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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成趨勢融資選擇多 
增企業疫後營商競爭⼒
新冠肺炎疫情為全球供應鏈敲響警鐘，各地企業
不得不重整其供應鏈策略，並實踐可持續發展。
2022年9⽉7⽇

香港貿發局早前舉⾏「實現可持續發展：中⼩企ESG融資解決
⽅案」網上研討會，由該局經濟師及滙豐銀⾏代表剖析環境保
護、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ESG）的融資解決⽅案，如何協助
中⼩企提升疫後營商競爭⼒。 

（網上觀看）「實現可持續發展：中⼩企ESG融資解決⽅
案」研討會

中⼩企快訊

https://hkmb.hktdc.com/tc/Section/%E4%B8%AD%E5%B0%8F%E4%BC%81%E5%BF%AB%E8%A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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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融資助增疫後營商競爭⼒

氣候變化影響全球，香港與其他城市⼀樣，正⾯對氣溫上升和
更多極端天氣現象的問題。2015年，聯合國公佈17項「2030
永續發展⽬標」，⽽具有法律約束⼒的《巴黎協定》則致⼒推
動減碳政策，在本世紀內把全球氣溫升幅控制在攝⽒1.5⾄2
度之內。與此同時，國家《⼗四五規劃》⽀持香港發展成為綠
⾊⾦融中⼼，尤其是協助⼤灣區的綠⾊項⽬進⾏融資和認證，
為業界帶來新商機。 
 
為了減緩氣溫上升，香港特區政府訂下氣候⾏動藍圖，透過
「淨零發電」、「節能綠建」、「綠⾊運輸」和「全⺠減廢」
四⼤策略，嘗試從源頭解決問題，冀在2035年前把碳排放減
半（與2005年相比）、2050年達⾄碳中和。 
 

投放逾2,400億港元

中⼩企缺錢財⼈才 

事實上，近五年有關ESG的債券和基⾦產品以倍數增⻑。「然
⽽，取得這些綠⾊資⾦的以⼤企業為主，中⼩企相對較少。」
傅⾄樂強調，企業需要創新技術及資⾦⽀持他們⾏可持續發展
之路。「據香港⽣產⼒促進局早前進⾏的調查顯⽰，64%中
⼩企認為推⾏ESG的最⼤困難是⽋缺相關知識和資⾦，他們最
需要的正正是財政⽀援、業界指引和⼈才培訓。」 
 
他指出，香港⾦融管理局先後推出「綠⾊和可持續⾦融數據資
源信息庫」以及「綠⾊和可持續⾦融資助計劃」，分別協助⾦
融業界查找數據⽤於風險管理、分析和研究，以及協助中⼩企
更有效地申請綠⾊貸款。「⾦管局已選定了16家認可評審機

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經濟師傅⾄樂
說：「政府希望把可再⽣能源佔發
電燃料的佔比由7%增⾄15%；其
次，提升建築物的能源效益，減少
⽤冷氣和燈；在交通⽅⾯，推動汽
⾞電動化，並在2030年前，停⽌
燃油汽⾞登記發牌；⾄於減廢⽅
⾯，則提倡以廢物作發電燃料，減
少對環境的污染，⼜實施膠袋徵

費、⿎勵市⺠減少使⽤塑膠餐具等。」 
 
政府更成立了「氣候變化及碳中⼼督導委員會」推動政策及加
強教育，⼜設立了多個諮詢委員會收集公眾意⾒，並⿎勵以創
新科技提升能源效益和減低碳排放量。「預計在未來10⾄15
年，香港將投放2,400億港元，從多⽅⾯解決氣候問題。除了
稅收外，政府亦會在公營及私營兩⽅⾯推動綠⾊⾦融的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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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可助中⼩企作評級或認證，⽽該局最⾼可提供80萬元資
助，並⼤幅降低申請有關資助的⾨檻，由2億港元貸款額減⾄
1億港元，以⿎勵更多中⼩企申請。」 
 

《香港氣候⾏動藍圖2050》，以「零碳排放 • 綠⾊宜居 • 持
續發展」為願景，提出香港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策略
和⽬標。

 
 

《香港氣候⾏動藍圖2050》透過「淨零發電」、「節能綠
建」、「綠⾊運輸」和「全⺠減廢」四⼤策略，嘗試從源頭解
決問題。

ESG有助提升競爭⼒ 



9/16/22, 12:00 PM ESG成趨勢融資選擇多 增企業疫後營商競爭力 | 中小企快訊 | HKMB - 商貿全接觸

https://hkmb.hktdc.com/tc/WjVW0Wik/中小企快訊/ESG成趨勢融資選擇多-增企業疫後營商競爭力 4/9

與往年相比，2021年特定收益⽤途（UoP）綠⾊債券的資⾦
⽤途更平均覆蓋不同領域。

兩⼤類ESG貸款滿⾜不同需求 

吳嘉鈺介紹，⽬前市場上提供的可持續融資⽅案主要分兩類：
「綠⾊貸款」以及「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她說，「綠
⾊貸款」的資⾦須⽤於指定的綠⾊項⽬，例如購買獲環保認證
的原材料、在廠房天台安裝有助節能減排的太陽能板、改⽤電
動或混能⾞以提升運輸⾞隊效益等。「企業如要申請綠⾊貸款
要留意三點，第⼀，公司要先內部評估項⽬是否合適；第⼆，

滙豐香港⼯商⾦融可持續⾦融主管
吳嘉鈺留意到，近年愈來愈多港商
樂意實踐ESG，她分析主要有三⼤
原因：「第⼀，海外買家及企業開
始為合作夥伴就環境保護、社會責
任及企業管治三⽅⾯評分，並會減
少甚⾄終⽌和得分較低或未達標的
夥伴合作；第⼆，企業了解到引入
節能減排設備能夠⼤幅降低⽇常營

運開⽀，投資能在短時間內回本；第三，ESG能夠為企業及品
牌形象加分，贏得持份者及公眾的⽀持。」 
 
吳嘉鈺說，ESG有助企業提升競爭⼒，⽽坊間有各式各樣的綠
⾊⾦融產品，包括存款、投資等，吸引資⾦充裕的企業參與，
令整個ESG⽣態圈蓬勃發展。她分析指，綠⾊⾦融有兩⼤發展
趨勢：「去年⼤部份獲批綠⾊借貸的企業都是⾸次申請，反映
更多公司願意作出新嘗試；⽽以往綠⾊貸款都是⽤於單⼀⽤途
如建築或運輸，⽽現時綠⾊貸款⽤途愈來愈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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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資⾦管理，能夠追蹤資⾦流向；第三，適當的信息披
露，最少每年⼀次向持份者匯報。」 
 
⾄於「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則較具彈性，適⽤於⼀般企
業營運⽀援。銀⾏在批款前會與貸款企業訂下若⼲與可持續發
展相關的績效指標（KPI），例如碳排放量、⽤⽔量；職⼯安
全與員⼯培訓；管理層的男女比例等。「貸款利率與企業表現
掛鈎，達標數⽬愈多，還款額愈少；相反，若完全未能達標，
銀⾏會調⾼息⼝。貸款企業亦要做好信息披露，向持份者負
責；此外，亦要取得第三⽅認證，確保在不同特定範疇達
標。」 
 

香港的綠⾊、社會、可持續和其他標籤（GSS+）債券（總值
310億美元）市場佔亞洲地區的三份之⼀。（資料來源：香港
⾦融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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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香港發⾏了超過250億美元的綠⾊和可持續發展表
現掛鈎貸款。（資料來源：香港⾦融管理局）

⼤灣區可持續發展信貸基⾦

滙豐於今年5⽉推出了⼀項總額達50億美元的「⼤灣區可持續
發展信貸基⾦」，為企業提供⽀援，助他們轉型⾄低碳經濟，
推動可持續發展。該信貸基⾦涵蓋綠⾊貸款（green loans）
和可持續發展表現掛鈎貸款（sustainability linked loans）
等不同的ESG融資⽅案，當中的綠⾊貸款須⽤於符合亞太區貸
款市場公會《綠⾊貸款原則》（貸款使⽤部分）的項⽬，⽽綠
⾊項⽬則須獲第三⽅認證機構Sustainalytics的認可。 
 
該項信貸基⾦計劃為期18個⽉，為駐⼤灣區的企業⽽設，並
無規模的限制，不論是計劃減低碳排放的製造商及地產建造
商，或業務有關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污染、綠⾊運輸、可再⽣
能源、⽔資源及污⽔可持續管理等⾏業均可申請。 
 
除了融資⽅案外，滙豐亦會提供額外⽀援，包括有關ESG的專
業諮詢服務、⼈才培訓等，以助企業保持業務增⻑。 
 

https://www.sustainaly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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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提供

「⼤灣區可持續發展信貸基⾦」提供50億美元融資，推動企
業實現可持續增⻑。（資料來源：滙豐銀⾏） 

主題: ⾦融及投資,  香港,  可持續發展,  ⼤灣區專⾴,  融資,  供應鏈,
ESG,  傅⾄樂,  氣候⾏動藍圖,  碳中和,  香港⾦融管理局,  滙豐,
吳嘉鈺,  綠⾊⾦融

文章概覽

為了減緩氣溫上升，香港特區政府訂下氣候⾏動藍圖，透過「淨零發

電」、「節能綠建」、「綠⾊運輸」和「全⺠減廢」四⼤策略，嘗試從

源頭解決問題。

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經濟師傅⾄樂說，預計在未來10⾄15年，香港將

投放2,400億港元，從多⽅⾯解決氣候問題。

滙豐於今年5⽉推出了⼀項總額達50億美元的「⼤灣區可持續發展信貸

基⾦」，為企業提供⽀援，助他們轉型⾄低碳經濟，推動可持續發展。

https://hkmb.hktdc.com/tc/Topic/%E9%87%91%E8%9E%8D%E5%8F%8A%E6%8A%95%E8%B3%87
https://hkmb.hktdc.com/tc/Location/%E9%A6%99%E6%B8%AF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8F%AF%E6%8C%81%E7%BA%8C%E7%99%BC%E5%B1%95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A4%A7%E7%81%A3%E5%8D%80%E5%B0%88%E9%A0%81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8%9E%8D%E8%B3%87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4%BE%9B%E6%87%89%E9%8F%88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SG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82%85%E8%87%B3%E6%A8%82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B0%A3%E5%80%99%E8%A1%8C%E5%8B%95%E8%97%8D%E5%9C%96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A2%B3%E4%B8%AD%E5%92%8C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9%A6%99%E6%B8%AF%E9%87%91%E8%9E%8D%E7%AE%A1%E7%90%86%E5%B1%8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6%BB%99%E8%B1%90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5%90%B3%E5%98%89%E9%88%BA
https://hkmb.hktdc.com/tc/Keyword/%E7%B6%A0%E8%89%B2%E9%87%91%E8%9E%8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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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29⽇

2022年11⽉28⾄30⽇

2022年12⽉14⾄17⽇

2022年12⽉14⾄24⽇

相關活動

亞洲物流航運及空運會議 (ALMAC) 網上研討會系列6:

物流科技及供應鏈優化如何提⾼營運效益

德國慕尼⿊國際體育⽤品博覽會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實體展)

國際環保博覽 2022 (商對易)

香港貿易發展局在全球共有50個辦事處(13個位於中國內地)，為香港中⼩

企提供多元化的業務推廣及營商⽀援服務，並探索市場商機，是聯繫世界各

地的業務夥伴。

為您拓商機

為您拓商機

免費商貿資訊 立即訂閱，助你掌握環球營商動態 登記 >

https://hkmb.hktdc.com/tc/MC42NTk3NzMz/event/%E4%BA%9E%E6%B4%B2%E7%89%A9%E6%B5%81%E8%88%AA%E9%81%8B%E5%8F%8A%E7%A9%BA%E9%81%8B%E6%9C%83%E8%AD%B0-ALMAC-%E7%B6%B2%E4%B8%8A%E7%A0%94%E8%A8%8E%E6%9C%83%E7%B3%BB%E5%88%976-%E7%89%A9%E6%B5%81%E7%A7%91%E6%8A%80%E5%8F%8A%E4%BE%9B%E6%87%89%E9%8F%88%E5%84%AA%E5%8C%96%E5%A6%82%E4%BD%95%E6%8F%90%E9%AB%98%E7%87%9F%E9%81%8B%E6%95%88%E7%9B%8A
https://hkmb.hktdc.com/tc/1X04YZEP/event/%E6%85%95%E5%B0%BC%E9%BB%91%E5%9C%8B%E9%9A%9B%E9%AB%94%E8%82%B2%E7%94%A8%E5%93%81%E5%8D%9A%E8%A6%BD%E6%9C%83%E5%8F%96%E6%B6%88
http://www.hktdc.com/fair/ecoexpoasia-t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http://www.hktdc.com/fair/ecoexpoasia-tc/%E5%9C%8B%E9%9A%9B%E7%92%B0%E4%BF%9D%E5%8D%9A%E8%A6%BD.html
https://hkmb.hktdc.com/tc/MC42NTk3NzMz/event/%E4%BA%9E%E6%B4%B2%E7%89%A9%E6%B5%81%E8%88%AA%E9%81%8B%E5%8F%8A%E7%A9%BA%E9%81%8B%E6%9C%83%E8%AD%B0-ALMAC-%E7%B6%B2%E4%B8%8A%E7%A0%94%E8%A8%8E%E6%9C%83%E7%B3%BB%E5%88%976-%E7%89%A9%E6%B5%81%E7%A7%91%E6%8A%80%E5%8F%8A%E4%BE%9B%E6%87%89%E9%8F%88%E5%84%AA%E5%8C%96%E5%A6%82%E4%BD%95%E6%8F%90%E9%AB%98%E7%87%9F%E9%81%8B%E6%95%88%E7%9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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