例認同，如果公司
能充分地關注更廣泛的事務，如社區、
環境及僱員，董事就更有可能獲得長期
可持續的成功，對其股東有利。法例
首次表明，董事就其公司業務對環境
及社會的影響，須肩負責任。第417條
列明，要求董事必須報告有關社會、
環境、僱員、社區、與供應商及其他人
的合約關係的資訊。從近期發展看來，
《公司法》可能再作修訂，令有關要求
更為嚴謹。英國政府已推出了全球首個
具法律約束力的碳預算案，旨在到
2050年時減少碳排放量達80%。7 而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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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2 0 1 0年生效的《減碳承諾法》
(Carbon Reduction Commitment Law) 
會影響約5,000家大型公司。在此情況下
，《公司法》將作出修訂，要求董事報
告溫室氣體排放量，否則須作解釋。8 此
項進取的目標值得欣賞，不過卻需要政
府、商界及監管者衷誠合作，方可落實
承諾。

歐洲理事會主席最近發表有關企業社會
責任的聲明，表示歐盟成員國應帶領全
球，在建立市場、打擊貪污、保護環境
，以及確保工作間的人類尊嚴及人權等
方面，樹立企業社會責任的榜樣。丹麥
及瑞典等歐洲國家已要求國內上市公司
公開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瑞典政府於
2008年實施規定，要求國有企業按照全
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架構作匯報，並要獲
得第三方的確認。丹麥也已通過關於企
業社會責任匯報的新法例，將於2010年
生效。法例要求1,100家最大型的企業
（包括私人、國有企業及機構投資者）
在其年度財務報告中包括企業社會責任
的資訊，各機構將需要描述其企業社會
責任或社會責任投資政策、解釋政策如
何執行，以及有何成效。

在德國，上市公司需要在年報中匯報
足以對其表現造成相當影響的非財務
指標。而有超逾300名僱員的法國公司，
則需要填交「社會審計」(bilan social)，
匯報 1 3 4 項 與 勞工相關的指標。
20 0 1年的《新經濟規管法》(New 
Economic Regulations Act)進一步要求上
市公司在其年報中公開有關40項社會及
環境標準的數據。目前法國國會正在審
議的《格勒內勒法案》(Grenelle Acts)，
將會要求上市及非上市的公司在其董事

會會議、周年大會及年度財務報告中，
就與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的議題作標
準化的匯報。此外，阿根廷布宜諾斯艾
利斯已下令要求僱員超逾300人的公司需
要每年作可持續發展報告。

亞洲方面，中國政府或可算是對企業社
會責任最為積極的。2008年1月，國務
院轄下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下
稱國資委）對國有企業如何推行企業社
會責任措施，發表了指導性原則。9 此外
，政府鼓勵直屬於中央政府的國有企業
以身作則，加強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以
開放態度公開資訊，改進與持份者的溝
通，在跨國業務中加強問責，並作為其
他商業機構的企業社會責任典範，以及
中國經濟的支柱。國資委官員並且強調
，直屬中央政府的國有企業必須在其外
國業務中，達到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10

除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指引外
，中國商務部也發出了《外商投資企業
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指引（草案）》。指
引是長期的計劃，旨在鼓勵在中國經營
的外商將其業務最佳運作標準用以推動
中國社會發展，並且適用於不論身處
中國何地的所有外商投資企業，涵蓋其
經濟、社會及環境責任。2007年8月，
中國進出口銀行發出了《中國進出口銀
行貸款項目環境與社會評價指導意見》
，註明貸款予海外項目需要作社會及環
境影響評估，以及借方必須依循所在國
家的法律及規例。

在台灣，條例規定所有上市公司要在
年報及招股書的企業管治說明中包含
企業社會責任匯報，其中包括企業社會
責任制度、制訂的措施及相關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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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則按照《關於在商業活動中
促進環境考慮的法例》(Law Concerning 
Promo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sideration in 
Business Activities)，要求作有關環境的
匯報。2006年，日本更推行強制性溫室
氣體計算及匯報制度，要求大量排放溫
室氣體的特定機構，計算及匯報其排放
量。此外，日本並有多項公共支援措施
，例如為研究及發展緩減氣候變化科技
而設的特別稅務寬減及津貼。11 

印尼是區內（甚或全球）唯一強制性處
理可持續發展及相關信息披露的國家。
政府直接透過《有限公司法例40/2007號》
(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 Law Number 
40/2007)，強制要求作可持續發展的公佈
；另 外 「 資 本 市 場 監 管 者 代理」
(Capital Market Supervisor Agency)
透過Bapepam-LK條例X.K.6，也要求同
樣的公佈。法例第74條要求「天然資
源公司」推行企業社會責任項目，註
明公司若不推行，將遭制裁。12 在菲律
賓，眾議院即將審議一條要求公司透
過社區項目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法案。
《企業社會責任法2009》(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ct 2009)強制要求
，企業「透過肩負在所有業務層面本身
活動對顧客、僱員、股東、社區及環
境的責任，考慮社會的利益」。13 

於2009年初，聯合國秘書長的商業及人
權特別代表John Ruggie 教授，公佈了
他的「企業法律工具」(Corporate Law 
Tools)項目。該項目有全球19家頂尖的
企業法律事務所參與，協助他識別超過
40個司法管轄區的企業及證券法例，能
否及如何促進與人權相關的企業文化。
項目要求各法律事務所跟從統一的研究

範本，探討合併與上市、董事職責、匯
報及與持份者聯繫等議題。截至2010年
3月，該項目已完成一系列12份報告，包
括一份關於中國（包含香港）的報告，
以及一份關於2009年11月舉行的多方持
份者專家會議的簡報。該會議討論了企
業及證券法例中有關人權的範疇有何法
律及政策改革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監管
者與交易所可擔當的角色。14

「企業法律工具」項目只是秘書長特別
代表工作的一部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委託他將聯合國回應商業及人權挑戰的
「保障、尊重及補償架構」(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付諸
實施。該架構由秘書長特別代表建議，
於2008年獲理事會通過，內容建基於
三項各自獨立但又互補的支柱：國家有
責任透過適當的政策、立法及裁決，保
障人權免受第三者侵害，包括商界；企
業有責任尊重人權，意味著須盡責避免侵
犯他人的權利；以及讓受害者更容易取
得有效的補償，其中包括法律內外的途徑
。因此，秘書長特別代表除了探討各公
司應如何改進其人權紀錄外，也正在檢
視在預防及處理跟企業相關的侵權時，國
家及其代理機構可以擔當甚麼角色。

4.2 各股票交易所新的可持續發展
 措施

不論各國政府是否制訂新法例或就現行
法例作演繹，股票交易所仍可在鼓勵企
業社會責任匯報及其他措施方面擔當重
要角色。多家交易所目前正在制訂積極
主動的商業策略，以回應投資者對
「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日益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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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此等趨勢背後一個主要的推動力，
是氣候變化問題在經濟和政治上均漸趨
重要，加上已出現過渡至未來低碳經濟
的市場誘因。勞工標準、人權、產品安全、
人力資本及減貧等也屬重要議題。15

在已發展成熟的市場如澳洲，股票交易
所的條例較為完備。澳洲證券交易所的
企業管治議會邁出了重要一步，在
2007年8月修訂其《企業管治原則及
建議》（修訂原則）時，加入了與可持續
發展相關的議題。澳洲證券交易所上市
條例4.10.3要求，須在年報的企業管治
聲明中披露公司依循建議的程度，並在
有需要時解釋沒有依循的原因。「修訂
原則」的第7號原則註明，各公司須制訂
政策以監督及管理實質業務風險，並披
露此等政策的總結。此等風險包括而不
局限於營運、環境、可持續性、合規、
策略、道德操守、聲譽或品牌、技術、
產品或服務質素、人力資本、財務匯報
及市場相關的風險。16

中國的股票交易所同樣經歷了企業社會
責任意識提升，並且鼓勵公司發表企業
社會責任年報。深圳證券交易所於2006
年初發出了企業社會責任指引予上市公
司，而上海證券交易所也於2008年中，
發佈《關於加強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承擔
工作暨發佈<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環
境資訊披露指引>的通知》，引進了相同
的措施。17 於2009年，上海證券交易所
推出「上證社會責任指數」，成份包括
100家在該交易所上市及於實踐社會責任
方面有良好表現的公司。此外，中國也
在發展一項「綠色證券環保指數」，要求
嚴重污染環境的公司於申請在中國的交
易所上市前，先進行環境評估。18

約翰內斯堡及馬來西亞的股票交易所均
要求上市公司至少每年一次製作可持續
發展報告。馬來西亞上市公司目前需要
在其年報內包括一段關於公司企業社會
責任活動及措施的描述，或表明沒有相
關活動及措施。同時，馬來西亞交易所
推出了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架構」，作為
上市公司推行及匯報企業社會責任的指
引。該架構關注企業社會責任模式的四
個核心範疇，包括環境、工作間、社區
及市場（排名不分先後）。19

南韓的股票交易所則於2009年推出
「南韓社會責任投資指數」。該指數旨在
以三大支柱範疇：環境、社會及管治，
衡量各公司的政策、表現及匯報。一家
公司必須能有效處理三大支柱範疇，
方可算是已將可持續發展融入其業務模
式中。該交易所正計劃在2010年發展一
項與綠色相關的股票指數，以推動綠色
金融。

截至2009年底，國際證券交易所聯會的
成員，直接或透過附屬機構共提供50項
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投資指數。20 雖然
已有愈來愈多交易所採取新措施提升上
市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並推動公
司進一步披露與「環境、社會及管治」
相關表現的資訊，但是香港交易所及特
區政府仍未有採取任何全面的行動，將
強制性非財務匯報措施、社會責任投資
指數及企業社會責任立法引進香港。面
對上述發展，現在正是適當時機，讓政
府與交易所檢討其他國家的良好模式，
於推動香港的企業社會責任擔當積極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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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及建議5 
5.1 結論

2009年調查的回應率顯示，恒生指數成
份股公司對透明度及企業社會責任已有
更大的承擔。從2008年的報告發表後與
各公司的接觸看來，我們認為恒指公司
明白調查的價值，可以作為社會大眾、
投資者及其他重要持份者的指標工具。
多家公司在出席調查簡報會時反應積極，
並且在調查初期已開始參與。整體而言，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的表現較上一次
調查時有顯著進步。

調查對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作出整體分
析，其結果為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措施
在香港目前的發展提供了清晰的圖象。
領先的公司在調查列出的所有六個企業
社會責任範疇均顯示出承擔，能將全面
的政策及措施融合到其商業策略中。此
等公司以多種不同方式，將企業社會責
任提升至另一層次，包括與多方持份者
對話、訂立進取的供應商行為守則，
以及特定的減排措施等。2009年的調查
再一次顯示，港資公司在整體排名依然
領先；不過多家公司由落後組別升至
中游，表現大為改進，令人鼓舞。

在「企業社會責任的策略及匯報」範疇
中作出理想回應的公司，普遍在整個調
查上均有出色表現，因為此等公司具備
較高層次的企業社會責任管治，以及在
範圍廣泛的業務中推行可持續及負責任

的業務運作模式。大多數公司均顯示
出在過去的財政年度與多方持份者作
聯繫，不過各公司的聯繫深入程度有異。
多家公司表現較為失色的是供應鏈議題，
主要問題出於未有制訂特定的標準或目
標，及/或未有供應鏈監管措施。樂施會
特別關注很可能對發展中國家人民的生
計及權益造成重大影響的供應鏈議題，
這明顯是各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成績
較遜、需要處理的範疇。

大多數公司均已邁出第一步，開始量度
至少一項環境表現的消耗量，這是可喜
的現象，顯示商界對本身「環境足印」
的關注已經提升。此外，中游公司全都
在部分業務中制訂了減少消耗量和排放
量的改進計劃；領先的公司則制訂了長
期的減少消耗量目標，以及適用於所有
業務的改進計劃，以達致目標。已有較
多公司參與了本土及全球的業內盟約，
特別是在氣候變化方面。可以預見，這
個範疇將會在本土及國際層面日益獲得
公司關注。

雖然港資公司整體表現較佳，在領先組
別的比率也高於平均，但中資公司正急
起直追。調查其中一個有趣的發現，是
中資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進步甚
快。中國移動排名第三，總得分緊貼中
電控股；另一家中資公司富士康國際控
股也打入十大。不過，更重要的是，中資
公司現在大多列入中游組別，正在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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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步。舉例而言，有7家中資公司由落後
組別晉身中游組別，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其中一個最為突出的例子是騰訊控股，
排名由第41躍升至第14位。此外，中資
公司熱烈支持聯合國全球契約，簽署者
比港資公司多出逾倍，同時，也有較多
中資公司按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標準
製作企業社會責任報告。參與「碳信息
披露項目」的中資公司數目，也與港資
公司相若。中資公司在與持份者聯繫
（得分前列的公司中，中資較港資更多）、
與工會聯繫（69%的中資公司與工會有
聯繫）及供應鏈管理（首兩位均屬中資
公司）等環節，表現相當出色。

評分制度除了評估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外
，也衡量公司的透明度。我們感謝回應
此調查的公司所作的努力。此等公司所
提供的證明往往包括引用公開的資訊。
領先的公司經常引用此種公開的資訊來
源，不單反映其措施的廣泛程度，也顯
示公司致力作企業社會責任匯報。不過
，多家公司仍未能提供一般層面以外的
資訊。此次調查再一次證明，制訂了最
為全面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與具備最
優異的公眾匯報有莫大的關係。

樂施會相信，改進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必
須由區內最大型和最重要的公司做起。
所有港資及中資公司必須處理表現較遜
色的範疇，方可以達到較高的標準。需
要各公司更為努力，以達到較為理想水
平的範疇，包括了供應鏈及制訂環境改
進計畫。企業除了作捐贈外，也應設立
制度衡量社區投資措施的成效及影響。

像適應氣候變化影響等新的範疇，讓各
公司有機會不單評估氣候變化對其業務
的風險，也延伸至探討對業務所在地較
貧窮社區的影響。這是環境表現和社區
投資可以結合的範疇，我們期望在日後
的調查中，在這方面作更深入的探討。

5.2 建議

樂施會致力在香港商界推動企業社會責
任，各界熱切要求頂尖的上市公司在此
運動中以身作則，因此我們向各公司、
香港交易所、香港特區政府及其他重要
的持份者，提出以下的建議。我們期望
，這可以作為與各方持份者為滅貧及推
進企業社會責任至更高層次進行持續對
話和合作的初步基礎。

5.2.1 給予港資及中資公司的建議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表現落後的公司，我
們建議，作為起點，應由董事會層面開
始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並發展建基於國
際標準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對於中游
公司，我們則建議加入全球性的企業社
會責任盟約及圓桌會議，並且在企業社
會責任的匯報及管理中，採用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的指引及相關行業補充指引。
所有公司均應在其網站及企業社會責任
年報中公佈主要的非財務資訊，以改進
透明度。

各公司可以擴闊與持份者對話的範圍，
包括並非財政上投資於公司的群體，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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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改進。我們呼籲各公司積極與工會聯
繫，以進一步表現對僱員的重視。與供
應商作聯繫也極其重要，這是各公司均
應多加努力的範疇。中游和落後的公司
要改進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其中一個
重要任務就是透過與供應商對話，在供
應鏈方面接受問責。

各公司應明白，僱員政策及措施是整體
企業社會責任策略及匯報的重要部分。
舉例而言，更為共融的平等機會僱用政
策、更為靈活的職務安排、適當的工作
時間、男性侍產假的選擇，以及為更理
想的工作與生活平衡而設的休假安排，
均是各公司可以致力改進的地方。

在環境方面，所有公司均應制訂能源、
水、溫室氣體排放、紙張及廢物的減少
消耗量目標，涵蓋所有業務。領先的公
司能在匯報其環境表現時，交代在所有
業務中達致此等目標。我們也呼籲，恒
生指數成份股公司以身作則，緩減氣候
變化的影響，以及為貧窮社群的利益倡
議進取的政策轉變。

中游及落後的公司要改進其企業社會責
任表現，必須推行以下各方面：透過與
供應商對話，在供應鏈方面接受問責；
制訂道德採購政策或行為守則；有效的
監管制度，以及發展能力建設措施等。
領先的公司必須將關於供應鏈的重要監
管及核實資訊公開，讓公眾監察，以提
高透明度。氣候變化及供應鏈管理均是
值得各公司注視的新範疇。

各公司為了展示對將社區投資作為長遠
策略的承擔，應確立制度，衡量其社區
投資的成效及影響，以作未來改進的指
標。我們建議，各公司不應局限於慈善
捐款，而應與非政府組織合作，建立策
略性關係，最終達到互惠的效果。

5.2.2  給予香港交易所及香港特區政府 
 的建議

我們深信，香港交易所作為認可的證券
監管機構，在將香港發展成可持續的金
融市場及推動香港加強企業透明度的議
題上，應擔當領導地位。香港交易所若
要求各公司按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標
準公開披露其企業社會責任表現，作為
強制性的上市原則，將會是非常積極的
起步點。港交所也可探討將社會責任
投資指數引進香港金融市場的可能性。
各公司因而需要公開與「環境、社會及
管治」相關的風險管理，可以成為對社
會大眾有用的基準，並推動各公司改進
企業社會責任表現。

我們呼籲政府及立法會對公司制訂更嚴
謹的監管。樂施會期望，政府可借助目
前正在重寫《公司條例》的機會，要求
公司按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標準加強
披露非財務的企業數據，以及強制公司
須作企業社會責任匯報，內容包括公司
運作對僱員或工作間、環境、供應鏈、
社區及各方持份者的影響。此外，金融
機構也需要公開其投資政策，讓公眾得
悉其投資考慮企業社會責任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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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期望政府除了立法以外，可以身
作則，與重要的持份者及商界在香港推
動企業社會責任。政府應就企業社會責
任制訂長遠政策，並為加強企業社會責
任表現的公司提供誘因，例如組織推廣
活動、就企業社會責任檢討政府對內對
外的政策、在公共項目中給予有良好企
業社會責任表現的公司優先機會，以及
為提升企業社會責任意識的活動提供撥
款及其他支援、為中小企公司提供研究
及培訓。

在中國內地方面，近期趨勢顯示，中央
政府已開列一套詳細的指引，要求國有
企業肩負責任遵行，以身作則，推動其
他公司仿效。其他國家的政府也在對影
響社區的高風險議題（例如資源開採及
氣候變化）制訂具體的要求。我們相信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同樣提出企業必須
應對的重要議題，並聯同相關的專家及
民間組織，制訂全面的指導原則或良好
工作模式的建議。

5.2.3 給予投資者的建議

企業管治已成為亞太區投資者重點關注
的事項。投資者應找尋有良好管治及透
明度的公司，以確保他們有足夠資訊作
明智決定。他們可要求各公司披露財務
及非財務的資訊，以減少財務以至社會
及環境層面的風險。社會責任投資者可
主動在股東會議上，與公司的領導層開
展相關對話。

推動社會責任投資的基準指數，是對投
資者有用的工具。此投資概念在區內正
日漸流行，投資者可使用此等資源，按
照負責任的原則評核亞洲區公司是否符
合基準。除了使用亞洲特定的指數外，
多項全球性的指數也有助評定亞洲區公
司是否符合國際最佳模式的基準。

5.2.4 給予香港普羅大眾的建議

在公司與廣泛的持份者聯繫時，普羅大
眾也可對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有舉足輕重
的影響。作為消費者，我們必須向各公
司要求更符合道德的產品及服務。若大
家消費時，開始研究產品及服務的整個
生產流程，以至可持續發展的可能，各
公司就會面對壓力，要回應環境及社會
的訴求。

傳媒應繼續以積極方式與公司聯繫，致力
向公眾報道公司的措施及活動。分析員、
學者及公民社會團體應繼續為公眾利益
及透明度進行研究，評價公司表現。社會
上出現大量公開及以證明為本的企業社
會責任表現資訊，將可望推動公司為其
行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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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

企業社會責任調查2009

歡迎參與樂施會企業社會責任調查2009！今次是連續第二年向各公司發出問卷，目的是為了

掌握恒生指數成份股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

今次調查結果將有助了解香港上市公司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狀況，並替恒生指數成份股

公司的表現評分。每家公司的得分是按公司提供的相關資訊而計算出來的。

請注意：我們是根據  貴公司提供的資訊來進行評分及排名。倘若沒有收到  貴公司的回覆，
我們會根據  貴公司向大眾公開的資訊來進行評級。今次調查的結果將會公開發表。

我們建議您在填寫問卷前，請先閱讀「常見問題」文件，使您對是次調查有全面的瞭解。

注意事項

■ 請在四個工作週之內，即2009年8月31日前填妥及交回問卷。

■ 問卷共分為六個部分，其中包括多項選擇題和開放式題目。在回答問題時，請儘量提供

與問題相關的資訊。若有需要，可採用附件的形式提交。

■ 問卷可以交給　貴公司的公司秘書、人力資源經理、企業傳訊經理、企業社會責任經理

或其他企業社會責任相關部門處理，但相信問卷需要由多個部門協力完成，請預留充足

的時間統籌各部門的參與。

■ 請將填妥的問卷電郵給黃翠珊cswong@csr-asia.com，或郵寄至企業社會責任亞洲

（CSR Asia），地址：香港上環蘇杭街19-25號永昌商業大廈15樓A室，黃翠珊收。

■ 收到  貴公司填交的問卷後，我們會以電郵回覆及確認收悉。

請仔細閱讀「常見問題」文件，如果您在填寫問卷時遇上問題或技術上的疑難，請聯絡︰

企業社會責任亞洲的職員 Jacqui Dixon，+852 3579 8079 或 jdixon@csr-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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