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

透過支持廣泛的社會及環保項目，
我們為社會創造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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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業責任

可持續發展是恒生的重要策略。我們的
營運活動及業務原則均強調長遠發展、
持久的夥伴關係及不斷為股東增值。
我們以負責任的態度運用資源，並鼓勵股東、客戶、員工及供應商注
重環保。本行積極為員工投放資源，反映員工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我們亦致力推動社會的發展。
作為香港最大規模企業公民之一，本行致力履行社會責任，並贏得廣
泛的認同。自 2001 年起，本行獲納入「富時全球社會責任指數」為成
份股，該指數乃根據國際認同的企業責任水平，衡量企業的表現。我
們是香港首間獲 ISO 14001 認證的本地金融機構，本行九成的辦公室
已獲此認證。而我們的「恒生齊心為環保」項目在「2008 年中國最佳公
共關係案例大賽」中亦獲頒銀獎。
本行每年均在網上發佈企業責任報告，就本行可持續發展的進度及與
股東、客戶及員工的關係，提供更詳細的資料。該報告亦是反映
本行履行企業責任的一個重要指標。

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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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生銀行獎學金」讓超過 1,400 位本港及內地學生受惠。

創造更美好明天

本行繼續長期支持香港公益金，

源。義工隊亦參與由「藝術在醫院」

本行參與各類社區發展活動，尤其

捐出港幣 330 萬元支持其 144 間

舉辦的壁畫創作計劃，用了 230 多

是環保、教育、社會福利及體育

會員福利機構，善款包括本行

個小時，在香港的瑪麗醫院完成一

項目。在過去 10 年，本行捐獻及

於 3 月為慶祝成立 75 周年而籌得

幅壁畫。

贊助各項公民活動的金額合共約

的港幣 100 萬元。另外，員工在

港幣 1.82 億元，包括 2008 年的

公益便服日共籌得破紀錄的港幣

於 2008 年，本行的網上捐款服務

港幣 2,300 多萬元。

474,000 元，本行作出捐款配對，

讓客戶作出超過港幣 600 萬元的

將總額加大至港幣 948,000 元。

慈善捐獻。

內地中部及南部地區遭遇暴風雪，

在過去 20 年，本行為公益金籌募

以及巨大地震令四川省部份地區

的善款已超過港幣 4,300 萬元。

投資香港未來

被嚴重破壞的事件引起全球關注，

此外，本行多位高級管理人員亦出

本行的長遠發展策略包括投資未來

亦同時凸顯只要大家不輕言放棄及

任公益金各委員會委員，提供專業

的社會棟樑，並協助他們為未來建

持有同一目標，定可取得成績。

意見。

立正確的價值觀。自 1995 年起，
我們已撥出約港幣 5,400 萬元，支

本行透過香港紅十字會合共捐資
港幣 300 萬元救助災民及贊助由香

本行上下員工均積極參與義務工

持多項獎學金計劃，超過 1,400 位

港大學及北京師範大學發起的災難

作。在 2008 年，恒生義工隊共獻

本港及內地的學生受惠。

管理培訓及交流活動，讓內地及國

出超過 11,000 小時參與社會福利

際的專家就地震後的各種問題互相

及環保活動，包括與弱勢基層兒童

為提升年輕人的公民意識，本行在

交流。

慶祝聖誕及舉辦「乒乓樂滿 Fun」、

2008 年向本地 10 間大專院校推出

探訪長者及與他們慶祝節日，以及

「恒生銀行社會服務獎學金」，獎勵

與環保組織攜手宣揚保護天然資

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的大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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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參與「恒生銀行之協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的人數為
歷年新高。

恒生參與內地沼氣廁所能源計劃成為「克林頓全球倡議」確認
的企業公民承諾。

2,500 萬元。本行於 2001 年成立的

本行連續八屆贊助「恒生銀行之協

追求卓越表現

助警方撲滅青少年罪行比賽」，獲

參與體育活動對定下個人目標，致

「恒生乒乓球學院」培育了大批乒乓

得破紀錄的 130,000 人參與。本行

力超越期望，以及培養團隊精神、

好手，更舉辦了約 2,650 項課程、

亦與廉政公署合作，舉辦「財富與

耐力和決心非常重要。

工作坊及活動，讓超過 130,000 人
有機會提升球技。

人生」錄像短片創作比賽，讓 500
多名青少年藉電影媒界探索正確價

在 2008 年，中國成功舉辦盛大的

值觀的重要。

奧林匹克運動會，本行積極參與其

關心環境

中。本行與香港體育學院透過「恒

保護大自然對每一個人都非常重

本行贊助「明報校園記者計劃」及

生優秀運動員獎勵計劃」，為在奧

要。本行致力減少經營業務時對環

大專辯論賽，讓學生學習在促進思

林匹克運動會及傷殘人士奧林匹

境帶來負面影響，不斷增加參與

想交流及作分析思考時，具備良好

克運動會中有傑出表現及致力追

保護環境的活動，以及鼓勵本行客

的溝通技巧。

求卓越的香港運動員，頒發超過

戶及商業夥伴實踐環保，而本行

港幣 140 萬元獎金。自 1996 年

亦自 2007 年起達至碳中和的營運

為鼓勵發揮不同的才能建構社會，

起，該計劃已為在主要的全國及國

狀況。

本行在 9 月與博思會合作，為有特

際運動會上，以優秀表現為年輕人

殊學習障礙或專注力失調的學生舉

樹立榜樣的本地體壇健兒頒發約港

本行的環境管理委員會負責執行及

行「才藝展繽紛」，讓他們展示在創

幣 860 萬元。

監察銀行環境管理系統的運作，

作及藝術方面的才華。

特別是確保遵行 ISO 14001 的
本行自 1991 年起為本港的乒乓

要求。我們透過各種內部溝通渠道

球運動訓練及發展，贊助逾港幣

及注重保育的活動，向員工及其
家屬宣揚環保訊息。

企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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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一直透過提高環保意識，以高

本行與香港工業總會攜手舉辦

因森林受破壞而造成之水土流

效能系統取代效能欠佳的系統、盡

「恒生珠三角環保大獎」，嘉許及獎

失，沼肥同時可作為天然肥料以

可能循環再用任何物料，以及重用

勵在香港及珠三角地區營運的製造

替 代 化 肥 。 這 項 計 劃 獲「 克 林 頓

一些不再使用的物料，以減少對天

商提升環保表現。在 2008 年 6 月，

全 球 倡 議 」於 香 港 舉 行 的 2 0 0 8 年

然資源的消耗。

本行頒出港幣 33 萬元予 12 間得獎

亞洲會議上確認為一項企業公民

企業，獎勵他們減少對生態環境的

承諾。

於 2008 年，我們將總行大廈的風

影響。
我們又與長春社合作，於 11 月在

冷式空調系統更改為水冷式空調
系統，本行每年因此減少使用約

我們連續第 2 年與長春社合作，

九龍公園舉辦「惜樹日」，讓公眾認

190 萬度電，節省約港幣 240 萬元

在內地興建沼氣廁所，以推行

識保育樹木的重要，吸引逾 2,000

電費，排放的二氧化碳每年減少逾

環保及改善內地村民的生活。

市民參加。

1,700 噸。

在 12 月，本行義工隊遠赴雲
南，協助興建 300 個沼氣廁所，

本行透過參與由香港地球之友舉辦

本行的循環再用碳粉盒及印刷油墨

為約 1,200 名村民提供再生能

的「愛地球

的比率達 90%，而舊電腦儀器更為

源。是項計劃令當地每年可減少

劃，讓在學兒童透過實地觀察，

98%。本行推動電子文件，每年節

砍伐 750 噸柴和每年減少 3,750

了解大自然世界。我們的「恒生—

省約 1,000 萬張紙。

噸二氧化碳的排放，亦有助減低

綠色銀行」計劃捐出港幣 1,400 萬

參與體育活動
對定下
非常重要

，

探索家」環保教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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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透過「恒生珠三角環保大獎」
，鼓勵製造商提升環保表現。

元，贊助 9 間大專院校推行環保活

我們在採購標書及合約文件上均要

本行與股東、客戶及業界保持緊密

動，提升學生的環保意識。

求供應商設立環保政策，所有新供

聯宗。本行積極參與各種專業論

應商的環保表現均為考慮因素。

壇，包括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
及氣候變化商界論壇，就重要的可

環境及社會是我們作融資決定時的

持續發展問題交流意見。

重要考慮。為鼓勵對環境敏感行業

我們推廣生物多樣化，與環保組織

以負責任的態度經營，我們會透過

及供應商合作確保物料來源具可持

特定的借貸政策及環境因素為信

續性。在 2003 年，本行開始停止

本行亦支持關注民生的活動。在

貸作風險評估。我們支持「赤道原

在恒生的宴會中採用魚翅，其後更

6 月，本行參與由地球之友舉辦的

則」，在項目融資時用以管理環境

擴展至停用瀕危珊瑚魚類及髮菜。

及社會風險。

我們亦遵行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的「海鮮選擇指引」所制定的可
持續發展原則。

《救照》熄燈行動。

企業責任

33

環保表現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8 vs
2007

2008 vs
2006

每人之溫室氣體釋放量
（噸 — 二氧化碳∕等同全職僱員）

3.28

3.30

3.30

3.61

3.62

-0.6%

-0.6%

每平方米之溫室氣體釋放量
（噸 — 二氧化碳∕平方米）

0.20

0.20

0.20

0.21

0.21

0%

0%

溫室氣體釋放量總計
（千噸 — 二氧化碳）

27.4

26.7

25.3

26.4

26.2

2.6%

8.3%

耗電量
（千兆瓦小時）

38.1

35.9

34.1

33.3

32.9

6.1%

11.7%

耗煤氣量
（千兆瓦小時）

0.42

0.70

0.82

0.86

0.86

-40%

-48.8%

耗水量
（千立方米）

50.8

54.1

70.4

91.1

100.6

-6.1%

-27.8%

循環再用舊電腦或電器用品
（噸）

64.9

59.0

41.7

38.8

37.0

10.1%

55.6%

數據包括恒生銀行所有香港之業務範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