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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市場熱點
香港是獨具優勢的可持續金融中心，是連接中國內地過萬億綠色投資機遇的橋樑

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

在第 32 期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 
（資料來源：Z/Yen）

強大穩健的金融體系
支持綠色和
可持續生態環境
的發展

紮實的企業管治模式及漸進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要求

上市公司（大部分有內地或
區域背景）適應 ESG 的要求

（資料來源：港交所 ）

港交所的
《企業管理守則》和
《上市規則》於

2022 年 1 月修訂，
以提升企業的管治水平。

（資料來源：港交所 ）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2,500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港交所）支持

《企業觀察 2020》排名：
（資料來源：亞洲企業管治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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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2050年實現1.5°C溫度控制目標的進程上，預計需要

通往過萬億元投資機遇的橋樑

萬億人民幣
（約 21 萬億美元）的新投資

港交所作為中國離岸綠色債券的最大上市地點，

其交易量佔
中國 2021 年的
離岸總額達

香港是國際和大灣區認可和
信賴的投資樞紐

46%
138

充滿活力和多元的綠色和可持續金融業

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
歐洲投資銀行等多邊組織
在香港發行綠色債券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2021年，約 90%  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由私營機構發行，當中地產發展商及
金融機構各佔市場逾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私營機構
90%

2021年，首次參與發行綠色債券的
發行人／借款人共佔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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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香港市場成熟，發行多元化綠色和可持續的金融產品

香港 —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市場熱點

一系列多樣化的可持續投資產品

2021年，香港發行的可持續掛鉤貸款
已增加超過120億美元（資料來源：LoanConnector）

2021年6月，證監會認可的ESG基金的
資產管理規模已達到1260億美元（資料來源：證監會）

4倍增長

2021年 2021年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2020年 2021年

42億美元 160億美元

2021年6月 2022年6月

快速增長的綠色和可持續債券市場，為亞洲發行地首選

由美元、歐元、
人民幣計價的債券
組成

（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的首批零售綠色債券
發行

香港政府綠色債券計劃帶來良好的推動

2020年 2021年

4倍增長

2022年5月

200億港元
（約26億美元）

亞洲
首個政府發行

年期的美元綠色債券
30

自2019年
綠色機構債券發行量

亞洲國際綠色和
可持續債券的
最大安排中心 - 2021年，
香港佔總發行量三分之一

（資料來源：國際資本市場協會）

2021年發行

> 70億美元

32%
香港

313億美元
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254億美元
綠色和可持續貸款

最大的綠色零售債券（發行時）

英國 17%

美國 13%

新加坡 5%
其他

證監會認可的 ESG基金數量 

59 135
（其中有 5隻為交易所買賣產品（ETF ））

社會責任債券 
0.4%

可持續發展掛鉤債券 
6.9%

綠色債券 
72.2%

可持續發展債券 
20.6%

（至 2022年 7月底）

綠色貸款 
37%

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  
63%

（資料來源：氣候債券倡議組織）

566億美元綠色和可持續債券
（比 2020年增長4倍）（資料來源：香港金融管理局）



香港作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的穩健基礎

關鍵支柱

跨機構督導小組
（CASG）

香港金融管理局
（金管局）

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證監會）

能力提升：
透過一系列措施，如教育、提供務實指引及建立
含數據及分析工具的知識庫等，提升公眾關注及
支援專業人才培訓

監管：
根據國際最佳慣例，制定信息披露及報告
標準，並於相關界別嚴格實施

激勵措施：
2021年起啟動綠色和可持續金融
資助計劃，至今已批出超過 160 份
申請

市場規模／產品：
市場快速擴展，推出更多元化
的投資工具

市場規模／產品

• GSF中心推出數據和培訓資源的信息庫：
數據資源信息庫
培訓信息庫
實習機會

• 於 2022/23《財政預算案》中宣布推出「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 支援國際在氣候相關信息披露及報告的工作 • 探索碳市場提供的機遇

• 與國際金融公司（IFC）共同發起「綠色商業
銀行聯盟」，規劃綠色轉型路線圖，將綠色
金融納入核心業務

• 把氣候變化應變能力帶入銀行體系，促進綠色和
可持續銀行業務

• 將 ESG 因素納入外匯基金的投資管理

• 自 2018 年起，推出面向機構及零售
投資者的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 推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
助計劃」，    為在香港發行的
綠色債券和貸款提供補助

• 負責管理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

• 負責協助在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下推行債券發行工作

• 促進綠色投資發展，並防範漂綠：
2018年推出《綠色金融策略框架》，並於2022年8月
發布新的《綠色金融議程》，涵蓋三大重點領域     
發表及持續優化有關ESG基金披露的指引
修訂《基金經理操守準則》，加入披露氣候相關
資訊的要求

• 在國際組織擔任重要職務：
國際證監會組織（IOSCO）可持續金融工作
小組副主席
國際證監會組織亞太區域委員會的可持續
金融工作小組組長
負責評估ISSB的企業報告工作小組聯合主席

中央政府 根據2019年《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全力支持香港發展成為粵港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中心 
承諾在2030年前達到碳達峰，並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整體策略

香港政府 整體策略 將香港發展成綠色金融中心   在 2020 年《施政報告》中宣布，爭取在 2050 年前實現碳中和
公佈《香港氣候行動藍圖 2050》，確立「零碳排放．綠色宜居．持續發展」的願景

於 2020 年成立，旨在協調金融業的氣候和環境風險的管理，並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旗下有三個專責團隊，
分別負責監管、市場開發和碳市場的工作；
推出相應策略，以鞏固香港的金融生態系統，邁向更綠色及可持續的未來；
成立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GSF中心），統籌跨界別在人才及技能培訓和數據管理工作

整體策略

激勵措施監管：信息披露和標準能力提升：人才與關注

香港的公營機構大力推動 ESG發展，所有相關參與者均積極協作並迎來以下里程碑：

http://www.gov.cn/
https://www.bayarea.gov.hk/filemanager/tc/share/pdf/Outline_Development_Plan.pdf
http://www.gov.cn/xinwen/2020-09/22/content_5546169.htm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0/chi/p125.html
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files/pdf/CAP2050_booklet_tc.pdf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0/05/20200505-8/
https://www.hkma.gov.hk/media/chi/doc/key-information/press-release/2020/20201217c4a1.pdf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centre-for-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centre-for-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gsf-data-source-repository/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gsf-training-information-repository/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gsf-internship-opportunities/
https://www.hkma.gov.hk/chi/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multilingual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home_cn
https://www.hkma.gov.hk/chi/key-functions/international-financial-centre/bond-market-development/tax-concessions-and-incentive-schemes/
https://www.hkgb.gov.hk/tc/greenbond/greenbond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sfc.hk/TC/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ER/PDF/SFCs-Strategic-Framework-for-Green-Finance---Final-Report-21-Sept-2018.pdf
https://www.iosco.org/
https://www.iosco.org/about/?subsection=display_committee&cmtid=6
https://www.sfc.hk/-/media/TC/files/COM/Reports-and-surveys/SFC-Agenda-for-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_chi.pdf
https://apps.sfc.hk/edistributionWeb/gateway/TC/circular/products/product-authorization/doc?refNo=21EC27
https://www.sfc.hk/-/media/TC/assets/components/codes/files-current/Fund-Manager-Code-of-Conduct_Chi_20082022.pdf?rev=a680d9a05ec14f1fb7a1a079c3c1660f
https://www.fstb.gov.hk/fsb/tc/business/funding_schemes/green-and-sustainable-finance-grant-scheme.html
https://www.hkgb.gov.hk/tc/greenbond/greenbondintroduction.html
https://www.hkma.gov.hk/chi/news-and-media/press-releases/2022/10/20221031-9/


保險業監管局
（保監局）

香港品質保證局
（HKQAA）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
限公司（港交所）

香港金融發展局
（金發局）

私營機構

其他持份者

• 視為重點項目，並自2016年以來發表共四份 ESG相關的報告

• 調動資源和人才，制定綠色金融政策建議，促進綠色金融業務發展（如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 研究機構通過調查及研究促進業務可持續發展（如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商業可持續發展中心）
• ESG 分析公司和指數編纂公司推出 ESG 綜合指數，確保 ESG 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如恆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

• 要求上市保險公司遵從港交所的 ESG 匯報要求
• 要求保險公司將氣候風險納入企業風險管理框架
• 為特殊目的保險公司的簡化和定制監管制度，

以促進保險相關證券 (ILS)的發行

• 推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認證計劃，提高綠色產品
的認受性

• 與龍頭企業和金融機構合作，成立
香港國際碳市場委員會

•
 

與內地交易所合作，探索發展碳相關
產品和項目

•
 

在 2020 年推出網上產品資訊庫平台
「STAGE」

• 引入保障型投資相連壽險產品，
當中的投資選項與證監會認可的 ESG
基金掛鉤

• 2022 年在香港發行首兩隻ILS

• 發布《企業淨零排放實用指引》，協助企業
實現淨零排放

• 推出綜合平台「ESG Academy」，提供相關指
導和教材

• 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提供可持續
性發展評級和相關研究服務

• 與香港保險業聯會緊密合作，提高保險業
界的相關意識和能力

•  推出「保險相連證券資助
先導計劃」，以吸引本地、
內地和海外的ILS（如災難債券）
發行人

將ESG納入商業、投資和營運決策，促進產品多元化發展整體策略

• 於 2021年按照氣候相關財務披露小組 (TCFD) 建議，發
布上市公司的 ESG 信息披露和企業管治標準：
採用「不遵守就須解釋」的方法
推行強制披露 ESG管治資料
修訂《企業管治守則》和《上市規則》以加強對董事會多
元化的要求

《氣候信息披露指引》為發行人提供指導，使其披露的
內容符合TCFD的建議

• 透過媒體向大眾宣傳（如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
• 提供國際認可的專業認證課程（如歐洲金融分析師協會 EFFAS ／香港可持續發展教育學院／

香港地球之友）
• 推出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的大學學位課程（如香港科技大學）
• 技術顧問提供氣候議題和相關風險的量化分析，並提出普及的風險評估方法

香港作為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中心的穩健基礎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積金局）

• 為強積金受託人提供培訓計劃
• 實習計劃

• 於 2021年發布把 ESG 因素納入強積金基金的概括指導
原則

• 要求強積金受託人在強積金計劃的年度管治報告中
披露 ESG 整合策略和實施進度

• 積金局撥款的可持續投資

• 截至 2022 年 6月底，412 隻強積金成分
基金中有 207 隻投資於 ESG 相關投資
產品（例如綠色債券）

關鍵支柱 市場規模／產品激勵措施監管：信息披露和標準能力提升：人才與關注

推出香港國際碳市場CORE CLIMATE•

https://epa.mpfa.org.hk/mpfa_web/index.html#?lang=tch
https://www.mpfa.org.hk/-/media/files/information-centre/legislation-and-regulations/circulars/mpf/20211126/cir-20211126.pdf
https://www.ia.org.hk/tc/index.html
https://www.hkfi.org.hk/#!/
https://www.ia.org.hk/tc/reinsurance_specialty/files/Pilot_ILS_Grant_Scheme.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Circular_20211228.pdf
https://www.hkqaa.org/b5_index.php
https://www.hsi.com.hk/chi/indexes/all-indexes/corporatesustainability
https://www.hkqaa.org/b5_certservice.php?catid=26
https://www.hkex.com.hk/?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_Common/Market/Stage/Resources-Library/Guidance-Materials/HKEX-Net-Zero-Guide_C.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Sustainability/ESG-Academy?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2022/220705news?sc_lang=zh-HK
https://cn-rules.hkex.com.hk/sites/default/files/net_file_store/HKEXCN_TC_10107_VER17354.pdf
https://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Listing-Rules?sc_lang=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Listing/Rules-and-Guidance/Environmental-Social-and-Governance/Exchanges-guidance-materials-on-ESG/guidance_climate_disclosures_c.pdf
https://www.fsdc.org.hk/zh/
https://www.hkex.com.hk/Join-Our-Market/Sustainable-Finance/HKEX-STAGE?sc_lang=zh-HK
https://www.hkgreenfinance.org/?lang=zh-hans
https://www.bschool.cuhk.edu.hk/centres/centre-for-business-sustainability/
https://www.hsi.com.hk/chi/indexes/all-indexes/corporatesustainability
https://www.ifec.org.hk/web/tc/index.page
https://effas.com/
https://hiesd.org/wp/hk/
https://www.foe.org.hk/default.aspx
https://join.hkust.edu.hk/zh-hant/our-programs/joint-school-program/sustainable-and-green-finance
https://www.ia.org.hk/tc/reinsurance_specialty/ILS_HK.html


未來發展藍圖：通往可持續未來之路

能力提升（人才與關注）

金管局會根據銀行專業
資歷架構，開發綠色和
可持續金融的新課程

政府已預留2億港元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培訓先導計劃」，

為接受培訓及考取專業資格的人士
提供資助

金管局與國際金融公司共同發起「綠色商業銀行聯盟」，
幫助銀行制定發展藍圖，將綠色金融納入其核心業務：

（i） 舉辦綠色金融研究
（ii） 提供獨到市場分析
（iii） 具針對性的專業能力提升及培訓
（iv） 提供實際指引，以支持金融機構建立其特色化綠色轉型路徑

建立具備專業技能及知識的

為可持續項目吸納資本及
管控相關業務風險

提升社會對氣候變化
的應變能力

Up and Coming 
Initiatives

最新計劃

Ultimate 
Goal

最終目標

，推行為期三年的

人才庫，並提供培訓機會，



未來發展藍圖：通往可持續未來之路

監管（信息披露和標準）
綠色和可持續銀行：
金管局在2021年12月制定了
監管期望，將氣候風險因素
納入銀行業務策略及框架，
並繼續支持銀行增強其氣候
風險管理能力

共通綠色分類目錄： 
CASG正開發一套本地適用的
綠色分類框架

上市公司：
參照港交所指引，進一步實踐ESG概念：

（i） 加強董事局和工作團隊的性別多元化
（ii） 改善發行人的氣候相關信息披露，並審視
（iii） 港交所和證監會正在評估氣候優先策略，

考慮要求香港上市公司實施國際可持續發展
準則理事會（ISSB）標準

資產管理中的氣候
風險管控：
啟動由證監會倡議的

《基金經理操守準則》
第一階段工作，要求
基金經理把氣候相關
風險納入其投資和
風險管理流程

各大上市公司將ESG全面融入
其商業模式，並根據港交所和
證監會定下的披露要求作出
匯報

在2025年之前，強制要求
相關行業根據氣候相關財
務披露工作小組（TCFD）的
建議進行氣候信息披露

Up and Coming 
Initiatives

Ultimate 
Goal

最新計劃

最終目標

CGT



為合資格的債券和保險相連
證券發行人，以及貸款借款
人提供激勵措施

私營部門的 ESG參與將為可持續
發展議題帶來更多關注

（i）各私營企業實行持續發展ESG 投資
（ii）將可持續性納入商業策略／模式

與大灣區的相關部門及業界合作，
推廣「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資助計劃」

發展成為一個更活躍的
投資市場，吸引更廣泛
發行人和投資者參與

吸引更多環球、內地和本地
企業在香港尋找綠色及和
可持續的投資機會，以及
獲取相關融資和認證

最新計劃

最終目標

未來發展藍圖：通往可持續未來之路

激勵措施



• 

Up and Coming 
Initiatives Ultimate 

Goal

CO2



私營機構：舉足輕重的角色
公共機構和業界攜手合作，在香港塑造穩健及可持續的基礎建設及投資生態。各持份者迅速及積極回應，共同參與和推動可持續發展議程。

了解各ESG傑出人士對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金融中心的想法。嘉賓專訪視頻稍後會在金發局網站推出。

「我在過去五年看到香港市場
在可持續金融議題上有令人
鼓舞的轉變。 」

歐楷博先生
富達國際   
可持續投資策略主管

「香港有潛力成爲領先的
碳交易中心，將全球投資者
與內地碳市場連接。 」

柴志傑先生 
業界高級行政人員

「我們明白到，投資時把ESG
納入考量是必不可少的。 」

李德勤先生 
友邦保險集團  
環境、社會及管治、集團投資總監

「香港的公營機構及業界一直
緊密合作，為可持續金融的
發展建立了健全的投資生態
及穩固的根基。 」

Yoo-kyung Park 女士
荷蘭匯盈投資亞洲有限公司
全球責任投資與治理團隊亞太區主管



私營機構：舉足輕重的角色

馬天偉先生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財務董事

馬琳女士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法律及管治總監

「我們看到ESG在香港整個
城市和私營企業間的發展
勢頭，當中對ESG資訊
披露透明度的需求亦越來
越高。 」

「越來越多公司意識到ESG的
潛力，並明白堅持良好ESG
做法，會帶來很多有形和
無形的益處。 」

Liza Jansen女士
保誠集團
責任投資部主管

關志敏先生 
萬方家族辦公室
首席執行官及聯合創辦人

「香港業界對於『氣候危機即
金融危機』的意識非常強烈。
港交所由ESG 指數做起，
為我們在投資能源轉型上
提供優質的選項。 」

「不少家族辦公室的公司正
以更可持續和負責任的方式
發展。香港的家族辦公室
在ESG 扮演著至關重要的
角色。 」

公共機構和業界攜手合作，在香港塑造穩健及可持續的基礎建設及投資生態。各持份者迅速及積極回應，共同參與和推動可持續發展議程。

了解各ESG傑出人士對香港作為可持續發展金融中心的想法。嘉賓專訪視頻稍後會在金發局網站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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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香港金融發展局
香港金融發展局於二零一三年一月由特區政府宣布成立，為高層和跨界別
的平台，就如何推動香港金融業的更大發展及金融產業策略性發展路向，
徵詢業界並向政府提出建議。

聯絡我們

電郵 enquiry@fsdc.org.hk
電話 (852) 2493 1313
網頁 www.fsdc.org.hk

領英 網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