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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2月，香港联交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咨询总结文件，将

上市公司“环境和社会范畴一般披露”及“环境范畴关键绩效指标”的信息披露责

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

2019年12月，香港联交所刊发最新《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以下简称

“2019版《ESG指引》”），新增“强制披露”要求，并将社会范畴关键绩效指标

的信息披露责任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相关修订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开始

的财政年度生效。

2019年是香港上市公司应香港联交所要求披露ESG报告的第四年，大部分香港上

市公司的ESG工作机制已趋于成熟。在此基础上，2019版《ESG指引》对ESG报

告提出了更高的披露要求，对香港上市公司提出了新的挑战。

普华永道连续四年对香港上市公司的ESG报告展开调研。本报告基于对270家香港

上市公司2019年ESG报告的调研，结合普华永道往年的调研数据，深入解读ESG

报告披露现状和发展趋势，分析2019版《ESG指引》中新的合规要求，希望对香

港上市公司进一步提升ESG工作水平，以及更好地应对2019版《ESG指引》要求

有所帮助。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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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为了解不同行业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披露情况，普华永道针对2020年6月21日之前已经披露ESG报

告的香港上市公司，按照恒生行业分类系统的12个一级行业对其进行分类，从各行业随机抽取一定数

量的香港上市公司，对其披露的ESG报告展开深入研究。

针对选取的样本，我们通过香港联交所网站或企业官网将ESG相关报告下载至本

地并进行信息查阅，从以下维度对样本进行研究分析：

通过对样本的调研，我们建立本次分析的数据库，结合2019版《ESG指引》及香

港联交所2020年3月发布的《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等文件，深入分析

香港上市公司2019年ESG报告的披露现状，探讨香港上市公司在应对新的合规要

求时可能面临的困难及挑战，帮助企业不断提升ESG管理和报告水平。

ESG报告整体披露情况

ESG管治架构、汇报原则及汇报范围

环境范畴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

社会范畴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

研究局限性：所有分析为基于随机选取的样本进行，所选取样本与实际总体可能存在差异，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与实际情况

有所偏差，可能无法反映个别公司在工作中的实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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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研的样本中，我们发现，香港上市公司对ESG工作的重视程度越来越

高，ESG报告整体质量逐年提升，报告内容趋于完善。在满足基础合规要

求的同时，香港上市公司通过参考多样化的报告准则、加强第三方鉴证、

响应国际倡议等多种方式有效地提升了报告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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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报告 报告篇幅超过20页 按照议题重要性编制报告

2019年是香港上市公司应香港联交所要求披露ESG报告的

第四年，香港上市公司的ESG披露工作机制逐渐成熟，越

来越多的公司倾向于用个性化的ESG语言对非财务绩效和

企业形象进行展示，向广大利益相关方展示ESG战略、目

标、活动和年度绩效，报告整体水平逐年稳步提升。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独立报告比例显著提升

报告篇幅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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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并没有涵盖所有披露事项，发行人可参考与其行业或业界有关的现有国际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准则。只要所涵括的披露条文相当于本指引所载的「不遵守就解释」条文，发行人可采纳国际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准则。

— 2019版《ESG指引》

上市公司对于报告准则的选择趋于多元化。在《ESG指引》的合规要求之

外，越来越多的香港上市公司亦会根据其业务特性、行业特点及公司经营所

在地的要求，参考其他相关报告准则编制ESG报告。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编制报告时参考的报告准则主要包括：

全球报告倡议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Standards)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 (CASS-CSR4.0)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营指引》

“

社会责任国家标准《社会责任指南》 (GB/T 36000-2015)

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 (TCFD)

使用多种报告准则的报告比例逐年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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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可寻求独立验证，以加强所披露的环境、社会及管治资料的可信性。

— 2019版《ESG指引》

“

越来越多香港上市公司积极寻求第三方鉴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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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世界各国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及其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s)。

SDGs对上市公司具有长远的、多方面的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对其经营业务和未来发展

带来机遇与挑战。

目前，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将SDGs作为ESG工作的基石，在ESG报告中不是仅提及

SDGs，更是识别关键SDGs并设定相关目标，将17项目标与公司实际ESG工作相结合，

用以制定、指导、沟通和报告其ESG战略、目标及活动，形成长效的ESG工作机制。

仅提到SDGs

识别关键SDGs

识别并设定相关目标

13%

2%

7%

2019

6%

3%

5%

2018

提及SDGs的报告比例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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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019版《ESG指引》将ESG管治架构、汇报原则及汇报范围提升为“强

制披露规定”，对香港上市公司的ESG管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

强调董事会的参与程度。

董事会应积极参与到ESG工作中，发挥主导角色作用，承担相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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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ESG指引》中明确了ESG管治架构的披露规定，要求董事会参与

ESG管治工作，并进一步细化了董事会在ESG工作中的作用。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ESG管治架构的披露比例与2018年相比有

所提升，但整体披露比例依然较低。香港上市公司要发挥董事会在ESG工

作中的积极作用，制定完善的ESG战略及目标，建立完善的ESG工作及监

管机制，全面提升ESG管治水平。

作为董事会成员，您应在以下方面发挥主导角色及承担责任：

• 监督公司就有关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评估

• 了解ESG事宜对公司业务模式的潜在影响和相关风险

• 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的期望和要求保持一致

• 加强重要性评估和汇报过程，以确保政策已确切及持续地执行和实施

• 促进由上而下文化，以确保将ESG考量纳入业务决策流程

— 《董事会及董事指南：在ESG方面的领导角色和问责性》

管治架构

由董事会发出的声明，当中载有下列内容：

• 披露董事会对环境、社会及管治事宜的监管；

• 董事会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管理方针及策略，包括评估、优次排列及管理重要

的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事宜（包括对发行人业务的风险）的过程；及

• 董事会如何按环境、社会及管治相关目标检讨进度，并解释它们如何与发行人

业务有关连。

— 2019版《ESG指引》

“

董事会对ESG事宜的监管

46% 59%
2018 2019

董事会如何按ESG相关目标检讨进度

董事会的ESG管理方针及策略，包括评估、优次排列及管理重要的ESG

相关事宜（包括对发行人业务的风险）的过程

10% 15%
2018 2019

21% 37%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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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ESG指引》将汇报原则纳入“强制披露规定”，并明确了香

港上市公司在ESG报告中如何汇报重要性、量化和一致性原则。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汇报原则的披露比例与2018年相比

有所提升，但披露比例依然较低，香港上市公司在开展ESG工作和编

制ESG报告时应遵守汇报原则，并详细解释是如何应用汇报原则的。

描述或解释在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时如何应用

下列汇报原则：重要性、量化、一致性。

解释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汇报范围，描述挑选哪

些实体或业务纳入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的过程。

若汇报范围有所改变，发行人应解释不同之处及变动

原因。

— 2019版《ESG指引》

2018年 2019年

“

发行人可用不同方法去决定应该包括什么在环境、社

会及管治报告内。部分发行人可能倾向采纳用于年报

的范围，部分则可能使用财务门槛或风险水平。在某

些情况下，发行人可就不同「层面」/条文规定而采

纳不同范围。

— 《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汇报原则

25%

43%

报告范围

87%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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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ESG指引》亦将汇报范围纳入“强制披露规定”，要求香港

上市公司描述挑选实体或业务纳入报告的过程。在所调研的2019年

ESG报告中，汇报范围的披露比例较高，但仅有38%的报告披露了汇

报范围选择过程。香港上市公司对此需予以重视，详细披露汇报范围

的选择过程，增加信息披露的透明度。

此外，香港联交所提出发行人可就不同「层面」/条文规定而采纳不同

的报告范围，放大了ESG信息披露的自由度。香港上市公司在遵循汇

报原则的前提下，可通过合理选择汇报范围，提升ESG报告的透明度

和报告质量。

http://ipoipo.cn/


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应披露：

• 识别重要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的过程及选择这些因素的准则；

• 如发行人已进行持份者参与，已识别的重要持份者的描述及发

行人持份者参与的过程及结果。

— 2019版《ESG指引》

从近几年的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利益相关方参与和实质性评估的

披露比例逐年增加，但实质性评估详细过程的披露比例依然不高。

2019年《ESG指引》在如何披露重要性这一汇报原则中，明确

规定了实质性评估过程和准则的披露要求，香港上市公司需关注

此项要求，在ESG报告中进行更详尽的披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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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实质性评估相关过程

披露实质性评估结果

74%

2018 20192017

62%
44%

披露利益相关方沟通情况

2018 20192017

76%
65%

41%

2016

25%

18%

2016

2016

41%

2018 20192017

36%
32%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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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9版《ESG指引》对环境范畴的披露条文进行了修订，新增气候变化

层面，新增排放量、减废、能源使用和用水四个目标的披露要求，对香港

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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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所有报告均提及了上市公司在环境方面

的工作，对环境范畴三个层面的一般披露要求给予了回应。由于行业特

性和具体经营业务的差异，各份报告的披露详实程度各有不同，与香港

联交所预期披露的水平仍然存在差距。

• 香港上市公司需要注意香港联交所的提示，详细披露公司在环境范畴各

层面制定的政策概要和年度合规资料，尽量避免采用笼统陈述及总括式

的合规声明或无不合规声明。

环境范畴一般披露

• 政策：发行人应提供涵盖有关「层面」的政策概要（连同可供公众阅览的

相关文件），当中载有相关资料，例如：政策发布日期及最后审阅日期；

所涵盖实体的范围及所在地；负责批准及实施的人士或委员会；所参照的

国际标准及公认措施。

• 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合规资料：发行人应考量有关

「层面」是否有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法律及规例。

- 如是：1. 具体说明相关法律及规例；2. 披露其可能对发行人造成的影

响；及 3. 披露发行人确保遵守这些法律及规例的方法。

- 如否：表明并无法律及规例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

提示：切勿笼统陈述（例如「我们订有防止贪污政策」）而不作进一步阐释。

切勿使用总括式的合规声明（如「我们已遵守所有法律及规例」）或无不合

规声明（如「我们并无违反任何适用法律及规例」）。

— 《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14

A1 排放物

78%

A2 资源使用

88%

A3 环境及天然资源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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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96%

88%

90%

97%

96%

77%

A1.1 排放物

A1.2 温室气体

A1.3 有害废弃物

A1.4 无害废弃物

A2.1 能源

A2.2 水

A2.5 包装材料

2019 2018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披露超过10个KPI的报告比例大幅增长，定量KPI的披露水平与2018年相比亦有所

提升。

定量KPI中排放物、废弃物和包装材料的披露比例相对较低，多为未作披露亦未解释原因。香港上市公司可通过实

质性评估确定这些KPI对公司的重要程度，如为不重要或不相关，可在报告中予以解释。

披露超过10个KPI的报告比例

环境范畴关键绩效指标

63%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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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KPI披露比例

36%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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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21% 23%

16%

8%

5%

8%

6%

定性目标 定量目标

2019版《ESG指引》修订了A1.5、A1.6、A2.3及A2.4四个KPI的披

露条文，要求上市公司制定并披露排放量、减废、能源效率及用水

效率四个方面的目标。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相关目标的披露与2018年相比均有

提升，但略显不足，且在已经披露的目标中，大部分目标为定性目

标，缺少量化数据。

建议香港上市公司依据S.M.A.R.T.原则，结合过往年度披露的数

据，制定清晰和可达的目标，并在ESG报告中予以披露。

2019版《ESG指引》响应— 设立环境目标

“发行人订立S.M.A.R.T.目标时应考虑下列问题：

• 具体性 (Specific) — 具体而言发行人希望达到什么目标？

• 可计量性 (Measurable) —发行人如何知道已经达到目标？

• 可行性 (Attainable) —目标是否发行人自己能控制、实际上

亦做得到的事？

• 相关性 (Relevant) —目标如何适用于发行人的业务，又是

否符合现有策略？

• 时限 (Time bound) —发行人希望在何时之前达到目标？

— 《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方向性声明可能适用于发行人推出新措施，但尚不确定有何

可行方向及/或没有往绩作基准的情况。按「量化」原则，若

发行人过往曾汇报过方向性的目标，可逐渐转为收集和披露

实际数字，以评估其就该目标而言的表现。其后若获得相关

量化资料，发行人亦可相应修改目标。

— 《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16

排放量目标 减废目标 能源使用目标 用水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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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在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风险和应对风险的措施

等方面的披露比例与2018年相比有显著增长。

香港上市公司可参考TCFD的建议，制定相关政策，识别及应对可能会对公司产生

影响的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评估对公司业务的影响，采取积极的应对行动，具

有前瞻性的管控气候变化风险对公司带来的影响，并加强披露，以满足2019版

《ESG指引》中新增层面 — 气候变化的披露要求。

2019版《ESG指引》的响应— 气候变化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17

“TCFD的建议旨在协助公司从四方面辨别及披露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及机遇以及对

其业务的潜在财务影响：

• 管治 — 公司就气候相关的风险及机遇的管治。

• 策略 — 与气候相关的风险及机遇对公司业务、策略及财务策划的实际及潜在

影响。

• 风险管理 — 公司如何辨别、评估及管理气候相关风险。

• 指标与目标 — 用以评估及管理有关气候相关风险及机遇的指标与目标

— 《如何编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

气候变化的披露比例大幅增长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17

近年来，气候变化在全球引发普遍关注，尤其2016年11月4日《巴黎协定》生效

后，气候变化已成全球焦点，各利益相关方对于上市公司气候相关信息的披露需

求与日俱增。

TCFD（气候变化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于2017年刊发建议报告，协助公司

评估及披露气候相关风险、机遇和财务影响。香港联交所亦积极响应TCFD的建

议，在2019版《ESG指引》中新增气候变化层面，要求上市公司加强气候相关信

息的披露。

5%

21%

2018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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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19版《ESG指引》将所有二十三个社会范畴KPI的披露要求从“建议披

露”提升至“不遵守就解释”。目前，社会范畴KPI的响应程度各有不

同，整体披露水平依然不高。

香港上市公司需尽快建立社会范畴KPI的信息和数据收集系统，形成常态

化工作机制，为社会范畴KPI的披露提前做好准备。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18

http://ipoipo.cn/


•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社会范畴一般披露整体披露水平较好，但部分报

告的一般披露仍为笼统陈述或总括性说明。

• 在未满足一般披露要求的层面中，大部分是由于对遵守相关法律及规范的合规资

料披露不完善，如B1层面，在未满足披露要求的15%报告中，有四分之三是因为

未披露合规资料；B6层面未满足披露要求的16%报告和B7层面未满足披露要求的

18%报告中，有超过九成是因为未披露合规资料。香港上市公司应参考《如何编

备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进一步提升各层面的一般披露水平。

社会范畴一般披露

85% 披露B1 雇佣

78% 披露B2 健康与安全

97% 披露B3 发展与培训

80% 披露B4 劳工准则

84% 披露B6 产品责任

82% 披露B7 反贪污

93% 披露B5 供应链管理

77% 披露B8 社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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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版《ESG指引》的响应——社会范畴关键绩效指标

• 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告中，披露超过12个社会范畴KPI的报告比例大幅提

升，各定量KPI的披露比例均有增长，许多上市公司已主动披露社会范畴KPI，

积极应对新的合规要求。

• 2019版《ESG指引》将社会范畴KPI的披露要求从“建议披露”全部提升为

“不遵守就解释”。虽然各KPI的披露比例有所增加，但整体披露水平依然不

高，香港上市公司需要建立社会范畴KPI的信息和数据收集系统，形成常态化工

作机制，为社会范畴KPI的披露提前做好准备。

披露超过12个社会范畴KPI的报告比例

45% 65%

76%

65%

72%

49%

43%

57%

46%

51%

62%

46%

83%

B8.2 社区投资所用资源

B7.1 贪污诉讼案件数目

B6.2 投诉数目

B6.1 产品召回百分比

B5.1 供应商分布

B3.2 员工培训时间

B3.1 员工培训比例

B2.2 因工伤损失工作日数

B2.1 因工作死亡人数

B1.2 员工流失率

B1.1 员工结构

2019 2018

2018 2019

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20香港上市公司ESG报告调研2020  丨 20

定量KPI披露比例

http://ipoipo.cn/


2019版《ESG指引》新增三个社会范畴KPI，在所调研的2019年ESG报

告中，这3个KPI的披露比例与2018年相比亦有提升。

新增的三个社会范畴KPI主要包括供应链管理和反贪腐两个层面，香港上

市公司需要评估现有政策、措施及活动是否满足相关条文的要求，如存

在差距，需要尽快采取措施改进。

49%

34%

45%

B5.3 描述有关识别供应链每个环节的

环境及社会风险的惯例，以及相关执

行及监察方法。

B5.4 描述在拣选供应商时促使多用环

保产品及服务的惯例，以及相关执行

及监察方法。

B7.3 描述向董事及员工提供的反贪污

培训。

2019 2018

2019版《ESG指引》的响应— 新增关键绩效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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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 全面提升ESG工作机制

2019年12月18日，香港联交所刊发2019版《ESG指引》，该文件于2020年7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政年度生效。香港上市公司即将面临更高的ESG报告披露要求，更多的

ESG报告披露内容，更高的ESG报告准备难度，更严苛的ESG报告披露时间。

根据我们对2019年ESG报告的调研结果，不少香港上市公司已对新的合规要求开展应对工作，响应程度逐步提升，但总体水平仍显不足。我们建议香港上市公司以全面

满足最新合规要求为契机，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ESG工作，全面提升应对ESG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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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组织架构

建立包括董事会（ESG委员会）、

高级管理层及ESG工作小组等各层

面的ESG工作组织架构，明确各层

级的责任和职权范围，完善ESG工

作和ESG报告的汇报机制。

制定ESG战略

主动开展利益相关方沟通和实质性

评估，评估对于公司业务具有重要

影响的ESG事宜，制定相应的目标、

路线及行动方案，建立全面的ESG

战略和方针，指导公司的ESG工作。

健全ESG工作体系

从2019版《ESG指引》各层面的披

露要求出发，全面建立相应的管理

制度，搭建信息和数据收集系统，

形成完整的ESG工作体系和日常工

作机制，定期收集ESG相关信息和

数据，将ESG工作融入到公司的日

常经营活动之中。

提升报告水平

除了满足合规要求之外，积极开展

行业对标，与行业最佳实践做对比

并进行改进；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

目标指导ESG工作和ESG报告；邀

请第三方机构对报告进行鉴证。

http://ipoipo.cn/


应对ESG评级

全球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参考企业的ESG管理信息，或参考第三

方ESG指数评级结果进行投资决策，致力于量化企业的ESG等

非财务绩效，评估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表现和潜力，以降低

投资风险，期望在长期中带来更高投资回报率。目前，已有

MSCI、标普道琼斯、恒生等多个主流指数编制公司对上市公司

的ESG绩效开展评级。

以MSCI ESG评级为例，截止到2020年1月，共计710家中国上

市公司获得MSCI ESG评级，并公布于MSCI网站。基于2019年

MSCI ESG评级的数据，中国上市公司的ESG评级表现略逊色于

新兴市场和全球市场。

上市公司应积极回应资本市场对企业的ESG要求，展示企业对于

ESG风险的管理能力，提升ESG评级水平，以增强企业在资本

市场的认可度，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

展望 — 积极应对ESG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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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6%

26%

14%

4%

1%
0%

13%

28%

24%

19%

12%

4%

1%

5%

13%

18%

23%
21%

15%

6%

MSCI中国指数 MSCI新兴市场指数 MSCI全球指数

AAAAAABBBB BBCCC

来源： MSCI，China through an ESG L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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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Jennifer Ye 叶旻

合伙人

+86 (21) 2323 3325

jennifer.ye@cn.pwc.com

Linda Hu 胡牡丹

高级经理

+86 (21) 2323 3329

linda.hu@cn.pwc.com

Jian Chern Siaw 萧健臣

合伙人

+86 (10) 6533 2702

jianchern.siaw@cn.pwc.com

Tingcun Han 韩廷存

高级经理

+86 (10) 6533 7307

tingcun.han@cn.pwc.com

Kanus Yue 余洁雯

合伙人

+86 (20) 3819 2399 

kanus.km.yue@cn.pwc.com

中部 北部 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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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 Xu 徐晓宇

高级经理

+86 (755) 8261 8023

terra.xu@cn.pw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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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附录1：环境范畴披露情况

A1 排放物 — 一般披露 A1.1 排放物种类及排放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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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及密度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1.3 所产生有害废弃物总量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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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所产生无害废弃物总量及密度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1.5 描述减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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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 描述处理有害及无害废弃物的方法、
减低产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2 资源使用 — 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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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按类型划分的直接及/或间接能源总
耗量及密度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2.2 总耗水量及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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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所产生无害废弃物总量及密度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2.4描述求取适用水源上可有任何问题，
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计划及所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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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制成品所用包装材料的总量及每生产
单位占量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A3 环境及天然资源 — 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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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1 描述业务活动对环境及天然资源的重
大影响及已采取管理有关影响的行动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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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B1雇佣 — 一般披露 B2 健康与安全 — 一般披露

附录2：社会范畴披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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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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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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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B3 发展及培训 — 一般披露 B4 劳工准则 — 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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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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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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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B5 供应链管理 — 一般披露 B6 产品责任 — 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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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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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0% 20% 40% 60% 80% 100%

公用事业

医疗保健业

原材料业

地产建筑业

工业

必需性消费

电讯业

综合企业

能源业

资讯科技业

金融业

非必需性消费

已披露 不披露就解释 未披露

B7 反贪污 — 一般披露 B8 社区投资 — 一般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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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 中电控股有限公司 579 北京京能清洁能源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1713 四川能投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3 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 916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16 中国广核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6 电能实业有限公司 1083 港华燃气有限公司 3768 昆明滇池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公用事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460 四环医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515 华润医疗控股有限公司 2359 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08 恒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530 三生制药 2500 杭州启明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719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1833 平安健康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2607 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99 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196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81 中国抗体制药有限公司

1349 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269 药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6160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

医疗保健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66 新时代能源有限公司 1333 中国忠旺控股有限公司 2600 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347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 1787 山东黄金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3313 雅高控股有限公司

827 玖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907 中国旭阳集团有限公司 3983 中海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1053 重庆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彩客化学集团有限公司 3993 洛阳栾川钼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258 中国有色矿业有限公司 2198 中国三江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8186 同仁资源有限公司

原材料业

附录3：所调研的上市公司（按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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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0 恒隆集团有限公司 1102 环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918 融创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14 希慎兴业有限公司 1109 华润置地有限公司 1972 太古地产有限公司

101 恒隆地产有限公司 1113 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1997 九龙仓置业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124 粤海置地控股有限公司 1118 高力集团有限公司 2007 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

141 天禧海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76 珠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9 德信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173 嘉华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183 澳能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2048 易居(中国)企业控股有限公司

190 香港建设(控股)有限公司 1207 上置集团有限公司 2068 中铝国际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366 陆氏集团(越南控股)有限公司 1329 首创钜大有限公司 2258 华滋国际海洋工程有限公司

390 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1420 川控股有限公司 2340 升捷控股有限公司

410 SOHO中国有限公司 1582 华营建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355 宝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95 东吴水泥国际有限公司 1599 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68 首创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701 北海集团有限公司 1722 建鹏控股有限公司 2869 绿城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733 合富辉煌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739 齐屹科技(开曼)有限公司 3316 滨江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830 中国建筑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1755 新城悦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3333 中国恒大集团

914 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1800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3383 雅居乐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30 新城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1862 景瑞控股有限公司 3900 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地产建筑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19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A 620 大唐西市丝路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908 珠海控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7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B 656 复星国际有限公司 2327 美瑞健康国际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242 信德集团有限公司 764 永恒策略投资有限公司 3686 祈福生活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267 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882 天津发展控股有限公司 8242 新威斯顿集团有限公司

综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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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4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675 坚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145 勇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44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698 通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151 依利安达集团有限公司

232 中国航空工业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712 卡姆丹克太阳能系统集团有限公司 1157 中联重科股份有限公司

255 龙记(百慕达)集团有限公司 819 天能动力国际有限公司 2018 瑞声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351 亚洲能源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929 国际精密集团有限公司 2039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36 新宇环保集团有限公司 936 鹏程亚洲有限公司 2208 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50 鸿兴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1008 贵联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2880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500 先丰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1052 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 3808 中国重汽(香港)有限公司

548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 1072 东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8142 德利机械控股有限公司

598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1101 中国华荣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8291 万成金属包装有限公司

工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42 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728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 6823 香港电讯信托与香港电讯有限公司-SS

144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788 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8147 汇思太平洋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232 中国航空工业国际控股(香港)有限公司 941 中国移动有限公司

电讯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20 统一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1044 恒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1876 百威亚太控股有限公司

322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 1112 健合(H&H)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2119 捷荣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756 森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458 周黑鸭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868 天福(开曼)控股有限公司

831 利亚零售有限公司 1579 颐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1006 长寿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1717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必需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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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85 中国电子华大科技有限公司 992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2400 心动有限公司

136 恒腾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1020 赛伯乐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3396 联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68 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 1089 乐游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3690 美团点评

418 方正控股有限公司 1357 美图公司 3888 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434 博雅互动国际有限公司 1810 小米集团 6188 北京迪信通商贸股份有限公司

700 腾讯控股有限公司 2022 游莱互动集团有限公司 6860 指尖悦动控股有限公司

763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2038 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 9911 赤子城科技有限公司

877 昂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2100 百奥家庭互动有限公司

资讯科技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5 汇丰控股有限公司 1658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96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6 新鸿基有限公司 1776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030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4 盛洋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98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066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665 海通国际证券集团有限公司 2318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17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39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324 首都创投有限公司 681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998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3328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3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99 友邦保险控股有限公司 3698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688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36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908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8239 首都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金融业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206 华商国际海洋能源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704 和嘉控股有限公司 1898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86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52 海峡石油化工控股有限公司 1938 珠江石油天然气钢管控股有限公司

639 首钢福山资源集团有限公司 1171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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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股票代码 公司名称

36 远东控股国际有限公司 780 同程艺龙控股有限公司 1831 十方控股有限公司

45 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811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1896 猫眼娱乐

66 香港铁路有限公司 887 英皇钟表珠宝 1928 金沙中国有限公司

69 香格里拉(亚洲)有限公司 891 利邦控股有限公司 1970 IMAX China Holding, Inc.

175 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921 海信家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6 上海锦江资本股份有限公司

180 开达集团有限公司 1003 欢喜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2083 大自然家居控股有限公司

200 新濠国际发展有限公司 1005 美力时集团有限公司 2238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89 WING ON CO 1049 时富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255 海昌海洋公园

370 国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55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 2299 百宏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382 中汇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58 粤海制革有限公司 2331 李宁有限公司

419 华谊腾讯娱乐 1097 有线宽频通讯有限公司 2333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45 中集天达控股有限公司 1211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3368 百盛商业集团有限公司

513 恒和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1223 新沣集团有限公司 3606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0 呷哺呷哺餐饮管理(中国)控股有限公司 1317 中国枫叶教育集团有限公司 3700 映客互娱有限公司

525 广深铁路股份有限公司 1361 361度国际有限公司 3709 赢家时尚控股有限公司

528 金达控股有限公司 1368 特步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6068 睿见教育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50 KK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1388 安莉芳控股有限公司 6862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564 郑州煤矿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448 福寿园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6919 人瑞人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670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1520 香港华信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8063 环球大通集团有限公司

678 云顶香港有限公司 1728 中国正通汽车服务控股有限公司 8211 浙江永安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20 意达利控股有限公司 1809 浦林成山(开曼)控股有限公司 8406 合宝丰年控股有限公司

772 阅文集团 1822 弘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非必需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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