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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思汇政策研究所
旨在塑造一个宜居且可持续发展的香港。思汇政策

研究所的愿景是透过研究、对话及提出可行建议鼓

励社会参与，以影响公共政策。思汇政策研究所的

研究范围包括四个范畴：环境、经济、福祉指标及管

治。自2011年起，思汇政策研究所被宾夕法尼亚大
学劳德研究所评为全球前五十名环保智库之一。

关于香港绿色金融协会
香港绿色金融协会于2018年9月21日正式成立，致
力推动绿色金融在香港的发展。香港绿色金融协会

的宗旨和任务是组织业界专业力量，向香港政府和

监管部门提出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推广

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理念，组织研究与开发绿色金

融产品、方法和工具，开展本地和国际性的交流活

动，为金融机构参与香港、内地和“一带一路”的绿

色投融资提供资讯和专案对接平台，争取将香港打

造成为一个国际绿色金融中心。

关于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
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GBA-GFA）由香港绿
色金融协会（HKGFA）、广东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
业委员会（GDGFC）、深圳经济特区金融学会绿思
汇政策研究所、世界资源研究所、RS Group 和ADM
资本基金会的共同项目色金融专业委员会（SZGFC）
及澳门银行公会共同创立，致力利用广东庞大的绿

色投资需求以及香港和澳门的绿色金融实力，孵化

能惠及大湾区的绿色投资项目。

关于 HONG KONG 2050 IS NOW 
“Hong Kong 2050 is Now”是思汇政策研究所、世
界资源研究所和ADM资本基金会的共同项目，旨在
推动各界协作，让香港在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
于主要领域如能源、交通、建筑效益、基于自然的解

决方案、绿色生活方式和碳定价等，进行研究和给

予政策建议。

关于奥雅纳
可持续发展是奥雅纳的工作核心。奥雅纳承诺

203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我们将以温升1.5摄氏度

的科学目标为参照，控制整个价值链的碳排放，并

且使用经过认证的温室气体移除量来补偿难以进行

脱碳的剩余排放量。奥雅纳在全球各地完成了许多

可持续发展示范项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奥雅纳

参与完成的世界级基础设施遍布香港，影响力可见

一斑。我们一直致力于提供创新、可行、全面的可持

续设计战略和解决方案，以实现环境完整性和经济

可行性，保障社会福利，实现资源有效利用。奥雅纳

的跨学科团队项目经验丰富，能够将环境、经济和

社会因素有机整合，因此能够为客户提供创新、数

据驱动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继续为实现联合国可

持续发展目标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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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vincent.cheng@ar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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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颖敏工程师（Ir Samantha Kong）,  
奥雅纳可持续发展高级工程师。 

联系方式: samantha.kong@arup.com

张浚庭工程师（Ir Justin Che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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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顾问。联系方式: ariel.mak@ar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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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子恩（Olivia Ku），奥雅纳可持续发展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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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背景

2020年9月，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香港经济中制
造业和农业占比几可忽略，为了实现国家总体减排目标，香港必须将目前的

2050年减排80%的目标修正为届时实现净零排放。

香港建成环境特殊，以高密度著称，室内活动消耗电量占总用电量90%以上，
所产生温室气体排放占总排放量的60%，这意味着降低建筑能源消耗至关重
要。有鉴于此，思汇政策研究所与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共同委托编写

了本报告。报告主要研究建筑行业如何实现去碳化，从而为全港的去碳化目标

添砖加瓦，并提出了“Hong Kong 2050 is Now”的口号，呼吁果断采取相应
行动。通过分析香港当前的政策环境(包括建筑能源法规、激励措施和补贴)，

以及评估其他司法辖区(新加坡、中国大陆、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所采取的

措施，报告指出了香港建筑行业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香港需要在去碳化领域引领前路，开展有效合作，展现雄心壮志，探索示范

种种可能性，方不负“亚洲国际都会”之名。报告建议明确政策重点，并通过

新的机制安排引入一系列有效的政策工具。

政策重点: 去碳化路线图

必须制定针对建筑行业的路线图，勾勒出到2050年实现净零目标所需的步
骤。该路线图必须同时包括新建筑和现有建筑，涵盖运营碳排放和隐含碳排

放。需要在公认框架(如科学碳目标)内开展详细研究，从而建立必要的时间

表和机制以确保进展，这项工作刻不容缓。这一过程中，需要政府各部门通

力合作，广泛吸收业界建议，且应遵守《巴黎协定》提出的2050年实现净零
排放的目标。



5

政策工具
第一步: 改善监管工具
更新《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和《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

经回顾国际相关建筑能源法规，报告显示香港监管底线和监管力度均有较大

改善空间，具体步骤如下所示。采取全球最佳实践，制定时间表逐步引入新

技术，给市场留出适应时间，这些做法可确保香港的建筑能源最低标准依然

保持较高水平，以便及时缩小差距，实现净零碳排放。以下方面亟待立即采取

行动:

执行摘要

1 将各种空间类型的照明功率密度要求提高到最低国际值。

2 按照欧盟方法，制定时间表，执行电机国际能效分级4级标准。

3 扩大《强制性能源效益标签计划》所涉及电器的评级方案，禁止进口低
能效设备，并定期对评级标准进行审查。

4 执行电梯国际测试和分类标准，从而更有效地评估能耗，并规定最低
能效标准。

5 更新空调设备的性能系数要求，对标全球最佳实践。

6 在《建筑物能源守则》中增补外部照明和大、中型水暖系统章节。

7 提出更详细的电表分表要求，采集更高质量的数据，以反映建筑物内部
实际能源使用情况。

更新《能源审核守则》

将《能源审核守则》的范围扩大至包括《香港建筑物能源效益条例》附表1下
的所有建筑物，与《建筑物能源守则》相同。缩短当前10年一次的审核周期，
以督促每栋建筑物改进能效并解决能效缺陷。例如，新加坡每三年就对冷却

系统进行一次能源审核。定期检查现有建筑物，这一点至关重要。

能源审核过程中可以识别出碳回报期合理、成本效益高的“能源管理机会”。

应出台相应的监管和激励措施，从而合理利用上述机会。目前，没有规定要求

实施任何的“能源管理机会”，哪怕是几乎不需要额外资金投入的第一类“能

源管理机会”。应制定全面有效的政策，确保《能源审核守则》能够有效解决

现有建筑物的运营排放问题，并在实施过程中为建筑物业主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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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建筑围护结构要求

定期审查《楼宇的总热传送值守则》，以确保守则中的要求符合去碳化策略。

审查内容应包括评估外部遮阳装置的相关规定。

要求进行公开披露

在建筑物层面，要求公开披露能耗和排放数据并进行评级，以便设定基准和

对在不同的物业进行比较。相关数据应提交给香港机电工程署进行公开披

露，透过等级系统而做法类似于香港绿色建筑议会的BEST工具或澳大利亚
的建筑环境评级系统(NABERS)。公开披露上述数据有助于确保建筑物业主
对其物业的碳排放负责，从而提高能效。

第二步: 激励市场
更新总楼面面积宽免计划

对该激励计划进行调整，使其完全聚焦于能效要求，从而为去碳化做出更大

贡献。将总楼面面积宽免与经核实的入住后建筑物能效改善情况联系起来，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目前的总楼面面积宽免由“未分级”等级的建筑获得，

也就是说这些建筑物仅满足绿建环评评级的最低标准。改进该计划可以考虑

多种方案，包括将绿建环评评级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的EDGE认证(基于
能效的绿色建筑认证)，与现有的绿建环评能源使用积分，或新加坡超低能耗

建筑计划使用的方法联系起来。

现有建筑实施公私公营

实施公私合营有助提高现有建筑能效。目前政府无力广泛开展建筑重新校验

项目或定期实施建议的《能源审核守则》，同时受制于大规模改造项目回报

周期较长的问题。通过公私合营，政府可以利用外部的专业知识、资金和人

力，同时提供激励吸引私营公司参与风险可控的项目。一旦公私合营项目顺利

开展起来，应要求所有建筑物进行重新校验。

参与碳排放交易

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可大大激励香港降低建筑的过量碳排放；然而，香港在

打造其排放交易系统方面面临着重重挑战。也许可以转而考虑等中国启动全

国碳排放交易系统后加入其中。

加入粤港澳大湾区绿色金融联盟发起的“碳市通”倡议也不失为一个机会。该

倡议旨在建立一个跨境碳交易市场。这样一个涵盖商业部门的区域性碳排放

交易系统一旦建成，将对香港建筑业十分有利。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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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企业进行披露

将气候风险标准（如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组TCFD）和排放报告（如碳信息
披露项目）纳入披露制度，这可以极大地激励企业为去碳化做好准备并做出

贡献。不同于目前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指引中对环境方面提出的“遵守或

解释”的要求，香港交易所可以探索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策略和报告纳入

《企业管治守则》的机会，并考虑强制要求建筑行业披露其排放量。

港交所已规定在进行环境披露时须涵盖气候变化物理风险和去碳化过渡风

险，以满足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组的要求。这可以设为强制性规定，以符

合联合国气候行动和融资特使马克·卡尼提出的目标。为了加快TCFD披露，香
港政府应考虑为公司开发出在TCFD报告中使用的场景。这会使得按照TCFD
要求进行报告变得更为容易，也使得报告更有价值，因为这些报告都是在共

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会使得比较变得更有意义。

 

第三步: 影响行为改变
增加可再生能源发电

引入上网电价计划无疑为投资可再生能源发电提供了激励。然而，需要对上

网电价的费率和结构进行修订，从而将投资重点导向香港下一阶段的可再生

能源发展。例如，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运营大规模可再生能源装置，如利用

公共房屋屋顶或公共基础设施。这些试点装置可以通过补贴资本支出或引入

新的上网电价费率为大容量系统提供支持，这样不仅可证明技术可行性，还

可以证明财务可行性。

实施碳税和关税

直接对化石燃料征税也值得探索。这项税收可以对上游的化石燃料供应商或

加工商征收，但成本可能会转嫁给消费者。这会转化为货币激励，鼓励消费者

减少排放。还可以建立分级补贴，以保持小家庭或小公司的电费比较稳定。也

可以考虑其他会对消费者用电行为产生影响的上网电价结构。 

执行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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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公共部门采购

首先应通过在公共项目上实施潜在的去碳化战略来建设能力和积累专业知

识。一旦公共项目证实适合推广，就可以通过规定或激励措施将其引入私营部

门，类似于引入绿建环评的做法。这种方法适用于:

执行摘要

制度安排:专门的跨部门协调机构

为了落实去碳化路线图，应专门成立一个跨部门协调机构，成员来自各相关

部门，包括但不限于环境局、发展局、运输及住房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该

机构负责协调所有必要的激励和监管措施，使建筑行业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
排放。成立这一专门机构非常重要，从而保证各项举措协调一致，确保各部

门唯一的工作重点均为降低全建筑行业的碳排放量。

结论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政策不会立即降低香港建筑业的碳排放量，但将积极促

进净零排放目标的实现。建筑行业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需通力合作，投入大量

资源，以期在2050年前实现净零排放。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现在就必须开始
行动。

1 对现有政府建筑进行重新校验，

大规模改造和翻新

2 要求所有新项目完成生命周期评估

3 遵守建造业议会的建筑材料碳标

签计划

4 提高政府办公室和公共房屋的设

计标准

5 根据建议的建筑评级体系，为政府

租赁设定能效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