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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刊发最新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汇报指南

以鼓励披露与环境有关的资料 

最新发展 

2018 年 11 月 16 日，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港交所）刊发：(1)最新审阅

上市公司企业管治常规所得的结果；及(2)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更新版。

该等资料有两方面的影响。 

第一，港交所提醒上市公司《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的新修

订（「企业管治守则新修订」）将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就企业管治守则

新修订的概要，请参阅本所名为「《企业管治守则》将于 2019 年收紧评估独

立非执行董事独立性的准则」的法律动态。 

第二，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更新版提出需披露资料需求日增。港交所鼓

励上市公司发展一套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的策略来适应国际趋势，并提供实

用工具来提高准备工作的质素。上市公司可自行决定是否跟随该等步骤及程序，

或因应本身情况制定适用的步骤及程序。 

启示  

下表总结各文件的主要启示：  

文件名称 启示 

1. 有关发行人在以 2017

年 6 月和 12 月及 2018

年 3 月为年结的年报内

披露企业管治常规情况

的报告 (「企业管治审

阅报告」) 

 
 

就不遵守的强制披露要求及建议披露所作出的披露，

港交所提醒上市公司不要采用笼统的陈述或公式化的

句式。上市公司应该： 

 列出公司所处的特殊情况去解释其何以选择偏离

； 

 作出清晰完整的披露或就未有披露的事宜逐一解

释个中理由；及 

 引用参照以避免重复披露。 

 

2. 如何准备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环境、社会

及管治汇报指南 

(「ESG 汇报指南」) 

 

港交所建议利用下列步骤来准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

告： 

(1) 成立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组； 

(2) 了解环境、社会及管治的汇报规定及找出数据缺

漏； 

(3) 决定按地理或业务划分报告范围； 

(4) 让持份者参与上市公司的事务； 

(5) 进行内部及外部重要性评估； 

(6) 将上述资料包含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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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名称 启示 

3. 如何准备环境、社会及

管治报告？附录 1： 工

具库 (「ESG 工具库」) 

 
 

 

利用 ESG 工具库来决定： 

(1) 权益人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依赖程度； 

(2) 权益人群组的身份及概况； 

(3) 权益人的参与计划、行动计划及应变计划； 

(4) 权益人参与后的检讨行动计划及时间表； 

(5) 相关资料对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的重要性及

相关性。 

4. 如何準備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附录 2： 环

境关键绩效指标汇报指

引 (「ESG 指标汇报指

引」) 

 

报告事项 / 如何报告：利用方法及实用指引收集数据

及数据来汇报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内有关环境关键

绩效指标的披露。 

 

5. 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

报告的常问问题 

(「ESG 常问问题」)  

 

在中国营运的上市公司应考虑在 2018 年 1 月 1 日生

效的中国《环境保护税法》的潜在影响。 

 

为什么港交所更新与环境有关资料的披露指引？ 

2018 年 9 月 21 日，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证监会）公布其按照气候相

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的建议而制订的绿色金融策略框架 (「证监会策略框

架」)。作为 TCFD 监管发展的一部分，中国打算将在 2020 年强制要求上市公

司披露环境信息，并将该强制性规定伸延至在港交所上市的 A/H 股公司。 

为与 TCFD 的建议保持一致及配合中国针对强制性环境信息披露的政策方向，

证监会策略框架概述(1) 其加强香港上市公司披露环境信息的任务及(2) 与港交

所合作推动该等措施。港交所的新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便是 TCFD 建议

的最新发展。 

披露与环境有关资料的目标是什么？ 

TCFD 建议的重点是帮助上市公司从下列四方面识别、评估和披露气候变化相

关风险和机遇对其财务报表的影响： 

 企业管治 

 不同气候情况的业务策略 

 风险管理 

 用以评估及管理风险的指针与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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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How-to-Prepare-an-ESG-Report/app2_kpis.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How-to-Prepare-an-ESG-Report/app2_kpis.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How-to-Prepare-an-ESG-Report/app2_kpis.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How-to-Prepare-an-ESG-Report/app2_kpis.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How-to-Prepare-an-ESG-Report/app2_kpis.pdf?la=en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SG-Reporting-Guide-and-FAQs/FAQ_18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Other-Resources/Listed-Issuers/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SG-Reporting-Guide-and-FAQs/FAQ_18_c.pdf?la=zh-HK
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8PR110https://sc.sfc.hk/gb/www.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news-and-announcements/news/doc?refNo=18PR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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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步骤是什么？  

ESG 汇报指南建议下列程序： 

 
  

第六步： 撰写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陈述上市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的管治情况、订定汇报范围、解释汇报应用
原则、汇报「不遵守就解释」条文及向投资者及其他持份者传达的主要信息。 

第五步: 评估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的重要性、相关性及优次  

进行内部及外部重要性评估以决定是否需要披露某些数据。港交所不鼓励上市公司
将内部重要性评估的工作外判。  

第四步: 向主要持份者尋求他們對透過以上步驟所識別重要事項的意見  

编制可行的持份者清单 制定行动计划处理相关持份者的意见  

第三步：决定报告的范围   

报告范围可按地理划分（例如汇报香港业务，但不汇报中国内地或其他地区的业
务），也可按业务划分（例如只涵盖若干业务范围，而不汇报其他）。 

第二步： 了解有关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规定 

由董事会初步评核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的重要性及利用ESG工具库找出缺漏。 

第一步：设立一个向董事会汇报的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组  

工作小组应订有清晰的职权范围，包括其权力、职权、工作范围及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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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  

有见(1)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企业管治守则新修订及(2) 预计在 2019 年

年中就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的上市规则修订进行谘询，上市公司可考虑采取

以下行动： 

 指派高级管理人员和员工成立一个环境、社会及管治工作小组来决定是否

跟随港交所的建议步骤，或因应本身情况制定适用的步骤及程序。 

 审阅 ESG 汇报指南、ESG工具库、ESG 指标汇报指引及 ESG常问问题

来分析相关的何人、何物、何地、如何操作等详细资料。 

 浏览港交所网站上的「环境、社会及管治」专页的国际指引及环境关键绩

效指标计算方法。 

 审阅港交所将于 2018年年底前推出名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企业管治中

的角色」的董事网上培训短片（「网上培训」）。该网上培训将以不同个

案情景及选择题问答形式帮助上市公司及相关人士进一步了解企业管治守

则新修订的主要变动、独立非执行董事在企业管治中的角色及适用于不同

投票权架构上市公司的额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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