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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引言

引言

背景
2015年，幾乎所有國家均採納一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國際協定－《巴黎協定》，同意大幅減少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以期將本世紀全球升溫限制在1.5oC以內。

此協議乃於巴黎簽訂，它強調了氣候相關情況的迫切性。同年，金融穩定委員會針對此迫切需求成立氣候相關
財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TCFD的職責為向公司、投資者及承保公司提供推廣「知情投資、信貸（或借貸）及
保險承保決策」所需的指引，以藉此幫助公司採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有效管理氣候變化相關機遇及風險，並
促進平穩過渡至一個更可持續及更低碳的經濟。

TCFD的建議
2017年，TCFD發佈其有關氣候相關財務信息披露的建議。該等建議的架構圍繞四個主要領域，而這些領域代
表公司營運的核心元素：

• 管治－公司對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的管治情況

• 策略－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公司業務、策略及財務規劃的實際及潛在影響（若屬重要資料）

• 風險管理－公司如何識別、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 指標及目標－用於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的指標與目標（若屬重要資料）

國際發展
2020年9月30日，(i)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基金會受託人發佈一份諮詢文件，就建立新的國際可持續發展
準則理事會(ISSB)向市場進行諮詢，以制定一套全球公認的可持續發展準則；及(ii)聯盟1發佈一份聯合意向聲
明，提出更全面企業報告所需要素的共同願景。這些文件開展了協調現有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及標準的進程。

基於所獲的廣泛支持，IFRS基金會於2021年11月3日宣佈成立新的 ISSB，以制定全球可持續發展報告的標
準。由於迫切需要獲得氣候相關事項的更佳信息，ISSB將按照TCFD建議等既有報告準則，先將其資源投入到
氣候相關匯報方面。

1 聯盟包括五個具有國際重要影響力的框架及標準制定機構，即CDP、氣候披露標準委員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國際綜合報告理事會及可
持續發展會計準則委員會。

https://www.ifrs.org/content/dam/ifrs/project/sustainability-reporting/consultation-paper-on-sustainability-reporting.pdf
https://29kjwb3armds2g3gi4lq2sx1-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Statement-of-Intent-to-Work-Together-Towards-Comprehensive-Corporate-Reporting.pdf
https://29kjwb3armds2g3gi4lq2sx1-wpengine.netdna-ssl.com/wp-content/uploads/Statement-of-Intent-to-Work-Together-Towards-Comprehensive-Corporate-Reporting.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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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發展
2020年12月，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宣佈，符合TCFD建議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將於不遲於2025
年在相關行業強制實施。2021年7月，督導小組亦表明支持採納ISSB日後制定的標準。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
公司（香港交易所）正在審閱其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框架，以進一步符合TCFD建議，並將與證券及期
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及其他監管機構合作，以制定藍圖，評估新標準及研究可行的實施方案。

本指引的宗旨
2020年7月起，香港交易所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匯報指引》，加入TCFD建議的元素，如要求董事會監管
ESG事宜、就若干環境關鍵績效指標訂立目標及披露重大氣候相關事宜的影響。鑑於符合TCFD的氣候相關披
露將於2025年強制實施，我們鼓勵上市發行人根據TCFD建議儘快展開報告。

氣候信息披露指引（本指引）2旨在為促進上市公司遵守TCFD的建議提供實用指引。3本指引對象為尚未就氣候
相關議題建立實質內部專門知識的公司，並希望減輕目前大部分公司在TCFD匯報時面對的挑戰，包括：

• 對氣候變化議題相關的概念缺乏理解

• 資源不足（例如沒法找到可持續發展專家及缺乏數據）

• 角色及職責不清晰

• 不同企業部門4缺乏關注意識

2 低碳亞洲有限公司獲委聘編撰本指引，包括綜合氣候情境的研發、識別氣候有關的業務影響的方法、行動計劃、財務影響評估及綜合業務
策略。

3 本指引不包含對氣候相關機遇的討論。
4 例如人力資源、財務、法律及營運單位。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0553_VER1029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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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的工作流程
在制定、監察及披露氣候相關參數及目標、財務影響及策略時，公司傾向於採用某些常見步驟。本指引把實施
過程分為八個步驟，每個步驟有專屬的章節。以下流程圖載列各章節的主要目的及預期結果。公司應注意此為
一個重複反饋的流程，每一個步驟均為其他步驟提供反饋。

公司亦應注意此僅為採納及遵守TCFD建議的其中一個推薦方法。採用步驟的順序可因行業及公司而異。

確定合適管治架構
在確定範圍及邊界下 
選擇合適情境及參數

基於定性╱定量方法
確認氣候相關 
風險的重要性

基於公司業務性質及 
位置，識別與氣候 
相關的重大風險對 
業務造成的影響

預期結果：

具有明確董事會及 
管理層角色與職責的 

管治架構

預期結果：

一組具有界定 
參數的情境

預期結果：

已排序的氣候 
相關風險清單

預期結果：

氣候相關 
業務影響(CRBI) 
熱點清單

就CRBI熱點制定適合
公司的參數、指標及

目標

優先考慮、實施及監察
一系列針對目標的 

行動，以構成氣候行動
計劃的基礎

評估對每個財務項目 
的影響

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業
務策略的長期規劃

預期結果：

針對CRBI熱點 
而訂立的參數、 
指標及目標

預期結果：

詳述與選定目標 
相關的優先行動及 
完成進度的 
行動計劃

預期結果：

針對CRBI熱點的定
性╱定量財務影響 

清單

預期結果：

擴大 
綜合業務策略視野， 
包含氣候相關 
風險及機遇

01

05

02

06

03

07

04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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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載列按本指引章節劃分的TCFD建議披露：

本指引章節

TCFD建議 1 2 3 4 5 6 7 8

管治

披露機構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管治情況。 •
a) 描述董事會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監管情況。 •
b) 描述管理層在評估和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角色。 •
策略

披露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機構業務、策略及財務規劃的實際及潛在影響（若屬
重要資料）。 • • • • •
a) 描述機構所識別的短、中、長期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 • •
b)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機構業務、策略及財務規劃的影響。 • • •
c) 描述機構的策略彈性，並考慮不同氣候相關情境（包括2˚C或更嚴苛 
的情境）。 • •

風險管理

披露機構如何識別、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 • • • • •
a) 描述機構識別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 •
b) 描述機構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 •
c) 描述氣候相關風險的識別、評估和管理流程如何與機構的整體風險管理制度
相結合。 •

指標及目標

針對重要的資訊，披露用於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的指標與目標。 • • • •
a) 披露機構依循策略和風險管理流程進行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所採用 
的指標。 • •

b) 披露範圍1、範圍2和範圍3（如適用）溫室氣體排放和相關風險。 • •
c) 描述機構在管理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所使用的目標，以及落實該目標 
的表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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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將在八個章節中載列一家假想公司（假想公司）的披露，僅供說明。假想公司是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綜合
企業公司，主要在廣州及香港從事製造及房地產，包括物業開發、建築及物業管理業務。

參考材料

• 欲了解氣候相關議題（包括氣候相關機遇）背後的概念、原則、驅動因素及理論，可參考TCFD知識
中心(TCFD Knowledge Hub)提供的資訊。

• 每章節末段的「潛在提升」部分，提供了可供進一步改善的領域或參考材料，供有興趣的公司深入研
究特定議題。

https://www.tcfdhub.org/
https://www.tcfdhu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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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管治架構

目的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董事會及管理層在監管氣候相關議題方面的角色及職責、在制定合適管治架構時所考慮的
因素以及披露管治架構的關鍵要素。

工作流程

了解董事會及管理層在監管
氣候相關議題的角色及職責

了解氣候管治的常用對策 為公司確定合適的管治架構

董事會及管理層的角色及職責
董事會及管理層在監管公司的氣候相關議題扮演不同角色。董事會的角色是決定及監察氣候相關議題的政策及
機制，並確保有足夠的資源，而管理層的角色是以高效及有效的方式切實執行有關政策及機制。

列表1.1董事會及管理層在監管氣候相關議題的職責

董事會的職責： 管理層的職責：

• 制定公司氣候策略及監管氣候相關議題的管理（如將氣候相
關考慮因素納入策略規劃、業務模式及其他決策過程）

• 制定氣候相關議題通報機制（包括流程╱方式╱頻率）

• 監察及檢討管理方法的有效性，包括檢討指標、目標及行動
計劃

• 就日常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議題指定負責人╱委員會（如將
氣候相關議題納入現有董事委員會職權範圍，設立獨立的委
員會或委任高級管理層）

• 評估、管理及監察氣候相關議題以提供分析、建議及更
新，供董事會或董事委員會討論，以確保董事會得以進行
監管

• 維持有效的數據管理系統，包括環境及財務數據

• 確定及管理為識別、減緩、管理及監察氣候相關議題而需
分配的成本及資源（如員工、技術）

• 協調不同部門，以促進彼此的有效合作

儘管董事之間可能存在分工，讓氣候相關議題成為整個董事會的職責乃重要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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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扮演不同角色，董事會及管理層必須具備充足的氣候相關風險知識及明白有關風險對公司業務及營運的影
響。公司應提供氣候相關議題的定期培訓，以確保董事會及管理層均獲悉最新發展情況。

參考材料

有關董事會管理ESG事宜的領導角色詳情，請參閱香港交易所發佈的《在ESG方面的領導角色和問責
性》。

常見的管治架構
常見的管治架構有兩種：(A)綜合法及(B)專設法。

列表1.2 綜合法及專用法的特徵

綜合法 專設法

架構 • 氣候相關議題的管理被納入現有常務董事委
員會（例如審核、管治、提名、薪酬及風險
委員會）

• 設立獨立委員會5，包括具備充足氣候變化知
識的高級管理層及僱員，並就氣候相關議題
向董事會報告

• 為加強領導力，建議由高級管理層或董事會
成員擔任委員會主席

• （如適用）在委員會下成立由不同部門6負責人
組成的工作小組，以有效規劃及實施有關氣
候相關議題的不同減緩及適應措施

董事會的職責 • 氣候相關議題被制度化為較小的議題及考慮
因素，並納入負責傳統業務職能的現有常設
委員會的職權範圍

• 委員會將通過清楚描述有關角色及職責，支
持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日常營運中

管理層的職責 • 參與常設委員會的管理層應保持積極溝通，
以確保與不同委員會之間能保持一致性

• 參與專設委員會的管理層應協調不同部門，
採取氣候信息披露的必要行動，包括收集數
據及執行行動

5 可名為氣候領導委員會（或類似名稱），或根據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授權命名。
6 例如人力資源、財務、法律、營運單位。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directors_guide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directors_guide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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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法舉例

附註：委員會╱工作組的角色、職責及權力應有明確的職權範圍。

• 確保以高質量與
及時的投資者級
別方式披露氣候
相關議題

• 確保遵從新的氣
候變化規條

• 確保董事會了解
氣候相關議題的
重要性，並在適
當情況下安排董
事培訓

• 定期檢討企業的
氣候變化政策

• 將氣候相關議題納
入董事提名程序及
董事會的績效評估

• 確保董事會具備必
需的專門知識及技
能，以監管氣候相
關議題

• 監管業務營運的
氣候相關風險

• 將氣候相關風險
納入企業風險管
理框架

• 將氣候相關議題
納入高級管理層
的工作表現評估
及薪酬待遇

審核委員會 管治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
風險管理
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董事會

專設法舉例

氣候╱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董事會

ESG工作組（如適用）

• 制定並檢視氣候相關策略及管理方法

• 監管氣候相關議題，包括風險

• 定期與不同委員會溝通，以確保相關委員會了
解影響公司的最新氣候相關議題

• 協調氣候相關工作

• 定期批准及檢討目標及主要舉措

• 制定及實施相關政策及措施

• 監察及追蹤既定目標進度及舉措

• 向氣候╱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提供反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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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適合公司的管治架構
由於所有公司於規模、營運地點以及最為重要的企業文化及管理風格各有不同，故並無「劃一」或「最佳」的管
治架構，只有最適合公司的管治架構。

列表1.3 利弊比較

綜合法 專設法

利 • 各常設委員會的現有活動範圍已經涵蓋氣候
相關議題

• 可更全面地檢視氣候變化如何影響公司的業
務及營運

• 促進定期對氣候相關議題進行專門和深入的
討論

弊 • 由於氣候變化議題可能易被更迫切或短期的
議題掩蓋，此法有機會妨礙氣候相關議題的
深入討論

• 將氣候相關議題從傳統業務職能對話中分割
出來的風險

設計適合公司的管治架構時，可考慮以下因素：

文化 公司的文化及管理風格是否更利於合作性或專門化的做法

承擔 現有常設委員會是否有能力及決心擴大其工作範圍至氣候相關範疇，特別是在領導、時間及資源 
方面

能力 現有常設委員會是否有監察氣候相關風險所需的專業知識，並在委員會範圍內提供有效監管

如公司成立專設的氣候╱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我們亦鼓勵該委員會利用其他常設委員會的專門知識及╱或與
其他常設委員會合作。這可確保氣候╱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保持與傳統業務職能的溝通，並防止在單獨情況下制
定氣候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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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闡述董事會在管理氣候相關議題的監管、角色、職責及準備情況：

關鍵要素

董事會的角色及職責 1.A 管理層的角色及職責 1.B 董事會的監管 1.C
董事會和管理層的 
準備情況 1.D

• 在氣候相關議題管理過程的領
導角色

• 評估及管理氣候相關風險的過
程及頻率

• 將氣候相關議題納入長期業務
策略

• 監察長期氣候相關參數及目
標，如溫室氣體減排目標

• 在營運及執行層面的領導角
色

• 為董事會的監管提供支援

• 協調不同部門管理氣候相關
議題

• 監管氣候相關議題的管治架
構

• 對氣候相關風險影響的知識

• 對氣候相關議題的問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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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的管治披露：

披露舉例 評論

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及其他常設委員會的支持下，董事會
於董事會會議期間，每半年監管氣候相關議題及風險，並確保其
納入公司策略。 1.A1  

1.A1  假想公司闡述董事會如何監管氣候相關議

題，並披露檢討相關議題的頻率。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由董事會委任，並由獨立非執行董事擔
任主席。 1.C2  它由不同業務職能的高級管理層組成，負責監管我
們有關氣候變化的政策、計劃及表現。 1.B3  根據氣候政策，我們

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每個季度進行會面，以識別、評估、監察及
報告氣候相關議題。

1.C2  假想公司的一名董事會成員主持管理氣候相

關議題的專設委員會，該委員會的職責已明確制
定。

1.B3   假想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亦參與氣候相關議題
的管理過程。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亦於管理層層面訂立氣候相關的表現目
標，以協助董事會評估其氣候策略及措施的有效性。 1.A4  有關氣

候相關目標及指標的更多詳情，可參閱可持續發展報告中的「指標
及目標」章節。

1.A4  於管理層層面訂立氣候相關表現目標，並由

董事會監察進度。

為確保氣候相關議題獲納入我們的策略，常設委員會的工作範圍
亦擴大至包括氣候相關議題（已反映在更新的職權範圍）。 1.A5  例

如，風險委員會定期監察氣候相關風險，而我們的審核委員會則
審閱我們在公開披露中應對氣候變化的方針及確保披露達至投資
者級別。

1.A5  假想公司通過要求常設委員會在其專責範圍

內考慮氣候相關議題，確保氣候相關議題已獲納入
其業務策略。常設委員會亦在確保妥善處理氣候相
關議題及有效執行方面分擔職責。

為確保董事會了解氣候相關議題的最新趨勢，我們提供氣候能力
培訓，確保董事會具備必需的專門知識及技能，監管氣候相關議
題及其管理。為了更好地支持決策過程，董事會在有需要時，亦
可尋求外部專家的專業意見。 1.D6

1.D6  假想公司委聘外部專家並對董事會提供培

訓，以確保其有能力作出合適的策略性決定。

進一步建議

採納綜合管治架構的公司或需明確地指出，其各個
現有的常務董事委員會如何分配及考慮ESG議題。

索引：

1.A  董事會的角色及職責

1.B  管理層的角色及職責

1.C  董事會的監管

1.D  董事會和管理層的準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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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提升
有意提升其氣候管治架構的公司亦可考慮：
• 委聘氣候專家提供意見。
• 將氣候相關表現指標納入董事會╱管理層薪酬檢討。
• 委任最高管理層負責管理氣候相關議題（如可持續發展總監╱ESG總監）。
• 委任外部人士評估董事會╱專設委員會的有效性。

進一步閱讀資料：
• How to Set Up Effective Climate Governance on Corporate Boards: Guiding Principles and Questions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9)（僅提供英文版）
• View from the Top: How Corporate Boards can Engage on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Ceres, 2015)
（僅提供英文版）

• Getting Climate Smart: A Primer for Corporate Director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Ceres, 2018)
（僅提供英文版）

• Chapter Zero: Board toolkit (Chapter Zero, 2020)（僅提供英文版）

http://www3.weforum.org/docs/WEF_Creating_effective_climate_governance_on_corporate_boards.pdf
https://www.ceres.org/resources/reports/view-top-how-corporate-boards-engage-sustainability-performance
https://www.ceres.org/resources/reports/getting-climate-smart-primer-corporate-directors-changing-environment
https://chapterzero.org.uk/wp-content/uploads/2021/09/Chapter-Zero-Board-Toolkit-202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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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定氣候情境

目的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進行氣候情境分析的目的、選擇氣候情境的原則及在揀選納入氣候情境的參數時所考慮的
因素。

工作流程

了解氣候情境分析 確認範圍及邊界 確認路徑 選擇參數

• 情境分析的目的
• 制定氣候情境的原則

• 設定情境分析的範圍及 
邊界

• 利用公開可得的情境 • 識別重要的實體及過渡風
險參數

情境分析的目的
TCFD推薦公司使用情境分析，從未來一系列可能出現的狀況，有效地識別及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對業務表現的
潛在影響。情境是假設的發展路徑，它考慮了若干趨勢延續或符合若干情況下的未來會是何樣。情境分析可以
是定性的、定量的，或是兩者結合，並以描述或數據來說明業務與氣候相關議題之間的關係及趨勢。

氣候變化對公司影響的嚴重性和狀況，會隨著時間而改變。情境分析並非預報、預測或敏感性分析，而是使公
司了解並制定靈活穩健策略計劃的重要而有用的工具，以彈性地應對氣候變化。

儘管制定情境分析的初步流程可能繁複，但長遠會帶來好處。於完成初步分析後，預計需定期作出調整。僅於
公司商業模式或其經營情況出現重大變動時，才需要重新審視整個流程。作為策略管理程序的一部分，公司應
定期檢討情境分析。公司應監察可能導致假設及輸入數據變化的跡象，並考慮是否需要更新情境。

你知道嗎？

氣候風險一般分為兩大類：

1) 實體風險

 與氣候變化實體影響有關的風險，可由洪災及颱風（急性風險）等事件或氣候模式中較長期的轉變，
例如持續高溫及海平面上升（慢性風險）導致。

2) 過渡風險

 與過渡至更低碳經濟有關的風險，這可能牽涉政策、法律、技術及市場變化，以應對減緩及適應氣候
變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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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情境分析的範圍及邊界
情境分析的範圍及邊界確定公司分析的延伸程度，例如分析是否集中於公司主要營運的業務，或是否涵蓋整個
集團的營運。該範圍及邊界須能代表公司的重要業務營運。規模較小的公司或認為分析其直接營運便已足夠；
規模較大的公司則可考慮將其分析擴展至其總部之外，甚至可擴大至其供應鏈及客戶。

利用公開可得的情境
公司可採用公開可得的情境以其原有形式、加以改編或作為參照，以制定其內部情境。列表2.1列出公司可參
照的一些公開可得情境：

列表2.1公開可得情境概覽

來源 特徵 路徑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
專門委員會(IPCC)

• 專注於實體影響
• 按溫室氣體不同濃度模擬未來情境

代表性濃度路徑(RCP)7

• 嚴格路徑：RCP 1.9、RCP 2.6
• 中間路徑：RCP 4.5、RCP 6.0
• 高排放路徑：RCP 8.5

• 專注於社會經濟影響
• 就適應及減緩措拖引致的不同社會經濟挑
戰，提供替代未來的敘述性描繪

共享社會經濟路徑(SSP)8

• 嚴格路徑：SSP 1
• 中間路徑：SSP 2、SSP 3、SSP 4
• 高排放路徑：SSP 5

國際能源署（IEA）9 • 專注於描繪未來能源組合的能源及排放情
境

• 嚴格路徑：可持續發展情境(SDS)
• 照常營業路徑：既定政策情境(SPS)10

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
融網絡（NGFS）11

• 探索一套六種情境，考慮了過渡風險、實
體風險及氣候政策的實施

• 有序路徑：2050年淨零排放情境、低於
2oC情境

• 紛亂路徑：不同淨零排放情境、延遲過渡
情境

• 熱房世界路徑：國家自主貢獻情境、目前
政策情境

7 參考╱公開資料來源：IPCC第五次評估報告、RCP數據庫、Water Risk Mapping Tool、Sea Level Risk Mapping Tool（僅提供英文版）
8 參考╱公開資料來源：SSP數據庫 （僅提供英文版）
9 參考╱公開資料來源：Word Energy Model Documentation、Net Zero by 2050 – A Roadmap for the Global Energy Sector （僅提供

英文版）
10 希望實現淨零排放目標的公司可考慮IEA的Net-zero Emissions by 2050 case。
11 參考╱公開資料來源：NGFS Climate Scenarios for central banks and supervisors （僅提供英文版）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2018/02/SYR_AR5_FINAL_full.pdf
https://tntcat.iiasa.ac.at/RcpDb/dsd?Action=htmlpage&page=welcome
https://www.wri.org/initiatives/aqueduct
https://coastal.climatecentral.org/map/9/100.8721/13.6553/?theme=sea_level_rise&map_type=coastal_dem_comparison&basemap=roadmap&contiguous=true&elevation_model=best_available&forecast_year=2050&pathway=rcp45&percentile=p50&refresh=true&return_level=return_level_1&slr_model=kopp_2014 
https://tntcat.iiasa.ac.at/SspDb/dsd?Action=htmlpage&page=10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dd88335f-91ab-4dbd-8de7-d2dc4fee90e0/WEM_Documentation_WEO2020.pdf
https://iea.blob.core.windows.net/assets/20959e2e-7ab8-4f2a-b1c6-4e63387f03a1/NetZeroby2050-ARoadmapfortheGlobalEnergySector_CORR.pdf
https://www.ngfs.net/sites/default/files/medias/documents/ngfs_climate_scenarios_phase2_june202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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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公司的氣候情境
為促進對氣候相關議題在不同情況下潛在影響的討論及分析，我們建議制定最少兩種情境以作比較。我們建議
公司考慮嚴格路徑（即致力達成更低碳經濟的情境）及高排放╱照常營業路徑，以充分考慮實體及過渡風險。

在制定氣候情境時，應依循下列原則：

高對比性 不同情境之間應具有強對比性。所選擇的情境應代表最佳情況及最壞情況，使公司可充分考慮氣
候變化導致的風險。一般而言，較高的排放情境帶來較高的實體風險，而致力於達成更低碳經濟
的情境則帶來較高的過渡風險。

平衡 所制定的情境應充分考慮實體及社會經濟影響。

科學為本 為選定情境進行數據推算時，應基於科學分析作出預測，例如研究發現及模型模擬。

儘管公開可得的情境通常參照全球或國家級數據，公司仍可根據國際組織或當地政府發佈的最新定性及定量數
據，完善其情境。12香港之氣候數據可在香港天文台網站查閱，而香港之氣候相關政策則可在香港政府各部門網
站查閱。13

為說明管理層如何在不同的對比情境下考慮各種實體及過渡風險，我們將上文列表2.1所載的若干公開可得情
境劃分為兩大類別，即綠松色情境及棕色情境。

綠松色情境： 棕色情境：

• RCP 2.6
• SSP 1
• IEA SDS
• NGFS有序路徑

• RCP 8.5
• SSP 5
• IEA SPS
• NGFS熱房世界路徑

12 有關最新氣候數據，公司可向國家環境局及國家氣象局查閱。
13 包括環境保護署、運輸署及渠務署。

https://www.hko.gov.hk/tc/climate_change/proj_global.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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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松色情境及棕色情境的特徵於以下列表載述：

列表2.2綠松色情境14及棕色情境15的特質

實體環境：16

綠松色情境 棕色情境

全球平均升溫 • 於2060年之前約1.7oC及於2100年之前
約1.8oC

• 於2060年之前約2.4oC，於2100年之前
達到4.4oC

全球平均海平面升幅 • 於2065年之前可能達到0.30米及於
2100年之前可能達到0.50米

• 於2065年之前可能達到0.40米及於
2100年之前可能達到0.80米

北極海冰量 • 全年減少 • 於2050年夏季之前，北冰洋的冰將幾乎
消失

全球冰川體積17 • 預計2100之前較21世紀水平減少18% • 預計2100之前較21世紀水平減少36%

氣候變化的影響 • 相對穩定。例如於2080年之前農作物產
量減少2%

• 重大。例如於2080年之前農作物產量減
少14%，可能會於2100年之前影響常見
的人類活動，如糧食種植及戶外工作

社會經濟環境：

綠松色情境 棕色情境

經濟發展 • 達至更具包容性的經濟發展，並尊重已
知環境界限

• 由化石燃料推動經濟增長及技術進步，
導致於2100年之前的溫室氣體排放處於
高水平，從而可能加劇極端天氣事件

氣候政策 • 已有多個國家承諾於2050年之前實現淨
零排放，並已制定詳細的近期目標及行
動計劃

• 由於存在體制、政治及經濟障礙，即政
策惰性，導致缺乏新的氣候政策

政策的實施 • 政府實施嚴格的氣候政策18，執行難度
低

• 缺乏詳細的近期行動及實施計劃

常見的商業模式 • 從依賴化石燃料的經濟，快速轉變為可
再生能源驅動的經濟

• 利潤驅動的商業模式，未能妥善考慮環
境及社會影響

承諾水平 • 企業承諾為國家及區域氣候行動目標作
出貢獻，即商業夥伴共同努力實現低碳
營運

• 公眾意識不足，無法推動制度改革

14 有關參數摘取自IPCC的SSP1-2.6及IEA截至2021年8月的可持續發展情境，並參考NGFS的有序路徑。2021年8月，IPCC刊發第六次評估
報告，當中列出五個核心情境。預計IPCC情境的參數即將根據第六次評估報告進行更新。

15 有關參數摘取自IPCC的SSP5-8.5及IEA截至2021年８月的既定政策情境，並參考NGFS的熱房世界路徑。2021年8月，IPCC刊發第六次
評估報告，當中列出五個核心情境。預計IPCC情境的參數即將根據第六次評估報告進行更新。

16 與工業化前基線相比，適用於兩種情境的所有實體環境描述。
17 不包括南極洲外圍的冰川（及不包括格陵蘭島及南極冰蓋）。
18 例如增加可再生能源比例的政策、控制燃料驅動汽車以及開發具備實現零碳條件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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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重要的實體及過渡風險參數
在選擇合適的情境後，公司應識別對公司業務營運造成重大實體及過渡風險的參數。

圖表2.3 識別實體及過渡風險參數的流程19

考慮業務
性質

考慮地理
位置

識別相關的實體
及過渡風險參數

考慮可能出現的實體風險， 
例如：
• 熱浪
• 水資源壓力
• 海平面上升
• 洪災
• 極端天氣的頻率及嚴重
程度

考慮可能出現的過渡風險， 
例如：
• 政策及法律
• 技術
• 市場偏好

考慮任何相關風險會否影響公
司或其營運：

• 實體風險：它是否影響公司
的營運、勞工或供應鏈等？

• 過渡風險：它是否會影響公
司的合規性、營運成本、資
產折舊或收入等？

• 影響程度：它對公司業務營
運影響達到甚麼程度？

19 所識別的風險╱參數僅供說明用途，並非詳盡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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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假想公司主要於中國廣州經營一家製造工廠，管理層透過上述流程識別相關的實體及過渡風險參數。

列表2.4 識別棕色情境下的實體風險參數

實體風險 是否相關？ 理由 相關參數舉例

熱浪 ✓ 於熱浪侵襲期間，僱員可能因極端酷熱天氣而無法在
戶外工作，從而導致營運成本上升。熱浪亦可能導致
農作物失收，進而導致原材料成本增加。這兩種情境
均有可能導致收入損失。

• 全年酷熱天氣日數
• 炎熱及勞工生產力的關係
• 農作物產量

水資源壓力 ✗ 由於公司的製造工廠位於廣州且其營運並無涉及大量
用水，所面臨的缺水風險較低。因此，水資源壓力目
前未被納入情境分析的考慮因素。

–

海平面上升 ✓ 長遠而言，海平面上升可能會迫使位於沿海地區的業
務搬遷至內陸地區。

• 考慮地殼垂直運動後的平均
海平面高度

洪災 ✓ 在雨季，洪災頻率增加可能導致因財產或設備損壞而
停業，及╱或僱員可能無法上班。這可能會導致營運
成本及設備折舊增加。

• 位於預測高潮汐線以下地區
的人口

• 位於預測年均沿海洪災水平
以下地區的人口

極端天氣的頻率
及嚴重程度

✓ 極端天氣的頻率及嚴重程度的增加，可能對物業和設
備造成損壞，導致營運成本及設備折舊增加。此外，
極端天氣事件的嚴重性增加，亦可能威脅在該處所工
作的僱員的安全。

• 暴露於極端天氣的影響
• 熱帶氣旋造成的直接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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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2.5 識別綠松色情境下的過渡風險

過渡風險 是否相關？ 理由 相關參數舉例

政策及法律 ✓ 廣州市政府可能實施更嚴格的氣候政策（例如實施碳價格機制，
能源使用改為使用可再生能源）。這可能會增加經營成本，從而導
致收入損失。

• 非核能能源組合
• 有關監管電動汽車
的法規

• 碳價格

技術 ✓ 隨著新技術的出現（例如可再生能源、能源使用效率），公司須緊
貼最新技術的發展，以符合更高的效率標準。這可能會導致升級
現有設備的成本上升。

• 電動商用車
• 電池儲能效率

市場偏好 ✓ 市場偏好的轉變（例如消費者偏好、需求和供應）可能會導致消費
者對環保產品的需求上升，繼而可能增加生產過程和所用原材料
的成本。若在把握市場轉變方面落後於同行，則可能會導致收入
和市場份額的損失。

• 商品價格

在本章末段，我們列舉了有關上述綠松色情境及棕色情境下各種參數的數據。公司可在分析中納入該等參數，
以計算不同情境下的財務影響（詳情請參閱第7章）。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使持份者清楚了解公司在分析氣候影響時所用的情境：

關鍵要素

所用的參數 2.A 公司作出的假設 2.B 分析選擇 2.C

• 進行情境分析時所用的參數
• 參數對公司營運的重要性

• 所作的假設，包括但不限於業務發展
策略、政府政策等

• 情境的範圍及邊界
• 所選情境的描述
• 時間範圍
• 輔助數據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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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對氣候情境的披露：

披露舉例 評論

作為香港的綜合企業集團，我們明白氣候變化可能會對我們的業務產
生重大影響。為了更好地了解氣候變化對我們業務的潛在影響，我們
根據以下兩個路徑下對2030年及2050年兩個時間範圍進行氣候情境
分析：

• RCP2.6、SSP1及以2050年淨零排放案例為輔的IEA可持續發展
情境

• RCP8.5、SSP5及IEA的既定政策情境 2.C1

情境分析的範圍包括在我們營運控制下的所有業務。 2.C2  

2.C1  假想公司說明了兩種情境的選擇及分析的時間

範圍。

2.C2  假想公司亦說明其情境的範圍及邊界。

以下乃所用的參數以及其被視為重要的理由： 2.A3  2.A4

• 碳價格－碳價格相關的法律頒佈後，我們將需為我們的溫室氣體
排放付費。

• 可再生能源－我們使用的可再生能源比例影響所需的碳抵銷數
量。

• 電動汽車－以電動汽車取代現有車隊所需的成本以及電動汽車
所節省的成本。

• 海平面上升－我們的部分物業因其位置及設計而易受洪災影
響。

• 極端天氣－極端天氣頻率增加（例如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及8級或
以上颱風信號）可能會影響我們的業務營運。

2.A3  根據其業務性質，假想公司識別與其業務最相

關的參數。

2.A4  假想公司列出這兩個情境所用的參數，並描
述每個參數如何影響其業務。

低排放情境（1.5-2°C） 2.B5

• 於2030年及2050年之前，發達經濟體的碳價格分別達到每噸63
美元和每噸140美元。

• 我們的可再生能源組合將逐漸增加。
• 於2050年之前，電動汽車將主導全球汽車及輕型貨車車隊市
場。我們目前擁有的私家車均為電動汽車，因此我們認為不會對
公司產生重大影響。

高排放情境（>4°C） 2.B5

• 並無制定碳價格或碳稅。
• 更高的平均海平面導致更頻繁的洪災。我們已評估與我們的物
業組合相關的洪災風險。

• 極端天氣頻率增加。

2.B5  說明假設乃為了讓讀者了解這兩種情境之間的區

別。

進一步建議

假想公司可明確說明兩個時間範圍的結果。

索引：

2.A  所用的參數

2.B  公司作出的假設

2.C  分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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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提升
如需進行更深入的氣候情境分析，公司可：
• 追隨IPCC的SSP1-1.9情境，即根據全球氣溫上升限制在1.5°C制定的情境。針對各種情境探索及測試公司的
策略，將有助說明其在各種氣候相關情況下的財務抵禦力。

• 除評估與能源轉型相關的風險及機遇外，還可考慮氣候變化的實體影響，並沿著公司的整個價值鏈進行分
析。

進一步閱讀資料：
• Global Warming of 1.5°C (IPCC, 2019)（僅提供英文版）
• The Use of Scenario Analysis in Disclosure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TCFD, 2017)
（僅提供英文版）

https://www.ipcc.ch/site/assets/uploads/sites/2/2019/06/SR15_Full_Report_Low_Res.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TCFD-Technical-Supplement-06291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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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政策的關鍵參數（僅供說明）
為闡述氣候政策在不同城市的差異，以下列出了一些關鍵參數20，以說明香港21和上海（中國主要城市）22的氣
候政策。在相關政府部門未正式公佈政策的情況下，我們參考了可比城市當前的政策趨勢，進行預測。就未有
公佈目標的參數，我們以發達國家的全球目標作為香港的替代指標，以及中國的國家目標作為上海的替代指
標。在其他城市營運的公司應進行研究以確定下列兩種情境下的相關參數。下表所演示的數據均從公開資料摘
取。針對部分參數可於一個或以上的公開數據來源取得數據，公司應了解其估算方法、假設及偏差，以選擇適
合公司的數據進行分析。

列表2.6 過渡風險參數

參數

香港 上海

單位綠松色 棕色 綠松色 棕色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非核能可再生能源組合 61% 88% 3-4% <10% >25% 85%
2020年：28%，預計將與

2020年水平相同
–

綠色建築比例
100%的新建

築
超過85%的
建築

建築面積超過10,000平方米
的新建政府建築物和新建公
共住房至少達到綠建環評金

級認證

>70%的新建
築

100%的新建
築

2020年：50%，預計將與
2020年水平相同

–

電動私家車 20%25 100%26

2020年：12.4%的新私家車
登記車輛是電動汽車，預計

將逐漸增加
>50% >80%

2020年：31%的新私家車
登記車輛是電動汽車，預計

將逐漸增加
–

碳價格27 63 140 不設碳價格 32-43 100-125 12-17 35-70
美元╱噸二
氧化碳當量

原油價格28 57 53 76 85 57 53 76 85 美元╱桶

天然氣價格 4.4 4.1 7.5 8.3 5.2 4.6 8.3 8.8
美元╱英熱
單位

20 所演示的參數均為截至2021年7月的數據。我們鼓勵公司於開展情境分析前查閱最新可得數據。
21 假設香港作為經濟發展與其他發達經濟體（例如歐盟和日本）相似的地區，預測中的若干數字指發達經濟體的預測數據。
22 假設上海將參考國家政策作為最低目標。
23 於2035年或更早時間，包括混合動力汽車在內的燃料驅動汽車無新登記數據，因此，預計2030年電動汽車的比例將佔私家車總數的五分

之一。
24 設有至2050年的零車輛排放目標。
25 假設所有發達經濟體均已建立碳價格機制，且若干發展中國家已就碳排放（特別是針對高排放行業）設定限制。
26 包括中國在內的IEA成員國的加權平均進口價格，固此香港與上海的數目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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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2.7實體風險參數

參數

香港 上海

單位綠松色 棕色 綠松色 棕色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2030年 2050年

溫度變化 +0.9 +1.3 +1.1 +2.0 無可用數據 +1.2至+1.8 無可用數據 +2.5 攝氏度

年度熱夜日數 42 55 43 71 無可用數據 日

年度酷熱日數 28 34 29 46 無可用數據 日

年度極端暖濕日數 18 25 20 44 無可用數據 日

考慮地殼垂直運動後的平均海平面
高度

+0.2 +0.3 +0.2 +0.4 可使用香港推算數字作為替代指標 米

預測高潮汐線以下地區的人口27 無可用數據 0.77 無可用數據 0.78 無可用數據 29 無可用數據 31 百萬人

預測年平均沿海洪災水位以下地區
的人口28

無可用數據 1.1 無可用數據 1.1 無可用數據 92 無可用數據 95 百萬人

溫室氣體排放（絕對） -26至-36% -100%29 +4% +34%
於2030年達
到峰值

-76% +38% +75% –

極端天氣的頻率和嚴重程度

不論溫室氣體濃度情況 
如何，海平面高出海圖基
準面303.5米，或會導致於
2021-40年之前發生5年 
一遇至10年一遇的事件

每個8號以上颱風信號的颱
風日將造成42.9億港元的經

濟影響

可使用香港推算數字作為替
代指標

強度和嚴重程度增加 –

27 上海數據反映了整個中國受影響的人口。於2100年之前，受影響的人口將更加明顯，香港和中國分別為84萬人和4,000萬人。
28 上海數據反映了整個中國受影響的人口。於2100年之前，受影響的人口將更加明顯，香港和中國分別為120萬人和1.1億人。
29 由於香港政府宣佈2050年碳中和目標，預計所有排放量將會減少或被抵銷。
30 海圖基準面(Chart Datum)，即潮汐高度所參考的水位，大約是維多利亞港最低天文潮水的水位。海圖基準面低於香港高程基準面0.146

米，而該基準面是香港土地測量所參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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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識別氣候相關風險並 
對其進行排序

目的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識別氣候相關風險的步驟，以及對風險進行排序的常用方法。

工作流程

行業層面風險審查 （首選）持份者參與 定性評估或定量評分

識別氣候相關風險
行業層面風險審查
由於公司面臨的氣候相關風險與其所屬行業高度相關，進行行業層面的風險審查是公司識別風險的常用方法。

以下是收集相關資料的常用方法：
• 審閱同行發佈的資料，當中可能列出其面對的風險
• 與風險承擔者、負責風險管理及可持續發展的從業者溝通
• 行業評述
• 媒體報導監察
• 網頁搜尋
• 內部及外部審計

以下為行業層面風險審查的關鍵步驟：

收集可能影響公司業務的氣候
相關風險

評估這些風險的原因、關聯及後果 編製已識別風險的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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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3.1常見的氣候相關風險

政策及法律風險 • 碳價格提高
• 加強排放報告的要求
• 對現有產品及服務的強制性監管
• 訴訟風險

市場及技術風險 • 以較低排放的產品及服務替代現有的產品及服務
• 新技術投資未能成功
• 轉型至較低排放技術的成本
• 客戶行為不斷變化
• 市場信號不確定
• 原材料價格上升

聲譽風險 • 消費者偏好的轉變
• 行業被污名化
• 持份者的關注程度提高或持份者的負面反饋

急性實體風險 • 颶風和洪災等極端天氣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

慢性實體風險 • 降雨模式的變化及天氣模式出現極端的變化
• 平均升溫
• 海平面上升

你知道嗎？

氣候變化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氣候變化並非對公司產生單獨影響，而是通過增加相關風險的可
能性或影響，加劇公司現行所面對的風險。

持份者參與
我們鼓勵公司與持份者保持溝通，以便更廣泛地了解氣候相關風險如何潛在影響公司業務。與內部及外部持份
者的溝通，有助公司識別：

• 對持份者有重大影響的氣候相關風險
• 可能被內部管理人員忽視的氣候相關風險

參考材料

請參考香港交易所的《如何編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以了解有關持份者參與的進一步事例。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step_by_step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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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小組是一種常見而且有效的參與方法，用於收集持份者的直接反饋。它亦可促進公司與持份者之間的互動
溝通。以下為進行焦點小組活動的關鍵步驟：

識別將參與焦點小組的關鍵持
份者名單

設定情境（例如制定會議大綱
及準備討論情境）

任用（內部或外部）促進者主
持焦點小組

分析數據及匯報分析結果，
以作識別及進行排序用途

對氣候相關風險進行排序
通過風險排序，公司可有效地將資源分配予最逼切的風險。本節討論公司對風險進行排序的兩種常用方法，即
(A)定性評估及(B)定量評分。公司可視乎其慣常做法，採用其認為合適的方法。

排序準則
以下載列可同時用於定性評估法和定量評分法的通用準則。

可能性 若某項事件發生的可能性高，應將其放在較高的排序。特定事件發生的可能性將視乎以下
情況：
• 事件的頻率 • 發生的機率

影響 若某項事件對公司、環境或社會造成較嚴重的影響，應將其放在較高的排序。影響包
括：
• 財務損失 • 聲譽受損
• 被檢控及罰款 • 失去策略合作夥伴

適應力 若某項事件需要更多的精力和時間才能適應，應將其放在較高的排序。

恢復力 若某項事件導致需要花費更多的精力、資源及時間來恢復業務，應將其放在較高的排序。

定性評估
定性評估依靠管理層的內部討論及其對已識別風險的排序。有效性主要取決於管理層的氣候應對能力，公司可
引入外部專家以獲取建議。在雙方就排序達成共識之前，管理層應對已識別的風險和潛在影響有充分的認識。

管理層的氣候應對能力是定性評估是否成功的關鍵。能力建設須定期進行，以確保管理層具備氣候相關議題的
最新知識。管理層應不斷評估風險排序準則的優劣。如有需要，管理層可索取專家竟見，以提升他們的氣候知
識。這可使定性評估方法能夠與時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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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建設 準則討論 排序

• 評估管理層在氣候相關 
議題的能力

• 如有需要，索取專家意見

• 持續評估及汲取過往經驗

• 討論排序所用的準則（即可能性、影
響、適應力或恢復力）

• 基於重大議題對氣候相關 
風險進行排序

• 基於所選擇的準則對氣候 
相關風險進行排序

定量評分
定量評分法採用評分制，對風險嚴重程度的評估是基於它對公司的影響及其發生的可能性。

1. 界定評分等級
以評分表界定風險排序準則：
• 影響水平
• 可能性
• 適應力
• 恢復力

列表3.2影響水平的評分舉例

評分 財務損失 聲譽受損 遭檢控及罰款 失去策略合作夥伴

4 – 高 超過[ • ]% 從公眾輿論或重要持
份者角度造成持續的
嚴重負面報導或嚴重
聲譽損害

檢控╱罰款超過收入
的[ • ]%

面臨損失的威脅或
實際損失達[ • ]%

3 – 中╱高 介乎[ • ]%至[ • ]% 對公眾的短期負面報
導或聲譽損害

檢控╱罰款少於收入
的[ • ]%

面臨損失的威脅或
實際損失達[ • ]%

2 – 低╱中 介乎[ • ]%至[ • ]% 對特定持份者的短期
負面報導或聲譽損害

罰款少於[ • ]元 面臨損失的威脅或
實際損失達[ • ]%

1 – 低 低於[ • ]% 對「非重要」受眾的輕
微負面報導或聲譽損
害

沒有被檢控或罰款 來自策略客戶的輕微
投訴

附註：實際因素及定義可參考公司的內部風險評估系統。

2. 風險分析
就已識別的風險進行分析，方法包括：
• 同行評審
• 預測數據
• 歷史數據

3. 評級
根據分析結果及所界定的評級表，為已識別風險的影響、可能性、適應力及恢復力進行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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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排序
根據統計分析對已識別的風險進行排序，並制定重大風險清單：

列表3.3 風險排序的舉例

時間範圍 風險 影響水平 可能性 適應力 恢復力

短至中期 為達致淨零排放目標而作出
的政策改變

高 高 低╱中 低

短至中期 投資者的關注程度提高 中╱高 中╱高 低 低╱中

短至長期 極端天氣事件的嚴重程度增
加

中╱高 高 低╱中 中╱高

短至長期 消費者偏好的轉變 低╱中 中╱高 低╱中 低

須避免的常見偏見
公司在識別氣候相關風險和進行排序時，應避免以下常見偏見：

易見性偏見 傾向相信最近聽說已發生的事件，或會產生重大後果的事件更有可能發生。

確認偏見 傾向尋求一些符合自己既有信念、期望或假設的解釋或數據，並忽略與自身信念相抵觸的信息。

群體思維偏見 當深入參與一個有凝聚力的群體時，爭取意見一致的想法往往會蓋過切實從替代方案作出選擇的
動機，從而作出錯誤的決定。

現狀偏見 選擇替代方案時，傾向選擇與現狀相似的方案。氣候相關風險通常是嶄新或難以預測的，也許因
不易識別。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闡述識別氣候相關風險和排序的流程及結果：

關鍵要素31

流程 3.A 重大風險清單 3.B

• 描述風險識別（例如行業層面風險審查）及排序的流程
• 表明在識別流程中所作的選擇

• 呈列與公司相關的重大風險

31 公司還應披露影響、剩餘風險水平目標以及減緩計劃，這將在以後的章節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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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披露對氣候相關風險識別及排序：

披露舉例 評論

在外部專家的幫助下，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進行行業層面風 
險審查。 3.A1

3.A1  假想公司已披露識別氣候相關風險的流程。

隨後召開會議，召集不同部門的管理層，進一步識別氣候相關風
險。 3.A2  會議期間介紹了行業層面風險審查、重要性評估結果 

和選定的情境，以索取管理層對公司營運的進一步見解。 3.A3

3.A2  假想公司邀請不同業務職能部門的管理層協

助識別風險。這讓他們能夠避免群體思維偏見，並
從其管理層獲得不同的專門知識。

3.A3  亦應用了重要性評估32，以更好地與整體營運

保持一致。

為從各持份者群體獲得更深入的見解，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亦開展三個焦點小組，與僱員、投資者、供應商和當地非政府 
組織等持份者組別進行溝通。 3.A4  隨後識別出一份氣候相關 

風險清單，以供排序。

3.A4  除了桌面調查，假想公司還與持份者溝通，
以獲取更多氣候變化相關的深入資料。鼓勵進行持
份者參與，因持份者可能擁有管理層討論時忽略的
見解。

我們採用定量評分法，對已識別的氣候相關風險進行排序。 3.A5 3.A5  假想公司已披露對氣候相關風險進行排序的
流程。

採用可能性、影響、適應力和恢復力等準則對相關風險進行 
排序。 3.A6

3.A6  假想公司說明了用於風險排序的標準。這讓讀

者更清楚地了解風險排序的方法。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邀請管理層及風險委員會一同進行評
分。 3.A7

3.A7  這說明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正與不同的業務職

能部門合作，以對氣候相關風險進行排序。

排序的結果呈交我們的風險委員會及董事會以供核實。 3.A8 3.A8  這說明氣候相關風險不僅是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職責的一部分，同時亦是風險委員會的職責。

從上述舉措中，我們已確認以下與氣候相關的重大風險：

• 為達致淨零排放目標而作出的政策改變；

• 投資者的關注程度提高；

• 極端天氣事件的嚴重程度增加；及

• 消費者偏好的轉變。 3.B9

3.B9  假想公司已披露風險清單，讓讀者了解假想

公司面臨的氣候相關風險。

索引：

3.A  流程

3.B  重大風險清單

潛在提升
• 除識別風險外，公司還可識別每個情境中的機遇。

進一步閱讀資料：
•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建議(TCFD, 2017)

32 請參考香港交易所的《如何編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以了解有關重要性評估的進一步事例。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TCFD-Recommendations-Report-Traditional-Chinese-Translatio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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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業務與重大風險對應

目的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如何評估重大風險對公司業務的影響，以及與特定業務職能的相關性。

工作流程

將業務活動與價值鏈對應 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對價值鏈的影響 總結氣候相關業務影響計分表中的結果

將業務活動與價值鏈對應
價值鏈描述創造產品或服務所需的商業活動鏈，通常包含五個主要環節：

服務

售後服務， 
例如培訓、保用
及保證

內向物流

物資╱產品
從供應商
向公司轉移

營運

將投入物轉化
為輸出物（以產
品或服務形式）

外向物流

產品儲存及轉移
至終端用戶

營銷及銷售

市場傳訊及
產品銷售

公司應識別各個業務部門的主要業務活動，並將此與價值鏈各個環節對應。不同企業於各價值鏈環節可能進行
不同的活動，例如製造商可能在內向物流、營運及外向物流方面有大量業務活動，而服務行業的公司的價值鏈
則有較少內向及外向的物流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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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列表顯示各行業於價值鏈中的業務活動例子。

列表4.1價值鏈對應表33

價值鏈

行業 內向物流 營運 外向物流 營銷及銷售 服務

製造業 • 原材料的採購
與運輸

• 生產產品（從產
品設計到產品
製造）

• 產品從工場運
輸至銷售點

• 產品銷售 • 產品維修

房地產 • 物業發展╱管
理所需物料╱
產品的採購及
運輸

• 物業發展（從樓
宇設計到物業
建築）

• 不適用 • 物業的營銷及
銷售

• 樓宇的維修、
改建及翻新

建築業 • 建築原材料的
採購與運輸

• 建造樓宇或基
礎設施

• 清除及處理建
築廢物

• 建築項目的 
交付

• 建築項目的 
維修

金融業 • 採購營運所需
的辦公設備及
用品

• 金融產品及服
務的交付

• 不適用 • 金融產品及服
務的營銷及銷
售

• 售後服務

33  價值鏈中不同環節的重要性視乎公司的實際業務而定，所舉例子僅供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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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氣候相關影響

完成對應後，公司應評估已識別的氣候相關風險對其價值鏈各個環節所造成的影響。方法之一是綜合考慮定性
和定量資料，即「綜合報告框架」所稱的六大資本：財務資本、製造資本、知識資本、人力資本、社會與關係資
本及自然資本。

列表4.2列出應用六大資本來評估氣候相關風險對價值鏈環節的影響及關連性時可考慮的引導性問題，其中：
• 〔氣候風險X〕指在第3章中已識別及已優先排序的氣候風險
• 〔價值鏈Y〕指不同的價值鏈環節

列表4.2應用六大資本評估氣候風險－引導性問題

(A)影響問題
就特定業務活動而言，某一特定風險
如何導致資本變化以及該等變化如何
影響不同的持份者？

(B)關連性問題
某一特定商業活動如何因應資本的特
質而創造及保持價值？

1.財務資本
生產產品╱提供服務的可用資金，可
通過融資獲得，或通過營運或投資產
生。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其〔價值鏈
Y〕的資金需求？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為〔價值
鏈Y〕籌集資金的能力？

2.製造資本
可用於生產產品╱提供服務的製成
品，包括樓宇、設備及基礎設施。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其〔價值鏈
Y〕的生產流程？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交付〔價
值鏈Y〕所需的貨物和產品的能力？

3.知識資本
組織性和基於知識的無形資產，包括
知識產權（如專利和版權）及組織性資
本（如隱性知識、系統、程序及標準守
則）。

• 〔氣候風險X〕會否因〔價值鏈Y〕方
面的技術能力而令公司的營運受影
響？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為〔價值
鏈Y〕交付產品╱服務的默契程序？

4.人力資本
僱員技能、能力及經驗，以及他們的創
新動力。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人才在
〔價值鏈Y〕方面的工作效率？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的人才
組合或為〔價值鏈Y〕交付產品╱服
務的能力？

5.社會與關係資本
機構及社區、持份者群體和其他網絡的
內部及彼此間的關係，以及共享資訊以
提升個人與集體福祉的能力。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在〔價值
鏈Y〕方面向顧客交付優質產品╱服
務的能力？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與〔價值
鏈Y〕顧客的關係（如聲譽受損）？

6.自然資本
所有可再生及不可再生的環境資源，以
及為支持公司蓬勃發展而提供產品╱
服務的相關流程。

• 〔氣候風險X〕會否影響公司〔價值鏈
Y〕業務所在地的環境？

• 〔氣候風險X〕引起的環境變化會否
影響公司在〔價值鏈Y〕方面交付產
品╱服務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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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項優先排序的氣候相關風險（已於第3章識別）與各價值鏈環節比對時，應提出與上述相同的引導性問題，
並可於列表4.3所載的計分表中總結結果：

列表4.3按六大資本的方法評估氣候風險－計分表

氣候風險X（如極端天氣事件）

價值鏈Y：
（如內向物流）

評估準則：
六大資本

(A)影響分數
（0=無，1=次要，

2=主要）

(B)相關性分數
（0=無，1=次要，

2=主要）

各資本分數小計
(A+B)

1. 財務

2. 製造

3. 知識

4. 人力

5. 社會與關係

6. 自然

〔氣候風險X〕對應〔價值鏈Y〕的總分數

公司如希望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可於評估過程中按國家、地點或設施進一步細分其價值鏈環節。

完成評估過程後，使用CRBI計分表（列表4.4）總結分數。

列表4.4 CRBI計分表

氣候風險1
（如極端天氣事
件） 氣候風險2 氣候風險3 氣候風險4 氣候風險5

內向物流

營運

外向物流

營銷及銷售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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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CRBI熱點
得分最高的CRBI（以下簡稱為CRBI熱點）代表受氣候風險影響最嚴重的領域。公司按後續章節選擇和確定參
數、指標、目標和行動計劃時，應優先考慮CRBI熱點。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說明對相關業務的重大影響：

關鍵要素

評估影響的流程 4.A 對公司業務的影響 4.B

評估影響的流程，包括：

• 將相關業務活動與重大風險對應所用的方法

• 所評估的主要業務活動

• 評估影響所用的方法

重大風險對相關業務範疇的影響，包括：

• 受影響的價值鏈環節

• 對不同資本的影響或關連性的描述

• 價值損失的描述

• 風險等級

• 時間範圍（短期╱中期╱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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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對相關業務重大影響的披露：

披露舉例 評論

我們已通過對財務、製造、知識、人力、社會與關係以及自
然這六大資本的影響與關連性進行評分，識別所有業務職能
中的價值鏈，並與已優先排序的風險對應。 4.A1

以下為與其中一個職能部門所在地有關的風險： 4.A2

4.A1  假想公司闡述影響評估的過程。

4.A2  假想公司披露了風險等級較高的領域。公司亦可披露
其他風險等級較低但為其優先處理事項的領域。

風險 海平面上升

時間範圍 中至長期

4.B3  表明風險趨勢是良好的做法，可令讀者知悉預期風險
水平隨時間轉移的改變。

價值鏈環節 位於廣州的製造業務

風險等級 高

趨勢  4.B3 增加

影響或關連性 4.B4  
海平面上升可能導致洪災更為頻密，進而影響我們位於廣州 
的工廠，中斷其營運。設施及設備可能遭受損壞。此外， 
由於其營運風險較高，資本成本或會增加。 4.B5

4.B4  假想公司提及與其營運最為相關的影響。

4.B5  由於財務及製造資本與假想公司在廣州的業務最為相
關，假想公司披露了海平面上升對該類資本的影響。

價值損失
工廠或須因洪災而重新設計或搬遷，以儘量減少洪災造成的
損失，並確保未來受保險保障或降低借貸成本。 4.B6  

4.B6  假想公司亦闡述因海平面上升而對兩類最為相關的資
本造成的價值損失。

索引：

4.A  評估影響的流程

4.B  對公司業務的影響

潛在提升
• 如需更詳細地分析價值鏈，亦可考慮價值鏈的次要功能（如技術開發、人力資源管理、基礎設施及採購）。
• 除應用六大資本來評估影響外，企業亦可使用其他方法，如SWOT分析。

進一步閱讀資料：
•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M.E. Porter, 1985, 於

1998年加入新引言重印)（僅提供英文版）
• sSWOT: A Sustainability SWOT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12)（僅提供英文版）

https://www.hbs.edu/faculty/Pages/item.aspx?num=193
https://files.wri.org/d8/s3fs-public/pdf/sustainability_swot_user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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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選定參數、指標與目標

目的
本章協助公司識別不同類別的參數和指標，並制定相應的目標。參數、指標和目標可讓公司量度及監察氣候相
關風險，並有助持份者（包括投資者）評估公司潛在的經風險調整後的回報率、履行財務義務的能力、受氣候相
關議題的一般影響，以及管理或適應該等議題的進展情況。

工作流程

識別關乎公司的氣候相關參數 制定氣候相關指標 訂立目標

識別氣候相關參數及指標
為量度公司氣候相關風險的水平及影響，應就第4章中所識別的各個CRBI熱點制定相關參數及特定指標。

氣候相關參數34是公司為評估氣候相關風險而量度的數量。

氣候相關指標是為反映特定氣候相關風險對業務影響的水平而制定的指標。通過監察這些指標，管理層可評估
公司所採取行動的效用，促進其對氣候行動的監管和管理。

舉例：

參數 指標

受氣候相關議題影響的資產規模 ✓ 受影響的資產規模（以建築面積計）

• 以建築面積量度氣候相關議題的覆蓋範圍

✓ 受影響的資產規模（以收入計）

• 以幣值量度受氣候相關議題影響的收入

✗ 受影響的資產規模（以質量計）

• 質量不是衡量資產規模的常用指標，所以並非具代表性的指標

34 本指引將TCFD對氣候相關指標的定義分為氣候相關參數與氣候相關指標，以便進行更深入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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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應的氣候相關指標
公司於制定氣候相關指標時應考慮以下原則35：

有助作出決策 指標能否促進公司了解對氣候相關風險在特定期間內的潛在影響（例如財務影響及營運後果）

易於理解 指標能否以清晰易明的方式呈現，並明確說明所有限制及注意事項

可供驗證 指標能否支援有效的內部控制，作數據驗證及保證之用

客觀 指標是否不偏不倚及不受價值判斷的影響，客觀地披露整體表現

可作比較 指標能否逐年一致地計算及披露，以促進趨勢分析（公司隨時間推移的表現）及對比分析（相較於其他公司
的分析），以評估進度及表現

絕對或強度指標
指標通常分為兩個主要類別，即絕對指標或強度（或稱密度）指標：

絕對指標 強度指標

定義 用於量度數量的指標，例如對全部資產進行抵禦
力評估。

相對於分母而設置的標準化指標，分母例子包括
僱員人數、收入、總建築面積。例如以收入為單
位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備註 這是量度表現的簡單直接方法，適用於大多數行
業及參數。

將絕對指標轉換成強度指標，可更佳地闡述指標
與公司狀況的關係。公司可依照其界別選擇不同
的分母。

你知道嗎？

由於時間範圍（過去、目前及前瞻性）的可比性對追蹤表現非常重要，公司必須於所有時期使用相同的
氣候相關指標。我們鼓勵公司儘早投入充裕的時間及資源，選定適當的指標，以減少在日後需作出的更
改。

35 參考Guidance on Metrics, Targets and Transition Plans（TCFD, 2021年10月）（僅提供英文版）。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7/2021-Metrics_Targets_Guidanc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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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相關參數及指標的舉例
下列建議的氣候相關參數適用於所有行業。公司可通過採用這些參數，制定最能反映其業務狀況的指標。下文
就製造、房地產、建築及金融行業列出定制化指標，僅供說明。

1) 參數：溫室氣體排放36、37

重要性：溫室氣體排放對跨行業及任何氣候相關參數均非常重要，它是估計很多其他氣候相關參數的基本原
素。

舉例：所有行業均應披露範圍1及範圍2的排放量。範圍3排放量的披露取決於其對公司的重要性38，但我們鼓
勵公司隨著時間的推移擴大範圍3排放量的披露。以下例子說明不同行業相關範圍3排放及常用的指標。

行業 主要範圍3溫室氣體排放 指標

製造業 上游原材料的排放，以及上、下游物流的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產品單元為單位）

房地產業 下游租戶的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租賃空間建築面積為單位）

建築業 上游原材料及物流的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工地所用每噸水泥為單位）

金融業 融資組合的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每百萬元貸款組合為單位）

2) 參數：碳價格
重要性：碳價格對分析及評估碳相關風險的經濟影響非常重要，並可讓投資者評定公司風險評估時所用的關鍵
假設是否合理。

舉例：

行業 指標

製造業 因假設實施的碳排放稅而產生的碳成本

房地產業 因抵銷溫室氣體排放而產生的碳信用額成本

建築業 預計因碳價格（如碳稅）而產生的碳成本

金融業 用以評估潛在投資的抵禦力而涉及的每噸二氧化碳的碳價格範圍

36 包括範圍1、範圍2以及相關重大範圍3的排放（公司價值鏈中產生的間接排放，包括上、下游的排放）。如需進一步資料，可瀏覽溫室氣體
核算體系網站。

37 溫室氣體排放量應依照溫室氣體核算體系的方法計算，以便在各公司與地區之間進行匯總及比較。公司應於適當的情況下，考慮提供相關
及獲普遍接受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指標。

38 請參閱Guidance on Metrics, Targets, and Transition Plans (TCFD，2021年10月）（僅提供英文版）。

https://ghgprotocol.org/
https://ghgprotocol.org/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7/2021-Metrics_Targets_Guidanc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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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數：受實體及過渡風險嚴重影響的資產及╱或業務活動的比率
重要性：披露受氣候相關實體及過渡風險嚴重影響的資產及╱或業務活動的比率，有助更好地了解、追蹤及估
算公司潛在的財務風險。

舉例：

行業 實體風險指標 過渡風險指標

製造業 遭受洪災嚴重侵襲的工廠及設備的比率 受客戶對可持續物料需求變化影響的製成品比率

房地產業 受超強颱風嚴重影響的營運活動的比率 受更嚴格碳排放標準規限的新開發項目的比率

建築業 遭受酷熱天氣嚴重影響的營運活動的比率 需繳納跨境碳稅的建築材料比率

金融業 受極端天氣事件嚴重影響的投資及融資活動的比
率

受更嚴格ESG標準規限的投資金額比率

4) 參數：用於應對氣候相關風險與機遇的開支或資本投資金額
重要性：有關新技術、基礎設施以及氣候相關實體及過渡風險管理的開支及資本投資參數，說明公司日後盈利
能力可能遭受影響的程度。

舉例：

行業 指標

製造業 可再生能源的資本投資

房地產業 投資在綠色建築的開支

建築業 可持續材料的開支，或用於開發能源效益技術的資本投資

金融業 對主要減緩實體氣候風險的項目組合的資本投資

參考材料

除上述參數和指標外，公司亦可根據業務性質及營運所在地，選擇匯報特定的氣候相關參數和指標，例
如海平面、土地使用、溫度變化。如需更多例子，可查閱TCFD的Guidance on Metrics, Targets, and 
Transition Plans （僅提供英文版）。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7/2021-Metrics_Targets_Guidance-1.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7/2021-Metrics_Targets_Guidance-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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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立目標
氣候相關目標是公司希望在特定時間範圍內達到的既定水平、門檻或數量的指標，以實現其與氣候相關的整體
願景和策略。

公司應就已在上一節識別的氣候相關指標訂立目標，以反映應對CRBI熱點（已於第4章識別）的減緩或適應活動
（將於第6章討論）的進展。目標有助監察風險管理計劃，及評估氣候變化政策、管理系統及減緩措施的有效性。

• 公司是否準備好為相
關減緩措施分配財務
預算？

•  僱員是否具備足夠專
門知識或能力以採取
所需行動？

• 若延遲行動，會對公司
造成甚麼財務損失？

• 投資者及╱或客戶對
公司作為一家負責任
的企業有甚麼期望？

• 國際及國家的氣候相
關目標是什麼？

資源可用性

僱員準備情況

財務影響

社區期望

國際及國家驅動因素

訂立目標通常是一項
平衡工作，需要考慮
五個關鍵因素：

定期與內、外部持份者互動有助公司取得最佳平衡。目標應隨時間推移儘量保持一致，以確保其可信性。一旦
訂立目標，便不宜再作大幅調整，除非公司的經營環境發生重大變化。

為了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香港政府於2021年10月公佈了《香港氣候行動藍圖2050》39。如公司準備作
出淨零排放40的承諾，我們鼓勵公司為碳管理訂立近期及長期目標。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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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概述了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碳中和的策略和目標。請參閱應對
氣候變化網站和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第96至98段。

40 IPCC將淨零排放定義為「於特定時間內，釋放至大氣層的人為溫室氣體排放量，與人為的移除量達至平衡。」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lang=2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lang=2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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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嗎？

公司應注意適當地控制或落實程序以確保數據質量。公司亦可進行內部審計及╱或外部認證，以根據訂
立的目標更準確地評估進展情況。

應明確界定目標，並說明：
• 基線：應用於目標的一致基準年，作為跟蹤進展的根據
• 時間範圍：擬實現目標的一致時間範圍

公司應注意，就已識別的指標建立一個穩健和可靠的數據收集系統，對決定目標基線非常關鍵。

參考材料

有關使用「S.M.A.R.T.」方法訂立目標的討論，請另外參閱香港交易所發佈的《如何編備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

確認目標的步驟
近期目標有助有效監察長期目標的進展。41為確保所訂立的目標可以實現，管理層及工作層面的僱員應該對目
標進行確認。有關調整近期目標及識別彌補差距措施的更多資訊，請參閱第6章。

由管理層負責 確認

調整

由專業和前線僱員負責

制定長期目標 制定近期目標 識別彌補差距措施 確認可行性

公司應定期檢討並在適當情況下調整長期和近期目標；而對近期目標的檢討應當更為頻密（因其時限較短）。

41 如長期目標時效相對較長（如10年左右），則應訂立近期目標（如約5年內）。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step_by_step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step_by_step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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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呈列重大氣候相關風險管理的指標及目標：

關鍵要素

氣候相關指標 5.A 目標 5.B

• 所採用的量度類型

• 所用的方法

• 更改指標的原因（如有）

• 範圍

• 基線

• 時間範圍

• 絕對或強度目標

• 近期和長期目標

• 為實現目標所採取的行動42

你知道嗎？

由於時間範圍及一致性對披露至關重要，公司應於各匯報期內儘量使用相同的氣候相關指標。若公司決
定更改指標，其應解釋更改的原因以確保透明度及在量度效果的連貫性。

為了進行更全面的氣候相關風險管理，公司可使用多於一個指標追蹤某一參數，並於披露這些指標時同
時披露相關參數，以就相關領域提供更清晰的狀況。

42 制定行動計劃將於第6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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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對指標及目標的披露：

披露舉例

以下為我們在廣州的製造業務所設定的指標及目標的舉例。 5.B1

指標 5.A2 目標類型 2020年基線（過去） 5.B3 2021年（目前） 2030年（前瞻性目標）

範圍1、2及3溫室氣體
排放量（以產品單元為
單位）

強度 [ • ]噸二氧化碳當量（以每
單元產品為單位）

每單元產品的範圍1及
2的排放量減少10%

為實現2050年淨零排放，我們
制定中期目標為：範圍1及2排
放量（以每單元產品為單位）減少
50%，及範圍3排放量（以每單元
產品為單位）減少30%（以2020年
為基線）

嚴重遭受洪災侵襲的工
廠及設備的比率

絕對 90% 85% 按照2060年的100年泛濫平原估
算，確保為不少於50%的受洪災
影響資產落實風險減緩措施

可再生能源的資本投資 絕對 0% 10% 將不少於25%的年度資本開支投
資於可再生能源

索引：

5.A  氣候相關指標

5.B  目標

評論

5.B1  假想公司說明指標及目標的範圍（即在廣州的製造業務）。

5.A2  假想公司每年均披露指標，以便提供隨時間推移的比較。

5.B3  假想公司將2020年定為所有指標及目標的基線，使公司能夠追蹤其隨時間推移的表現。

你知道嗎?

公司應說明制定指標時採用的方法，以便讀者了解指標所代表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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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在提升
• 為公司的供應鏈制定參數、指標及目標
• 根據《巴黎協定》制定以科學為基礎的目標

進一步閱讀資料：
•  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建議(TCFD, 2017)
•  Implementing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 2017)（僅提供英文版）
•  Guidance on Metrics, Targets, and Transition Plans (TCFD，2021年10月)（僅提供英文版）
•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計劃(Science-based Targets initiative)（僅提供英文版）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TCFD-Recommendations-Report-Traditional-Chinese-Translation.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0/10/FINAL-TCFD-Annex-Amended-121517.pdf
https://assets.bbhub.io/company/sites/60/2021/07/2021-Metrics_Targets_Guidance-1.pdf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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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制定氣候行動計劃

目的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已根據CRBI熱點訂立目標。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制定氣候行動計劃的原則，以協助公司實
現目標，並增強公司內部的效率及問責性。

工作流程

識別行動清單 因應目標將行動排序 制定行動計劃 監察及調整計劃

氣候行動計劃的指導原則
氣候行動計劃是指公司為實現其目標，並透過減緩及適應措施建立其氣候抵禦力而將予採取的詳細行動步驟。
在制定氣候行動計劃時，應考慮以下指導原則：

包容 內部和外部持份者參與其中

公平 尋求方案，公平地處理氣候變化風險及分配行動的成本和效益

相關 與公司策略相關，並能支援公司的優先事項

可行 顧及公司的實際財務情況及能力，提出切實可行且具成本效益的行動

理據為本 反映科學知識及對當地情況的理解，並使用實證數據（例如排放數據）作出決策

識別行動清單
公司已確認了針對CRBI熱點的指標並訂立了目標（已於第5章討論）。針對每個目標，公司可透過專家評審、同
行分析或內部持份者參與，識別可採取的行動。

由於專業及前線僱員通常可提供有關改善及實際約束的見解，有助確定行動的可行性，所以，他們的參與尤其
重要。此外，這是一個重覆反饋的過程，公司可按照接獲的反饋調整計劃，從而確保氣候行動計劃的成效。

由管理層負責 確認

調整

由專業及前線僱員負責

制定長期目標 制定近期目標 識別彌補差距措施 確認可行性
（已於第5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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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為實現其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清單，僅供說明。

列表6.1行動清單的舉例

目標1
於2030年前減少60%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以每元收入為單位）

行動清單

1. 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以減少使用外購電力，從而減少範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

2. 採用綠色建築設計，減少樓宇在整個生命週期的溫室氣體排放

3. 更換低效能設備以提升物業效率，從而減少燃料╱電力資源的消耗

目標2
於2030年前，公司100%的自有及將發展樓宇不再受制於洪災風險

行動清單

1. 對公司位於高洪災風險地區的待發展的樓宇採用防洪設計

2. 對公司自有及待發展樓宇進行洪災風險評估

3. 與當地政府及社區合作，確保當地有足夠的排水系統及海岸防禦設施，以減低洪災風險

因應目標將行動排序
公司應就清單所列的行動對應所有目標進行排序。公司可因應自身需求自行制定準則，但亦可考慮以下因素：

準則 引導性問題舉例

財務可行性 公司是否已就此行動獲得全部或部分資金？或者，公司是否已識別潛在的資金來源？

技術可行性 實施此行動所需的技術能否在市場上輕易獲取？

內部能力 是否有足夠的人力資源及╱或專門知識實施及支援此行動？

影響 此行動會否對環境或社區造成重大負面影響？

公司應對所有行動採用相同的準則排序，並優先進行可行性最高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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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氣候行動計劃
下一步是加入具體的實施細節鞏固每項優先行動，當中可包括以下關鍵要素：

時間安排 指行動的開始日期及結束日期。時間跨度較短的行動在時間安排方面具有較大靈活性，而對於時間跨
度較長的行動，應儘早籌劃，以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反映其影響

負責單位 負責實施行動的部門╱業務單位

狀態 行動的狀態（即進行中、已完成）

成本估算 估計實施行動所需的成本

影響估算 可從節能、減碳或降低風險水平等方面估算

列表6.2行動計劃舉例43

目標 行動 時間安排 負責單位 狀態 成本估算 影響估算

1 於2030年前，減
少60%範圍1及2
溫室氣體排放（以
每元收入為 
單位）

安裝可再生能源
系統，以減少使
用外購電力

2022年第2至
第4季度

營運團隊 規劃中 3,400萬元 2023年前，減少
180萬噸的二氧化
碳排放

2 2030年前，公司
100%的自有及待
發展的樓宇不再
受制於洪災風險

對公司自有及待
發展的樓宇進行
洪災風險評估

2022年第1至
第3季度

物業管理團隊 規劃中 120萬元 識別抵禦力低的
樓宇，以開展改
善工程

3 沒有因極端高溫
天氣而受傷的個
案

為建築工人購置
降溫背心衣

2021年第4季
度

建築團隊 進行中 75萬元 改善工人的工作
環境

43 僅供說明，估算的成本及影響不一定反映行動的實際成本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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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察及調整計劃
管理層制定氣候行動計劃後，所有營運部門均有責任實施該計劃。為實現目標，需要不斷檢討及監察計劃。公
司應根據相應的氣候相關指標和目標，評估特定行動的進展。

此外，公司的最新情況、內部和外部政策的變化以及最新的技術發展等均有可能影響行動的規劃。因此，確保
計劃充分反映這些因素十分重要。

負責部門╱業務單位應定期向管理層匯報，以促進管理層評估計劃的成效，並在必要時作出調整。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展示氣候行動計劃：

關鍵要素

整體氣候行動計劃 6.A 氣候行動計劃的主要舉措 6.B

• 主要行動層面
• 應對重大氣候相關風險╱目標
• 實施進度
• 監察過程

• 對目標有重大貢獻的行動
• 關鍵行動的績效╱預期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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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假想公司對氣候行動計劃的披露：

披露舉例

以下是我們的氣候行動計劃的摘錄： 6.A1

目標 行動 6.B2
進度

2020年 2021年 2022年

於2030年前，減少
60%範圍1及2溫室氣
體排放量（以每元收入
為單位）

安裝可再生能源系統以減少使用外購電力，從
而減少範圍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

已完成
透過在我們的資產安裝太陽能電池板，預計
2023年前將減少460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採用綠色建築設計，減少樓宇在整個生命週期
的排放

✓ • •
進行中
截至2020年，60%的新建樓宇項目均為綠色 
建築

更換低效能設備以提升物業效率，從而減少燃
料╱電力資源的消耗

✓ •
進行中
截至2020年，50%的樓宇已進行效率評估

2030年前，我們100%
的自有及待發展樓宇不
再受制於洪災風險

對我們位於高洪災風險地區的待發展的樓宇採
用防洪設計

✓ • •
進行中
截至2020年，60%新建樓宇項目均具備防洪 
能力

評估我們自有及待發展的樓宇的洪災風險 ✓ •
進行中
截至2020年，30%的樓宇均已進行效率評估

與當地政府及社區合作，確保當地有足夠的排
水系統及海岸防禦設施，以減低洪災風險

•
規劃中
已發起與當地政府及社區的對話

無因極端高溫天氣而受
傷的個案

為建築工人購置降溫背心衣 ✓

已完成
100%的建築工人均已獲發降溫背心衣

為建築工人及項目經理進行相關培訓 ✓

已完成
100%的建築工人及項目經理均已接受培訓

索引：

6.A  整體氣候行動計劃

6.B  氣候行動計劃的主要舉措



51制定氣候行動計劃

評論

6.A1  假想公司將其行動計劃分為不同的層面，識別了對應行動的相關風險及指出特定行動的進展。

6.B2  假想公司描述了就特定目標採取或將採取的行動，及該行動的預期結果。

進一步建議

假想公司亦可描述氣候行動計劃的的監察過程。

潛在提升
• 公司可參考以下指引制定適應計劃，以減緩氣候風險對其產品╱服務以及僱員、顧客和供應商等的影響。

進一步閱讀資料：
• Business and Climate Change Adaption: Toward Resilient Companies and Communities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2012) (僅提供英文版) 
•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 Sector Adaptation Plan (Queensland Government, 2019) (僅提供英文版)

https://www.iccr.org/sites/default/files/resources_attachments/businessandclimatechangeadaptation.pdf
https://www.qld.gov.au/__data/assets/pdf_file/0024/104757/small-med-enterprise-sector-adaptation-pla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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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財務影響評估

目的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公司氣候相關指標與其財務表現及狀況之間的關聯，以及如何將指標轉化為財務影響。

工作流程

識別指標與財務項目之間的關聯 評估對每個財務項目的影響

識別CRBI熱點與財務項目之間的關聯
評估公司的CRBI熱點並決定相應的氣候行動計劃後，公司便可考慮該等熱點對公司的財務表現44及財務狀況45 

的影響。由於氣候相關議題或會長期影響公司的若干重要方面， 公司應考慮該等氣候相關議題造成的所有過
去、目前及潛在的財務影響。請注意，氣候相關議題的財務影響會長期且廣泛地影響公司的財務發展，符合長
期財務發展的策略可逐步提供近期財務影響的更詳細估算。

你知道嗎？

氣候相關財務影響是指氣候相關風險及機遇對公司財務表現或財務狀況於不同時間範圍（過去、目前及
前瞻性）的影響。

44 財務表現指反映於公司利潤表及現金流量表的實際利潤及開支或潛在利潤及開支。於本指引，我們將使用利潤表為例子，展示CRBI熱點與
公司財務表現之間的關係。

45 財務狀況指反映於公司資產負債表的實際資產、負債及權益（資本及融資）或潛在的資產、負債及權益（資本及融資）。於本指引，我們使
用資產及負債為例子，展示CRBI熱點與公司財務狀況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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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1)識別CRBI熱點與財務項目之關聯的流程圖，及(2)有關過程的舉例，僅供說明。

(1) 流程圖：

1.公司已識別的CRBI熱點及相應指標是甚麼？

3.該CRBI熱點及相應指標將會影響哪些財務項目？

財務狀況：資產負債表財務表現：利潤表

資產 負債收入 營運開支 非營運開支

2.該CRBI熱點及相應指標的預期影響是甚麼？

(2) 說明舉例：

1. CRBI熱點：為實現淨零排放目標的政策變動
相應指標：溫室氣體排放量（範圍1、2及3）46

2. 預期影響：
• 當地政府或會實施氣候規條限制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對污染活動施加更嚴苛的標準、對不合規行為處以更高罰
款），從而實現全國淨零排放目標，這會影響營運成本。

3. 資產負債表：負債
• 倘不符合新的氣候規條，或須就潛在罰款作撥備。

公司可根據上述指引制定氣候相關指標與財務項目的關聯表。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同一行業，不同公司的分
析或會有所不同。列表7.1列出部分常見例子47，僅供說明。

46  誠如第5章所述，「溫室氣體排放」本身為參數，而非指標。視乎公司所在行業或特定情況，指標會有所不同。有關詳情，請參閱第5章「氣
候相關參數及指標舉例」。

47 所列例子並非詳盡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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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7.1氣候相關指標與利潤表財務項目的關聯48

指標 收入49 營運開支50 非營運開支51

溫室氣體排放量 政府施加更嚴格的氣候相關法
規，導致合規成本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
必需性消費、醫療保健業、資訊
科技業）

信貸與溫室氣體排放掛鈎，導致
融資成本╱資本成本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工
業、非必需性消費、公用事業，
地產建築業）

暴露於氣候相關 
風險的資產

重大業務中斷╱業務中斷頻率
增加，導致收入不穩定，因而失
去市場佔有率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
必需性消費、必需性消費、電訊
業、公用事業、地產建築業）

極端天氣事件更加頻繁，導致保
險合約的保費增加

極端天氣可能加速設備的損耗，
降低設備使用壽命，導致更換成
本增加

現金流量變動導致資產賬面價值
變動，令折舊增加

資產價值發生永久性和非經常性
貶值的資產風險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工
業、非必需性消費、醫療保健
業、電訊業、公用事業、地產建
築業）

融資成本因信貸與氣候相關風險
掛鈎而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工
業、非必需消費品、公用事業、
地產建築業）

48 列表中的行業分類依照恒生行業分類系統，惟「綜合企業」並無納入，因為此行業的公司可能從事一些分類為其他行業的業務。
49 收入指商品及服務銷售總額所產生的總收益，受市場佔有率、新市場及穩定性影響。
50 營運開支為一般（非會計）類別，包括商品銷售成本(COGS)、銷售、一般及行政(SGA)成本、折舊以及非所得稅。
51 非營運開支包括利息開支、資本成本及特殊開支（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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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 收入 營運開支 非營運開支

氣候相關資本
開支

業務模式、活動或營運發生變化
（例如加強轉向氣候友善的產品
研發、投資更高效能的設備），
導致開支增加

相關資本開支於資產的預計可使
用期內作為折舊開支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
必需性消費、公用事業、地產建
築業）

資助資本開支的債務工具利息開
支有所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必
需性消費、公用事業、地產建築
業）

融資組合的排放 投資者偏好轉向可持續金融產
品，導致市場佔有率減少

較高的加權平均碳強度或會導致
收入受較高的氣候過渡風險影
響，收入波幅因而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金融業）

政府施加更嚴格的氣候規條，導
致合規成本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金融業）

信貸與溫室氣體排放的指標掛
鈎，導致融資成本╱資本成本增
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金融業）

暴露於實體風險
的投資組合比例

資產回報率隨著實體氣候風險而
變化，導致更大的收入波幅

投資者日益關注實體氣候風險，
導致市場佔有率減少

（可能相關的行業：金融業）

信貸額度確認氣候相關風險的財
務影響，導致資本成本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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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7.2氣候相關指標與資產負債表財務項目的關聯

指標 資產52 負債53

暴露於氣候 
相關風險的 
資產

市場需求發生變化（如消費者轉向更加氣候友善的
產品），導致存貨過時或需撇減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必需性消費、必需
性消費、公用事業）

極端天氣事件加快資產的損耗，導致長期資產的估
計剩餘價值及預計可使用年期降低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原材料業、工業、非
必需性消費、電訊業、公用事業、地產建築業、資
訊科技業）

為潛在徵費、 
罰款或稅項 
預留的金額

因未能達到氣候相關目標或由於實施與氣候規
條（如溫室氣體排放要求），可能被政府徵收的徵
費、罰款或稅項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原材料業、工業、非
必需性消費、公用事業、地產建築業）

公司須謹記，財務影響對應並非只限於風險，亦可適用於機遇。請參閱下列連接氣候相關資本開支與利潤表財
務項目的例子：

52 資產指公司擁有、佔有及將會接收的有價值物品（如存貨、物業、廠房及設備、無形資產）。
53 負債指公司欠下他人及有義務在若干條件下和時限內支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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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7.3在考慮機遇的情況下氣候相關資本開支與利潤表財務項目的關聯

指標 收入 營運開支 非營運開支

氣候相關資本
開支

把握消費者對可持續產品不斷增
加的需求，導致市場佔有率有所
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非必需性消
費、必需性消費、金融業）

擴展可再生能源等新市場，導致
附帶收入有所增加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公
用事業、金融業）

減緩實體和過渡氣候風險令收入
變得有彈性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非
必需消費品、公用事業、地產建
築業）

收購資產╱投資（如節能物料、
抗風暴物料，從而減少檢查及一
般維修成本），導致營運開支減
少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工
業、非必需性消費、公用事業、
地產建築業）

發行綠色債券，令融資成本減低

（可能相關的行業：能源業、工
業、公用事業、地產建築業）

評估對各財務項目的影響
建立識別指標與相關財務項目的關聯後，公司便應能通過使用前述章節的資訊（如氣候相關風險評估結果、已
識別的參數、其他相關指標及目標以及氣候行動計劃）計算財務影響。

以下例子說明如何轉化氣候相關指標為財務影響。為了符合監管規定，公司須按其範圍1溫室氣體排放量數據
計算其因繳付直接碳稅而產生的非所得稅開支：

指標 參數 財務項目

溫室氣體排放(A) 有關溫室氣體排放的稅項(B) 營運開支(A) x (B)
1,500噸二氧化碳當量（範圍1） 100美元╱噸二氧化碳當量（範圍1） 150,000美元的非所得稅開支

在某些情況下，公司可能需要不止一個參數來計算財務影響。核算所有財務影響可能需要多個公式。計算方法
可因一系列準則（如公司慣常操作、受影響的財務項目）而有所不同。

在此過程中，不同部門及業務職能之間的有效溝通乃關鍵所在，例如營銷部門可能擁有關於氣候相關產品市場
份額的數據。公司將有關數據納入評估，便可估算或須撇減的存貨數量，從而了解暴露於氣候相關風險的資產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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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預期會產生重大財務影響，公司應考慮這是否構成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307A(1)條項下的內幕消
息，並於必要時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作出相關披露。

公司對若干氣候相關風險的抵禦力及脆弱性將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公司有必要進行定期的高層次檢討，
以了解該等風險的財務影響。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因素，以展示重大氣候風險所涉及的財務影響：

關鍵因素

氣候相關財務影響 7.A

• 受氣候相關議題影響的相關財務項目
• 定性或定量財務影響
• 所採用的量度類型
• 隨時間的改變

你知道嗎？

公司按範圍、定性方向或與未來狀況特定假設掛鈎的數字來匯報前膽性的財務影響，可能更為適當。

以下是假想公司對財務影響的披露：

披露舉例

評估財務影響後，我們認為氣候相關風險對我們位於廣州的製造業務有以下主要財務影響：

風險 7.A1 氣候相關指標 7.A1 財務項目 7.A1 定性影響 7.A2 定量指標54 7.A2

為實現淨零排
放目標的政策
變動

溫室氣體排放量 
（範圍1、2及3）

• 負債 由於中國政府已承諾於2060年前
實現碳中和，隨後可能會實施相
應法規。我們未必能夠即時符合
新的氣候法規，倘不符合，或須
就潛在罰款作撥備

• 在過往可比法律訴訟案
件中支付的金額，乘以
發生的可能性

54 由於在此處披露金額對指引的使用者未必有用，故此我們只納入指標，供使用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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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7.A1 氣候相關指標 7.A1 財務項目 7.A1 定性影響 7.A2 定量指標 7.A2

極端天氣事件
的嚴重性增加

暴露於重大洪災風險的工
廠及設備比例

• 收入
• 營運開支
• 資產

資產折舊及收入損失可能是即時
結果。我們須重建受損工廠。保
險合約的保費可能會增加，從而
導致營運開支增加

• 每單位金額乘以每單位
產量損失

• 為維修或重建投入的金
額

• 保費增加的金額
• 資產折舊的金額

消費者偏好
轉變

用於氣候相關風險的開支
或資本投資金額

• 收入
• 營運開支

消費者轉向更加氣候友善的產
品，可能會導致公司的收入減
少。因此，我們將須投入資金以
生產更多氣候友善的產品

• 每年產量損失的金額
• 投資在研發的金額

索引：
7.A  氣候相關財務影響

評論

7.A1  假想公司披露了氣候相關風險、指標與財務項目之間的關係。

7.A2  假想公司披露了不同重大風險的定性及定量財務影響。

進一步建議

假想公司可披露不同時間範圍的過去、目前及前瞻性財務影響，讓讀者能夠按著時間推移進行比較。

潛在提升
• 進行敏感性分析╱風險數值分析，以就每項風險因素的財務影響提供前瞻性指引，以及追蹤業務模式隨時間
推移的抵禦力。

• 於年報內披露重大財務影響。

進一步閱讀資料：
• How can companies considering TCFD recommended scenario analysis provide disclosures that help 

investors: a short guide (Climate Disclosure Standards Board, 2018)（僅提供英文版）

https://www.cdsb.net/sites/default/files/how_to_make_tcfd_scenarios_useful_for_investors_a_short_guide.pdf
https://www.cdsb.net/sites/default/files/how_to_make_tcfd_scenarios_useful_for_investors_a_short_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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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將氣候相關影響納入業務策略

目的
本章可讓公司了解如何將氣候相關影響納入公司策略，這需要董事會、管理層及營運層面員工的共同努力。

將氣候相關影響納入業務策略
管理即時的氣候相關影響僅是氣候相關風險管理過程的開始。董事會應提前部署，思考公司如何通過策略行
動，避免或減緩氣候相關風險，例如將商業模式轉型或採取不同的投資或撤資計劃。

公司可能有自己的工具及方法進行策略性規劃，第一步是識別CRBI熱點與自身業務策略組成的關係。以下是採
用「五大範疇」法55，即企業優勢、顧客關係、目標市場、夥伴關係及資源分配，將氣候相關考慮因素納入公司
業務策略的例子。

1. 企業優勢
及時採取氣候行動可增強投資者對公司的信心，並改善企業形象及商業聲譽，從而為取得市場主導地位舖
路。

可採取的策略性方向
加強公司的氣候及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有助管理層監管氣候相關風險及潛在影響如何影響各業務範疇的
優勢和弱點。

2. 顧客關係
鑒於投資者對公司氣候相關議題管理資訊的需求日益增加，氣候相關議題的傳訊工作可能引來媒體的正面
及負面報道，影響公司的聲譽。

可採取的策略性方向
顧客關係及╱或投資者關係部門應審慎處理涉及氣候議題的外部通訊，並應主動披露關於氣候風險管理的
資訊。

舉例

物流業：

• 作為排放量評估過程的一部分，越來越多企業會注意到來自其物流價值鏈組成的排放，並期望物流
公司實施過渡計劃以減少排放量。為與顧客保持正面關係，物流公司必須就其更低碳轉型的資訊與
客戶進行充分、透明和及時的溝通。

金融業：

• 鑒於對ESG表現及氣候披露相關的查詢日益增多，金融公司或須投入更多資源進行內部分析，以滿
足市場對優質披露的需求。

55 本章介紹的五大範疇方法來自「商業模型畫布」(經摘錄及修改)。「商業模型畫布」是開發業務模型的常用策略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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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目標市場
氣候相關風險管理不善可能導致失去當前及╱或新的市場佔有率。例如需因應市場偏好改變而採取應對措
施，包括產品或服務轉型。

可採取的策略性方向
由於氣候變化帶來可以預見的不利影響，規劃替代及額外途徑、渠道或平台以維持公司的收入來源及客戶
外展等工作均至關重要。
 

舉例

資訊科技業：

• 市場對氣候數據分析、雲端儲存方案及為企業構建氣候抵禦力而設的預測分析及機械學習工具的需
求日益增加。資訊科技公司在制定業務策略時應考慮顧客偏好的變化。

房地產業：

• 世界各地許多政府都在呼籲建造對氣候變化具備抵禦力的可持續及綠色（住宅、商業及工業建築）建
築。房地產及物業發展商應制定與政府政策一致的收購╱發展策略。

4. 夥伴關係
當氣候相關影響對上、下游供應商及合作夥伴產生連鎖效應時，公司的收入來源及分銷渠道可能面臨風
險。當業務夥伴為進行負責任的投資或對公司作出評估時，可能會要求公司披露更多氣候相關風險及潛在
影響。投資者和股東也會日益關注氣候對其投資組合內的公司和資產的影響。

可採取的策略性方向
增強和透明的氣候披露有助公司維持與業務夥伴之間的信任。

舉例

房地產業：

• 房地產公司須考慮影響其經營或擁有的物業和資產的氣候相關風險。實體及過渡風險可能會影響保
險費用和財產估值。獲取業務夥伴（包括建築承包商及物業管理公司）的績效數據對管理抵禦力非常
重要。

資訊科技業：

• 一般而言，資訊科技業作為能源消耗者和電子垃圾製造者，會被認為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資訊科
技公司可能須提高向供應商、分銷商、投資者和持份者披露氣候資訊的質量及透明度。讓管理層作
好準備以回應與企業可持續發展政策及氣候抵禦力相關的問題，是促進公司與業務夥伴之間的信任
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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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資源分配
資本資產和人力資源等資源的分配，對減緩潛在氣候相關影響或在氣候相關影響發生時維持如常運作同樣
重要。

可採取的策略性方向
視乎公司所屬行業及所面臨的風險，可能需要考慮投放適當資源，以保障資產免受實體和過渡氣候風險影
響（如資產遷移）。

舉例

金融業：

• 除財務分析和傳統的盡職調查工作外，金融公司可能需要撥出資源，讓氣候和可持續發展專家對各
資產類別或投資組合公司進行氣候相關風險和融資組合排放的評估、TCFD匯報及氣候情境分析。

酒店和旅遊業：

• 為應對實體氣候影響如洪災、風暴潮和熱浪等緊急情況，向在酒店和旅遊景點工作的僱員提供適當
的培訓變得日益重要。此外，撥配資源保護酒店、渡假村和景點免受氣候影響亦為至關重要。

通過調整策略以應對重大氣候相關影響，公司將能制定一套提高自身抵禦力的最新業務對策。

拓展業務策略視野應對氣候變化
確定CRBI熱點與業務組成之間的關係，只是業務整合的第一步。當公司不斷改進氣候風險管理時，便會造就更
綠色的營運、產品及╱或服務，並最終轉型至一個更低碳的商業模式。

前幾章概述了識別、管理及披露氣候相關重大風險的基本步驟。下一步，公司應開始探索氣候相關機遇，同時
繼續加強對氣候風險的管理。董事會應培養包含以下視野的心態：

視野1 視野2 視野3
綠化產品及服務 優化商業模式 轉向更低碳商業模式

舉例：
減少營運排放、建立資產抵禦力、物色
環保原材料

舉例：
通過創新和與業務夥伴合作，
將產品╱服務升級

舉例：
開發回應市場偏好變化的新產品╱
服務，推動顧客培養低碳行為

管理團隊必須充分認識氣候變化，方能作出有意義的決定。成功的商業模式轉型，亦必須取得僱員的認同。 將
自上而下的方向和從下而上的文化互相結合，培育氣候綜合商業模式，是成功實踐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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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氣候科學正在不斷演變，政府和監管機構為應對氣候相關風險而採取的政策亦然。已設法遵循本指引中
的步驟的公司將為改進其業務策略邁出了重要一步，以應對這個全球挑戰。面對一個不確定的未來時，
公司更應朝著正確的方向採取行動。

為披露作準備
披露應包括以下關鍵要素，以說明如何將氣候相關議題整合到業務策略中：

關鍵要素

將氣候相關影響納入業務策略 8.A

• 整合氣候相關影響的過程
• 具有氣候應對力的業務策略，並顯示所計劃的策略性方向轉變及所擴大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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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假想公司關於氣候議題如何納入其業務策略的披露：

披露舉例 評論

我們已決定改變投資方向並採納新的商業模式，以下列出整
合計劃： 8.A1

氣候整合計劃
我們致力於2040年前在我們的營運內，及在2050年前在我
們整個供應鏈中實現淨零排放。 8.A2  因此，我們實施了氣候
整合計劃，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標和行動計劃，旨在與《巴黎
協定》的 1.5˚C 目標減排路徑保持一致。我們的董事會已批准
過渡計劃，並將在管理層的支持下對計劃進行監督。

隨著政府開始實施政策和法規以減少氣候變化的影響，我們
認為將氣候考慮因素納入我們的商業模式是一項策略性舉
措，加強我們在更低碳經濟過渡期間的業務前景。通過適應
政策和顧客行為的變化，抓住轉型帶來的機遇，我們將可贏
得競爭優勢。

8.A1  假想公司制訂了氣候整合計劃，以展示其於適應更低
碳經濟的承諾。

8.A2  假想公司表明董事會拒絕採取「如常營業」的心態，這
可令公司在新的範式中蓬勃發展。

這將牽涉我們業務策略的兩個根本改變： 8.A3  

• 改變投資重點：我們將開始搬遷工廠至作出淨零排放承
諾的城市。這些工廠將位於即使在棕色情境下也不受洪
災風險影響的地點。

• 改變商業模式：我們將淘汰容易受供應鏈中斷影響的生
產線，並切換至一個碳足跡較低的服務模式，令公司不
易受到將來碳稅的影響。

8.A3  假想公司披露了一些改變業務策略方向的行動計劃，
包括投資重點及商業模式。

索引：

8.A  將氣候影響納入業務策略

潛在提升
• 轉變公司的商業模式，面對不同氣候情境帶來的挑戰。
• 與企業及供應鏈建立夥伴關係，持續改進價值鏈。

進一步閱讀資料：
• 企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The Busines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ssion)（僅提供英文版）

http://businesscommi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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