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季
2021.01 
www.BM.UST.HI( 

-

@H l<UST 

繡色呈鸝
引翎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1..HKUST wBUSINESS SCHOOL 
番港科大商學院

WORLD CLASS INASIA 



II 目■ II II 黷II訶錳II

。。

mch oS frs Ws.mes Neus 

u

nT 

zsT
dB 
,V

aS 
B
二

l
l
.鼴
l
l

綠色金融
引領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4 
香港特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綠色金融之都

8 
金管局副總蒭阮國恒

投資未來

12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及會長馬駿

凝聚力量

16 
證監會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主管鞏姬蒂

菌定標準

20 
香港交易所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主管許淑嫺

菡事俱備

24 
世界綠色組織主席葉毓強

佳績斐然

28 
歐洲管理發展這金總幹事 Eric Cornuel 

綠色新天

．羣

'°""' - • 鯽 Biz 
®Hl<UST Y 
緣色呈融
.,.;i禮■B■.,攣幫

讀者可於皐院網站下戴本刊物或以電郵訂111l

龘量l

i 34 中國的碳中和承諾 ： 開啟發展新篇章
澶、 科大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首席發展顧問陸恭蕙教授

38 硏究重任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主任兼投資研究中心主任張處教授

42 改變天氣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助理教授隙展輝、
副教授 George PANAYOTOV及博士生儲莊

46 轉危為機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教授及 Intense! 行政總稢兼創辦人

Entela BENZ-SALIASI 教授

囯
::::: 50 榮登全球榜首

::::: 

凱洛格一科大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十度榮登全球榜首

52 鵬程萬里
科大商學院和旗下課程屢獲殊榮·廣受肯定

54 共策前程
傑出商界領袖於年度會議為學院發展提供寶貴意見

56 為具抱負領袖特設的課程
科大全新工商管理博士課捏 (OBA) 為
有意實現｀＇實踐為本＂的學術研究而設

58 金融科技行動
活動探討香港以至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前景

60 杏壇夥伴
科大與學界和企業結盟，為學生開關新機遇

61 永懷良師
良師益友 Paul Forster教授辭世，學院仝人深感悲痛

..!-HKUST w~ 雪閏s~s~~諡
WORLD CLASS IN ASIA 

虯禁咢
一....一

本刊物由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
對外及校友事務出版

地址／
香港九籠清水灣

量話 I
(852) 2358 8934 

傳真l

(852) 2719 8231 

量郵 l
bmpr@ust.hk 

肆虐亞洲的超強颱風和水災 ， 日漸攀升

的全球氣溫，以至當下嚴峻的新冠肺炎

疫情，都在提醒着我們甚至下－代的福

祉正深受威脅。

面對這些威脅 ． 現時全球各地的政府除從風險評估等不同角度重新審視宏觀經濟的

影響外，亦開始反思例如氣候變化等全球問題的衝擊．探討新的應對舉措，香港亦

積極參與。

其中一個備受重視的改善環境方法，就是通過有效的融資方案，向製造和消萸等各

供應鏈環節提供資金渠道．鼓勵各行業履行綠色環保責任。目前 · 各界專家均一致

認同．負責任的商業操守和綠色金融投資是切實有效的推動環保工具。中國宣布

2060 年的淨零碳排放目標 ． 而香港正可藉助其得天獨厚的優勢 ． 協助國家實現此

目標．同時為本地發展帶來正菌和切實的改變。

若要玉成其事，需尋求跨學科的專家出謀獻策， 以全新視野綜觀環境科學、可持續

發展、金融和投資等專業領域。

在今期的綠色金融專題中，我們除探討教育界培養人才的角色外 ， 並與七位政商領

袖及專家探討如何推動香港晉身亞洲首屈一指的綠色金融樞紐。在各專訪中 ． 他們

就香港及其他地區的綠色金融發展分享真知灼見。

香港特別行政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證監會國際

事務主管鞏姬蒂，以及港交所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市場）主管許淑嫺，將從相

關政策、最佳實踐經驗和綠色金融工具等不同角度 ． 剖析政府｀監管機構和業界可

如何發展和推動本港的綠色金融業。

此外．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及會長馬駿｀世界綠色組織主席葉毓強 ． 以及歐洲管

理發展基金 (EFMD) 總幹事 Eric CORNUEL 竺位專家． 將分享非政府組織及教育

工作者在綠色金融所能發揮的角色 。

來自科大商學院的學者．亦會就此議題從跨學科的角度提出各自的見解。其中，

科技大學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首席發展顧問兼香港環境局前副局長陸恭蕙教授

將探討內地的最新發展．如何樹立值得各方惜鏡的典範。科大金融學系的多位專

家亦會從不同議題分享他們的研究成果和心得，包括張處教授探討綠色金融的研究

契機；陳展輝教授和 George PANAYOTOV 教授聯同博士研究生儲莊．探討氮候

衍生產品如何能成為金融工具．控制氣候相關風險的研究 ； 最後 ·Entela BENZ-

SALIASI 教授詮釋氣候變化產生無遠弗屆和難以計算風險的原因。

我們希望透過分享這些寶責的專業見解和研究成果 · 可以助力各界對該議題的潰極

思考及熱烈討論，為推動本地、大灣區以至全球的綠色金融發展共謀良策。

院長

譚嘉因教授

www.bm.ust.hk 

響団
保持聯擘

Biz@HKUST 



引領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府相關部門和各界專家都承認，即使香
港的綠色金融發展較西方同儕仍有差

距，他們亦留意到過去數年香港正急起直追，
從特區政府發行綠色債券的正面反應可見一
斑。

專家大致認同要進一步發展綠色金融，香港
須制訂綠色金融分類、提供經濟誘因、吸引
綠色基金來港集資及環保投資。此外，香港
亦須確保機構投資者對 ESG（環境、社會和
管治）有充分的認知，並具備綠色投資產品
的風險評估能力和推出更多環保項目，以維
持發展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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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 業界領袖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闡述香港如何針對兩大痛點，
發揮獨特優勢推動綠色金融發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

宇表示，香港作為綜合型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地

位，以及廣受讚譽的商貿優勢，將為這個城市發

展成亞洲綠色金融樞紐奠下穩固基礎。

香港的金融服務信譽優良，體系完善，有能力應

對綠色金融行業發展所面對的兩大痛點：品質保

證與標準制定，以及推廣與認知。 

把名不符實的投資項目或金融產品「漂綠」

（Greenwashing），已成為全球需應對的問題，

但香港可擔當制定標準、評審認證和進行廣義釐

定分類等重任，克服相關挑戰，許正宇指出：「這

將可成為我們的優勢」。

制定標準 

過去數年，相關部門已採取多項主要舉措，致力

實現此願景。舉例，香港品質保證局於 2018 年 1

月成立「綠色金融認證計劃」，為綠色債務工具

（例如債券及貸款）發行人提供第三方認證服務，

計劃的制定過程參考了多個有關綠色金融的國際

綠色金融之都

及國家標準，並兩度拓展範圍，進一步涵蓋 ESG

（環境、社會和管治）及綠色基金。截至 2020 年

10 月，計劃已發出共 49 張綠色金融發行前證書

和九張綠色金融發行後證書。

此外，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亦於

2020 年 5 月成立，負責就監管政策和市場發展提

供策略方向，務求把現時所有跨機構的合作提升

至更高層次。 

許正宇表示，綠色金融現時並無統一的全球標準，

因此督導小組能對制定這方面的標準和框架發揮

重要作用。他稱：「歐洲、亞洲和美國均有各自

的框架，香港是否亦應制定相應標準？若全球設

有一致框架，供各地參考，我們將可以此為基礎，

加以改良。」 

制定標準和框架，將可推動行業邁步向前。許正

宇說：「若能在同一框架下比較不同標準，則可

產生顯著成效。」

除政府支援外，要壯大綠色金融市場，亦有賴私

人領域和個人層面協力而為。

樹立榜樣

有鑑於此，香港政府已採取具體措施，透過資助

計劃和發行綠色債券，發展香港的綠色金融行業。

2018 年，政府推出「綠色債券資助計劃」，翌年

更首次發行政府綠色債券，市場反應踴躍，超額

認購多達四倍。

為香港以至亞洲區內的潛在發行人樹立典範，政

府計劃於 2020 至 2021 財政年度起五年間，因應

市場情況發行總值 660 億港元的綠色債券。此舉

同時彰顯政府對可持續發展的支持，以及應對氣

候變化的決心。

許正宇解釋：「『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之主要目的，

是透過鼓勵在香港資本市場為綠色項目融資的機

構，推廣本地的綠色金融發展。」 

此外，計劃所發行的優質綠色債券符合國際標準

和指引，並廣受全球投資者認可，期望能藉此帶

動本地的綠色投資市場發展。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亦有助喚起社會大眾對

綠色債券的興趣與關注，增進他們在此領域的認

知和理解。」 

要解決這項難題殊非易事，他續指：「困難之處

在於很多人認為這純屬企業合規範疇，而且只需

投放金錢即可，因此往往視之為一項公司須自行

處理的企業社會責任，但我認為香港恰恰可以提

供解決方案。」

首先，香港坐擁金融中心地位，法治制度優良，

是理想的投資地點，因此能吸引不少新公司於本

港市場推出綠色投資產品。許正宇認為香港可為

金融服務供應商和專門購買綠色資產的投資者提

供全新的發展空間。

許正宇說：「我們所擁有的條件能吸引投資者，

並有利其壯大發展。透過釐定標準和由政府引領

發行綠色債券，香港正在發展成為綠色金融樞紐

的道路上穩步前行。」

加強推廣

另外，他坦言大眾開始意識到氣候變化對各界所

帶來的影響，包括對社會和健康的影響，而政府

不能一直為此承擔費用，反而社會大眾有必要加

強認知，盡己之任，主動為環境和個人健康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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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釐定標準和政府發行綠色債券，
香港正在發展成為綠色金融樞紐的道路
上穩步前行 //
香港特區政府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
許正宇

政府綠色債券計劃

計劃的借款上限為 1,000 億港元，集資所得將撥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為工務項目融

資或再融資，從而為環境帶來裨益，實現香港的可持續發展。綠色債券框架表述政府

如何運用債券發行所募得的資金，改善環境和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

債券資助先導計劃 

為期三年的計劃於 2018 年 5 月推出，吸引海內外企業來港發債 ( 包括綠色債券 )，

將適用於首次在香港發行債券的合資格機構。

樹立榜樣    加強推廣

FAST FACT

許正宇指疫情切實起著催化作用。他說：「我認

為綠色金融不是再只聞樓梯響。新冠肺炎大流行，

喚起公眾對健康議題和環境風險的關注。過去

人們以為這些問題與己無關，但他們現在意識到

健康和環保問題能帶來切膚之痛，不得不予以正

視。」

許正宇表明各公司應視 ESG 和綠色投資為一種附

加價值，而非只為符合規定或履行責任而存在。 

就盈利而言，企業必須代入新世代的思維方式行

事，他們的價值觀有別於過往世代，渴望帶來正

面改變，致力創建更美好的環境和社會，因此期

望所合作的公司能實踐此理念。他比喻道：「試

想像若公司與員工理念相同，員工便會在工作上

全力以赴，此原理套用於投資者身上亦然。」 

許正宇強調，綠色金融正逐漸於香港萌芽扎根，

但要令其蓬勃發展，必須擁有前瞻思維。他說：「公

司必須在本份以外多加努力，堅定決心，高瞻遠

矚，才能恆久致遠，達致理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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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金融管理局副總裁阮國恒談及身兼銀行監管者、投資者和促進者的局方，
如何能帶動和推進銀行業以至其他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毫無疑問，氣候變化將成為全球未來十年極需正

視的議題。香港金融管理局認為，各個司法管轄

區均有責任遏止全球氣溫上升，而香港更可從中

擔當重要角色。

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指出：「香港身為主要的國

際金融中心，擁有完善推進綠色金融發展的基礎

設施，若我們相信金融機構的參與可以引發大眾

對氣候變化的廣泛關注，並推廣可持續發展，則

需有效善用這些基建。」

背靠內地，而且坐擁龐大的資金網絡，香港將在

金融體系的「綠色化」過程中發揮重要的中介角

色。

阮國恒稱：「中國所開展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項

目多不勝數，為全球帶來龐大的投資機遇。香港

需於其中擔當內地與世界接軌的橋樑。」 

根據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於 2020 年 10 月

發表的研究報告，未來 30 年，預計中國為達致其

於 2060 年把淨碳排量減至零的目標，將需要約

100 兆人民幣（15 兆美元）的開支。中央政府將

考慮引入私人投資者，這無疑將成為資本市場的

龐大機遇。

投資未來

他指出投資者大多仍傾向透過香港尋找相關機遇，

「我們需作好充分準備，以把握這些機遇。」

蓄勢待發 

為此，肩負銀行監管者、投資者和促進者三項重

任的金管局已整裝待發。

金管局身為銀行監管者，需確保各銀行充分了解

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各種財務風險，並向其提供應

對這些風險的指引。

銀行應謹慎思考如何在這些風險的影響下管理業

務。阮國恒指出，銀行業界已開始面臨「實際」

和「轉型」兩類具體風險。 

在實際風險方面，颱風山竹一類的自然災害或會

對抵押品的價值產生實質影響。舉例，若一幢物

業經常因颱風吹襲而受損，而銀行基於該物業的

抵押而提供貸款，將會承擔更大風險。 

至於轉型風險則會延續更長時間，影響亦更重大。

隨著社會開始過渡至低碳發展模式，用以實現變

革的新興科技或會導致一些傳統行業遭到淘汰，

塑膠製造業或是其中一例。縱使部分銀行仍能從

中受惠，但向那些長遠看來逐漸式微的公司提供

貸款的銀行，必將面臨高企的風險，因為這些公

司極有可能無力償還債務。 

阮國恒解釋：「銀行傳統上較擅於應對短期風險，

而非長期風險。再者，要把該等風險轉換成可量

化的實際標準殊非易事。」 

銀行必須把上述風險換算為能以金錢計量的指標，

才能掌握風險背後所涉及的具體金額。對於那些

需要用數字來進行風險管理的銀行，須設法量化

實體和轉型風險，然後再置於一套可供管理的架

構，過程需時。阮國恒表示：「身為銀行監管者，

我們有責任確保這項工作盡量從速完成。」

環保思維

阮國恒認為監管流程本身亦須從環保思維出發，

而且必須同時考慮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換而言

之，監管流程需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進行考量。 

當金管局作為投資者時，亦可成為推進綠色金融

發展的重要助力。負責管理外匯基金的局方，可

透過遵從負責任投資的基準，推進可持續並且可

量化的金融發展。 

阮國恒舉例說，假設有兩個項目有待審批，長期

風險調試後的回報率相當，而其中一個較為環保，

「我們會選取更環保的一個項目，這就是對負責

任投資基準的詮釋。」

他表示，金管局要求外聘投資經理恪守證監會於

2016 年制定的《負責任的擁有權原則》。此原則

有助鼓勵投資者釐定如何以最佳方法履行其擁有

權責任。

金管局多年來一直與國際金融公司（IFC）攜手應

對氣候變化問題，並於 2020 年 11 月公布了雙方

達成的一項合作，鼓勵亞洲的商業銀行為邁向更

綠色的未來制定相關策略及目標。

阮國恒表示：「是次合作放眼亞洲，值得期待。

當中將對綠色議題進行深入研究和探討，希望引

領業界提升技能，並提供操作指引，協助商業銀

行日後將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納入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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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所面臨的痛點，包括標準規範倍增、缺乏集

中的數據，以及現有教育制度中知識和培訓不足。 

阮國恒提到，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與傳統的風

險截然不同，屬長遠性質，需以前瞻視野看待，

而且較難量化，量化的基準亦欠相關研究支持。

因此該領域需補給更多金融、氣候和環境科學知

識兼備的人才。

科學和商業知識並重的香港科技大學和其他學府，

恰好可填補以上不足。阮國恒說：「我們需尋找

能把氣候風險換算成財務風險模型的專才，而這

類專家在世界各地同樣極為匱乏，供不應求。」

FAST FACT

此外，金管局亦在金融發展上擔當促進者的角色。

阮國恒稱，香港整個金融體系均需掌握更多有關

綠色金融的資訊和知識。金管局可透過開展更多

研究並向業界分享所得，以及分享國際的發展趨

勢和提供指引。 

大學的角色 

身兼科技大學商學院顧問委員會成員的阮國恒表

示，科技大學及其他大學所具備的專業知識（包

括如何強化風險管理模型）正好派上用場。「我

們嘗試在推廣綠色和可持續金融之餘攻克業界的

重大痛點。」

// 內地所開展的綠色和可持續發展
項目多不勝數，為全球帶來龐大的
投資機遇 //
金管局副總裁
阮國恒

綠色商業銀行聯盟

金管局與屬世界銀行集團成員的國際金融公司（IFC）簽訂了新的合作夥伴協議，以

鼓勵亞洲的商業銀行為邁向更綠色的未來制定相關戰略及目標。金管局成為首個與國

際金融公司合力推動此聯盟的夥伴機構，作為聯盟亞洲區域創始成員及首個區域執行

理事，將為亞洲區商業銀行發揮綠色金融樞紐的作用。 

支持綠色金融發展的措施  

金管局於 2019 年宣布了三項支持及推進香港綠色金融發展的措施，包括分三階段發

展綠色及可持續銀行，支持負責任投資，以及在金管局基建融資促進辦公室下成立綠

色金融中心。

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金管局是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NGFS）的成員。該網絡的成員合力推動金

融行業的環境及氣候風險管理發展，並鼓勵主流金融領域過渡至可持續的經濟模式。

在本地和全球推進綠色金融發展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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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綠色金融協會致力於推廣綠色金融理念，將香港建設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
心。作為著名經濟學家、金融家及綠色金融倡議者的協會創辦人馬駿博士，解
釋本港、內地以至“一帶一路”地區如何能凝聚業界之力，推動綠色投資的發
展。 

凝聚力量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及會長馬駿博士表示，綠

色金融若要穩健發展，必須與大灣區各地緊密合

作。該協會在彙集公私營和監管機構的力量推動

本地綠色金融的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旨在透過拓展本地金融機構參

與香港、內地以至“一帶一路”沿線綠色金融市

場的機會，助力香港成為主要的國際綠色金融中

心。

協會成立了七個工作組，專責以下主要領域的工

作：綠色銀行、綠色保險、綠色債券、ESG 披露

及整合、政策研究與宣傳、內地及香港合作，以

及綠色“一帶一路”。

馬駿解釋：「協會的工作目標之一，是創建能把

潛在專案和資金對接的平臺。我們可以協助一些

創新綠色金融專案以更便捷的方式完成交易。因

為這些跨境交易過程需要一些法規和政策的調整，

覆蓋綠色標準、披露要求、資本管制及能力建設

等多個主要領域，亦需調動多方資源，故此很難

憑一兩個私營機構完成此項工作。我們恰好能透

過協會的組織和動員能力發揮作用。」

馬駿身兼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中

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主任，以及《一

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指導委員會的共同主席等

多項職務，專注研究綠色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等

問題，並堅信綠色金融有助解決氣候變化給全球

帶來的挑戰與難題。 

他認為透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綠色投資，締造淨

零碳排放量的社會和經濟，有助紓緩環境壓力和

氣候變化的威脅，亦可通過構建迴圈經濟，進一

步優化資源利用。 

策略框架

秉承這些信念，馬駿在 2014 年就牽頭成立了綠色

金融工作小組，為中央政府建議了一套策略框架，

推動全面綠化的金融體系，目的是鼓勵社會資本

從過往的資源及污染密集型投資，轉為聚焦綠色

投資。

儘管內地政府已採取自上而下的方針構建綠色經

濟，進度理想，而且獲廣大市民支援，但仍需社

會領域的資金作為後盾，方可徹底實現目標。 

馬駿相信，應對氣候變化是有巨大外部性的活動，

內地和香港不能僅靠自身力量，跨境綠色合作將

是中國向零碳轉型重要內容，他說：「推動碳中

和同時有助香港晉身主要的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香港具有開放的市場，資金可自由進出，國際

金融機構和私營金融公司林立，因此坐擁優勢。」 

鑒於不少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均於本港設置區域總

部，香港綠色金融協會可協助香港及內地的綠色

項目吸納世界各地的綠色資本。本地的法制亦有

利企業集資，特別是來自國際市場的資金。馬駿

稱：「過去數年，有賴特區政府鼎力支持，香港

已發展為全球最大的區域綠色債券市場之一。」 

不過，馬駿亦指出，香港還須具備若干重要條件，

才可成為國際綠色金融翹楚，其中包括對何謂「綠

色」需要有清晰的定義和分類；有關披露環境及

氣候資訊的監管規定；鼓勵企業參與綠色融資活

動和培育綠色資產管理人的激勵政策；更多樣化

的綠色金融產品和開展環境及氣候風險分析的能

力；以及碳交易機制。他指出，監管機構及資產

管理人亦應致力鞏固香港的 ESG 投資能力。 

坐享優勢

儘管面對上述挑戰，香港除了擁有本地對綠色金融

的需求，還可協助推進內地的綠色策略，因此仍有

望成為區內的綠色金融樞紐。馬駿提出：「香港有

能力成為金融產品創新發展的先鋒，但在需求方面

則仍將依賴實體經濟。」

馬駿以廣州汽車集團為例，表示此汽車企業積極構

建綠色供應鏈，透過流程篩選出能承擔環境和社會

責任的供應商，銀行在廣州政府貼息後向相關綠色

供應商提供低息融資。 

「此乃透過綠色金融供應鏈，推進主要買家的供應

商邁向綠色發展的典範。以香港現時的製造商數

量，不足以構成這樣的生態系統，但我們仍可透過

提供盡可能低息的融資，參與這類綠色供應鏈。」 

馬駿倡議發起的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在數

月前正式成立，旨在透過結合廣東的綠色投資需

求，以及香港和澳門的綠色金融實力，扶植惠及大

灣區的綠色投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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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ACT

// 應對氣候變化是有巨大外部性的活動，內
地或香港不能僅靠自身力量，跨境綠色金
融合作將是中國向零碳轉型的重要內容 //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主席及會長
馬駿博士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於 2018 年 9 月成立，致力於促進香港以至更廣泛地區綠色金融及

可持續投資的發展。協會旨在凝聚公私營領域的資源，推進綠色金融業務及產品創新，

並透過拓展本地金融機構參與香港、內地以至“一帶一路”沿線市場綠色金融交易的

機會，助力香港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支持全球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巴

黎協定》目標。

有關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他重申：「對香港及新加坡一類市場開放的小型

經濟體而言，跨境合作尤為重要。選用香港綠色

金融服務的企業，大多位於政策和監管環境與我

們有所差別的地區。因此在支持跨境綠色投資方

面，這類跨區域聯盟可以發揮經濟作用，有助獲

得多地政府的協同支援，減少各地在資訊和監管

規例上的隔閡，並提升參與者的信心。」

馬駿認為，隨著綠色金融政策環境的改善，業界

的態度也更加積極。不少企業和金融機構開始發

掘當中蘊藏的商機，不再視之為成本負擔，成為

重大突破。 

他舉例說：「興業銀行開設了綠色金融部，這項

業務每年的增長率高達接近三成，遠勝傳統的銀

行業務。」

再者，中國綠色信貸的不良貸款率低至 0.4%，而

佔中國銀行業整體貸款的不良率約為 2%。馬駿

稱：「既然這類投資低風險、高增長，回報更佳，

何不一試？」

大灣區碳市場及「碳市通」

在 2020 年 9 月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於

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目標後，香港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亦於 2020 年 11 月宣布香港將於 2050 年前

達致碳中和。要實現此承諾，碳交易機制無疑是

重要的工具。 

馬駿相信，相比於政府補貼等一系列輔助政策，

若碳交易機制的價值能體現在香港能源、運輸及

建築行業，將有望明顯提升能效、推動新能源發

展和降低減碳成本。  

他牽頭的研究小組提出的其中一項新構思，是香

港與廣東省及澳門政府合作，共建統一的大灣區

碳市場。他指出：「若只於香港境內建立碳市場，

因為控排總量太小，會面對流動性不足的問題。

因此本港可與廣東省政府聯手合作，借助後者遠

為龐大的排放量和交易量，協力構建涵蓋整個大

灣區的碳市場。」

馬駿續稱：「此外，香港應仿效『港股通』及『債

券通』，構建『碳市通』（Carbon Connect）機制，

方便國際投資者參與於大灣區的碳市場。」他認

為香港須為本地的綠色金融市場「再添活力」，

而碳市場及碳市通正可成為綠色金融的新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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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至可持續發展的未來，需來自公私營領域的巨額投資。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主管鞏姬蒂表示，證監會身為監管香港證券及期
貨市場的機構，除有責任密切關注綠色金融的發展，亦需思考如何能從中予以
支援。

釐定標準

證監會就建議對基金經理施加的規定展開諮詢，有關建議旨在
要求基金經理在投資及風險管理流程中考慮氣候相關風險，並
須作出適當的披露，藉此滿足投資者對於氣候風險資訊愈見殷
切的需求，以及打擊「漂綠」(greenwashing) 行為。根據有
關建議，《基金經理操守準則》將予修訂，而證監會將會列明
預期的基本規定及標準，以便基金經理遵從有關規定。

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先生 (Ashley Alder) 表示：「應對氣候
變化的威脅及相關風險，日漸成為全球監管議程上的首要工
作。建議的規定有助確保基金經理妥善處理氣候相關風險，並
可促進明確、可比較和高質素的披露，讓投資者充分掌握相關
資料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證監會就應對基金所涉及的氣候相關風險展開諮詢》，證監
會網頁，2020 年 10 月 29 日

監管機構參與本地、區內及國際上的標準制定流

程，因此對香港以至大灣區的綠色金融發展有著

重要作用。 

有見及此，香港證監會的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

小組一直全力投入，協助香港發展為亞洲區綠色

和可持續發展金融樞紐。

證監會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主管鞏姬蒂表示，

綠色金融的發展步伐一日千里，並無放緩跡象。

隨著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中國將於 2060 年前把淨

碳排量減至零，進一步履行在《巴黎協定》下的

承諾，此發展動力有增無減。

鞏姬蒂稱，為實現此目標，必須斥巨資在一些基

建及其他項目上，而這筆資金不能完全來自公營

機構，私營領域亦需參與，故此公私營領域必須

攜手合作，制定標準和解決各種問題。 

她指出：「合作目的是使資金流符合低碳排放量

和應對氣候變化發展的路徑。」

香港在此方面具備優勢。鞏姬蒂說：「香港多年

來積極參與全球不同組織，因此在綠色金融領域

尤為有能力協助內地與世界接軌。」

證監會身為監管機構，必須思考自身如何能在本

地以至全球層面就此提供協助，同時緊貼監管領

域瞬息萬變的發展。  

蔚為熱話

綠色金融成為近年熱話。世界經濟論壇於年初發

表的最新一期《全球風險報告》，列明數項威脅

人類存亡的風險，而排名最高的五大風險無一例

外與環境相關。極端天氣現象，緩解氣候變化的

行動失敗，以及喪失生物多樣性，均對全人類存

活構成威脅。 

現時有確實證據顯示，自然環境與我們的糧食、

水源、社會發展和生產線直接相關，而大家亦屢

見這些新冒起的風險釀成全面的業務風險，最終

導致重大的財務損失。商界領袖現時亦已意識到，

氣候及 ESG（環境、社會和管治）的可持續發展

可與其業務的實質關聯，因此，綠色金融逐漸成

為公私營領域共同關注的焦點。 

負責監管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證監會在此領域

的職責，是與業界緊密合作，制定監管要求，並

以保障投資者的角度出發衡量風險。 

鞏姬蒂解釋：「我們需顧及當中的實體風險和轉

型風險等事宜。極端氣候等實體風險會對業務產

生影響，而轉型風險則主要與政府政策，以及這

些政策對商業行為的影響相關。」 

開誠佈公

鞏姬蒂表示，證監會其中一項重點工作，正是透

過披露相關規定，令這些事宜公開透明，而證監

會相信，只有企業貫徹披露可供比較的資料，方

可讓投資者獲取準確的資訊，作出更精明的投資

決策。 

證監會於 2018 年發表《綠色金融策略框架》，當

中聚焦以下範疇：加強上市公司、投資產品及資

產管理人在 ESG 方面操守的披露，特別是與氣候

風險相關的披露；促進綠色或 ESG 相關投資產品

的發展；提高投資者對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認知；

加強各方在貫徹落實可持續金融方面的能力，以

及推動香港成為國際綠色金融中心。 

不過，證監會去年一項調查顯示，僅三成半的資

產管理人會在其工作中貫徹考慮 ESG 因素，這數

據令證監會的工作更具挑戰。

「調查結果驅使我們繼續致力敦促資產管理人把

氣候和 ESG 因素納入考量，以順應國際發展潮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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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ACT

// 負責監管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證監會在此
領域的職責，是與業界緊密合作，制定監管要
求，並從保障投資者的角度衡量風險 //
證監會國際事務及可持續金融主管
鞏姬蒂

綠色和可持續金融跨機構督導小組 

證監會及金管局已成立跨機構督導小組，以協調金融業就氣候和環境風險的應對措

施，加快香港綠色和可持續金融的發展，並支持政府的氣候策略。小組成員包括環境

局、財經事務及庫務局、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保險業監管局及強制性公積金

計劃管理局。 

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會組織  

證監會一直與不同海外監管機構合作，其中，證監會副行政總裁梁鳳儀女士同時為理

事會級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的副主席，並在此小組旗下處理「漂綠」、保障投資者和

資產管理人披露事宜之工作分部出任聯席主席。證監會同時是國際證券事務監察委員

會組織亞太區委員會的可持續金融工作小組主席。

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 

證監會亦是央行與監管機構綠色金融網絡的成員，此網絡旨在推動全球致力履行《巴

黎協定》的目標，並鞏固金融體系就綠色投資事宜管理風險和動用資金的角色。  

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工作組 

小組負責就更有效披露氣候相關財務資訊制定建議，從而驅使相關人士或機構作出精

明的投資、信貸及承保決策。小組讓持分者更清楚了解金融業的碳相關資產百分比及

其附帶風險。

證監會推動綠色金融

積極改變

投資者對業務決策中積極考慮環境和社會因素企

業的興趣漸濃。鞏姬蒂指出，與 ESG 相關的基金

於 2019 至 2020 年間從 20 隻大幅增加至 33，預

計此數字在未來仍會急速攀升。 

2020 年 3 月，證監會成立了氣候變化技術專家小

組，成員包括來自資產管理業、資訊服務供應商、

負責制訂標準的專業機構及業界組織的代表。各

成員將從不同角度提供技術支援，協助證監會制

定監管策略以管理氣候變化風險，並向資產管理

業提供實務指引。 

鞏姬蒂稱歐盟正制定多項監管措施，而當歐盟的

《可持續金融披露規例》於明年生效後，歐洲的

資產管理人將須披露更全面的資料。 

由於 ESG 及綠色金融在亞洲尤屬新興概念，因此

有必要向公眾灌輸有關知識。為此，證監會旗下的

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透過一系列的宣傳活動，

為一眾投資者提供理財教育。

鞏姬蒂說，教育工作者的參與同樣重要，「綠色

金融屬跨學科領域，涉及不同範疇的知識，因此

我們有必要培養學生的橫向思維能力，並由各界

的專家集思廣益。」 

鞏姬蒂建議一眾教育工作者繼續以開放心態，思

索與海外地區合作的可能，「香港積極參與國際

事務，有助本地推進綠色金融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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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主管許淑嫺剖析香港如何能
晉身成為主要的綠色投資之都。

萬事俱備

與歐美地區相比，亞洲的綠色金融生態系統縱然

仍需急起直追，但區內的綠色金融發展實際上已

日益蓬勃。

香港交易所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主管兼董事總

經理許淑嫺表示，本港在帶領區內綠色金融變革

上已萬事俱備，發展可望蓄勢待發。 

許淑嫺相信，推動香港發展為亞洲區的綠色金融

樞紐，需要制定一套合適的監管標準，並在教育

和普及專業知識層面加以配合，及推出更多 ESG

（環境、社會和管治）相關產品。

許淑嫺認為香港交易所亦可成為重要推手，「本

地擁有大量金融專業人才，在中國內地與世界接

軌上擔當不可或缺的角色，因此是推動可持續發

展的關鍵之地。」 

許淑嫺指，首要工作是制定標準和確保相關資訊

充分披露。過去七年，香港交易所一直致力為上

市公司提供適當的 ESG 匯報指引，但由於在實行

初期，遵從指引純屬自願，因此公司的參與程度

未見踴躍。

2015 年起，香港交易所對上市公司 ESG 匯報作

出强制性披露規定，相關規例在 2020 年 7 月改

進修訂後，該等公司現時必須在董事會層面處理

ESG 事宜。許淑嫺認為此舉屬重大突破，因為上

市公司現在須更周詳處理 ESG 信息的匯報工作，

不再只是「填表」，這樣有助鼓勵企業在制定整

體策略時詳加考慮 ESG 所帶來的危與機。 

她解釋：「ESG 報告往往以回溯方式進行，是次

修訂則能推動公司反思未來如何達致環境、社會

和管治方面的關鍵續效指標及其他目標，因此意

義重大。香港交易所修訂《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指引》，將所有社會範疇關鍵績效指標的披露

標準由「建議披露」，提升至兩個層次的披露責任：

「強制披露」或「不遵守就解釋」。  

重要里程

除此之外，香港交易所亦設立了亞洲首個可持續

及綠色交易所平台「STAGE」，在構建香港的

綠色及可持續金融生態系統上邁向重要里程。

STAGE 是一個一站式網上資訊平台，投資者可在

此平台上獲得各式可持續、綠色及社會責任相關

投資產品資訊。

STAGE 具有四大目標。首先，STAGE 致力提供

豐富全面的可持續金融方面的資訊，讓投資者更

為便捷地掌握可持續金融方面的資訊；第二，協

助發行人展示其在 ESG 方面的成就，供其闡述發

行目的（例如綠色債券框架）、集資所得款項的

用途，以及對環境或社會有何影響（例如發行後

報告）。 

第三，是供投資者進行盡職調查，監察其綠色投

資。最後極為重要的一項，是為發行人及投資者

構建教育和宣傳平台。

「我們希望 STAGE 能促進信息交流，成為讓投資

者對發行人加深認識的重要渠道」

香港在綠色金融及 ESG 方面存有廣闊的信息鴻

溝。地球之友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在 223 位受訪

者中，高達 82% 不了解何謂綠色金融，68% 對

ESG 的概念聞所未聞。 

許淑嫺認為此數據令人失望。香港政府已積極採

取多項推廣措施，包括發行綠色債券。香港金融

管理局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亦已致力向

大眾傳授綠色金融的相關知識，但目前市面上的

綠色或可持續金融產品種類不多，導致個人投資

者及其他類型投資者的選擇寥寥可數。她說：「我

們的市場上需要更多綠色可持續金融產品，幫助

投資者及大衆加深對可持續投資的認識。」 

見這些新冒起的風險釀成全面的業務風險，最終

導致重大的財務損失。商界領袖現時亦已意識到，

氣候及 ESG（環境、社會和管治）的可持續發展

可與其業務的實質關聯，因此，綠色金融逐漸成

為公私營領域共同關注的焦點。 

負責監管香港證券及期貨市場的證監會在此領域

的職責，是與業界緊密合作，制定監管要求，並

以保障投資者的角度出發衡量風險。

私營領域有待發力

對香港交易所而言，綠色金融蘊藏商機，更重要

的是，推動綠色金融發展是和推動企業履行企業

社會責任的重要一部分。要令社會轉型至低碳經

濟，需要巨額融資，而單靠政府出資並不足夠，

私營領域亦須鼎力支援。許淑嫺引述聯合國建議，

單是在 2030 年前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每

年便需投入至少 5 兆美元，而當中一半必須來自

私人企業和民間捐獻。

她續稱：「這為我們帶來更多機遇。根據全球可

持續投資聯盟（Global Sustainable Investment 

Alliance）2018 年披露的數據，全球可持續金融

產品的投資額約為 30 兆美元，而亞洲僅佔當中的

0.8%，可以想像，香港以至亞洲各地均極具增長

潛力，而對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及立足國際

的證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來説，意味著龐大的機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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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稱：「『不造成任何傷害』包括不投資於煙草

公司、軍火或煤炭行業。其他方式包括進行正面

篩選、主題式投資或影響力投資。我認為可持續

投資發展正逐步成為主流，但市場上仍需增加投

資產品的種類，以促進公司推行更多 ESG 整合安

排。」 

綠色金融的前景一片光明。綠色債券在香港的發

展一日千里，2019 年的市場集資額高達 750 億港

元，較 2015 年的 24 億港元大幅攀升。許淑嫺說，

隨著內地承諾在 2060 年前把淨碳排量減至零，加

上中國已成為綠色債券的發行大國，「綠色金融

的發展可望蓄勢待發」。

 

香港交易所 STAGE 綠色金融計劃

FAST FACT

// 本港在帶領區內綠色金融變革上已萬事俱
備，發展可望蓄勢待發 //
香港交易所綠色及可持續發展金融主管
許淑嫺

就企業社會責任而言，身為全球首屈一指的交易

所，以及聯合國可持續證券交易所（UNSSE）的

成員，香港交易所期望能參與應對氣候變化的工

作，令世界更可持續發展，最佳方法是推動透明

度高、可供大眾交易的可持續投資。 

許淑嫺表示：「我們的工作，是促進發行人與投

資者之間的資訊交流。目前，有意見指投資於

ESG 存有一定障礙，主要由於市面上缺乏可比較

和可靠的 ESG 數據，而且存在有公司『漂綠』

（greenwashing）的風險。因此，我們須設法解

決此問題，通過連接投資者與發行人，提高資訊

透明度，以支持發行人轉為遵守可持續的業務慣

例。」

即使香港綠色金融仍有很大發展空間，許淑嫺認

為香港「成功在望」，原因是越來越多的機構，

包括香港交易所及金管局等，均已開始積極推進

可持續投資。上述兩家機構均已簽署聯合國責任

投資原則，即遵循以「不造成任何傷害」等為目

標的負責任投資常規。

可持續及綠色交易所（STAGE） 

這是亞洲首個多元資產類別可持續金融平台，旨在提升和開拓可持續及綠色金融產品

的知名度、透明度及流通程度，同時為投資者全面提供香港證券市場上綠色投資產品

的資料。STAGE 也致力成為重要的教育和宣傳平台，鼓勵可持續金融領域的知識共

享並推動持份者積極參與。

《綠色債券支持項目目錄》  

香港交易所全力支持內地三家主要監管機構聯合編製《綠色債券支持項

目目錄》，藉以統一內地對「綠色」的定義，並從目錄剔除化石燃料能源，

務求符合國際標準及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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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產及建築界是香港綠色金融發展的穩固根基。剛於世界綠色組織履新主席的
葉毓強教授，同時擔任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成員。於財經及地產界同樣擁有豐富經驗的他，致力通過本身在各領域的影
響力建立聯繫，冀與各界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

佳績斐然

要促進香港綠色金融業的普及和穩健發展，企業、

政府、銀行和市民大眾的攜手合作至關重要。各

界需充分認識、理解本地所面對的環境挑戰，擁

抱資訊科技，並將其融會貫通，應用在各自的業

務領域。

 

非牟利機構世界綠色組織主席葉毓強認為，地產

及建築界在綠色金融可發揮帶領和示範作用。他

稱：「過程需要時間，以潛移默化的方式把新的

思維向各界滲透，這才能徹底令企業、銀行及投

資者接受當中的轉變。」

 

儘管現時 ESG（環境、社會和管治）規例和綠色

金融在香港仍處於發展初期，但步伐向前。多家

大型企業已率先身體力行，葉毓強視之為積極回

應的信號：「無論所用的方式是由上而下，抑或

由下而上，綠色金融均有賴出色的領袖掌舵，方

可發揮成效。」

 

葉毓強指出，地產及建築界可成為推動可持續發

展的動力，以樹立榜樣。身兼新世界發展有限公

司及電能實業有限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的他表示：「大廈佔全港用電量接近九成，建築

工程所產生的廢料、噪音和空氣污染對環境構成

重大影響。」

 

為解決問題，多家發展商已陸續為新項目申請本

地的綠建環評或國際的 LEED 綠色建築認證。這

些標準就綠色建築、選址、建築材料及工序提供

指引。

成功指引

此認證成效顯著。租戶樂見發展商採取積極的環

保措施，從而開拓更廣客源，至於銀行亦可向遵

從嚴謹可持續發展標準的公司提供低息貸款。

 

他表示：「綠色項目需就應對水災和氣候變化等

挑戰定立更高的準則，讓業界遵循。建築成本或

會提升，但所帶來的風險亦大幅降低，因此貸款

機構宜放寬對這類項目的審批。」

 

葉毓強認為新世界發展是發展商透過引領變革而

推動社會過渡至低碳經濟的典範。集團於 2018 年

率先成功取得綠色貸款，隨後又在本港完成多宗

綠色融資交易，間接鼓勵其他大型企業發行商作

出同類融資交易活動。

 

這正符合世界綠色組織的目標。組織於 2012 年創

辦伊始，即著力關注環保議題，以及致力解決與

環境相關的民生和經濟事宜。

 

世界綠色組織廣為人知的主要成就之一，是推行

全港最大型的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超過 400 家

企業參與其中，致力透過減少能源、水及紙張消

耗，以及降低廢料及碳排放，促進可持續發展，

造就更理想的環保工作空間。

 

葉毓強相信這些計劃將能與綠色貸款及可持續發

展金融工具相輔相成，減省成本。

環保節流

節約能源及用水計劃顯著起到節省成本的作用。

在某些條件得以滿足的情況下，與可持續發展掛

鉤貸款等綠色金融工具，有機會降低發行商的貨

款利率。

葉毓強曾於 2019 年 4 月前擔任朗廷酒店投資有限

公司行政總裁多年，他指出，就酒店集團而言，

這些條件包括減少每平方米計的能源消耗量和堆

填廢料（以公升或每人每晚住宿計）。朗廷酒店

投資公司於 2019 年推出與可持續發展掛鈎貸款，

創亞洲同業的先河。

 

企業顯然已逐漸體會到綠色金融及低碳經濟所帶

來的裨益。葉毓強稱：「綠色金融現時衍生出支

援企業發展的各種全新工具，包括綠色貸款、綠

色債券及可持續發展相關金融工具，有助企業開

拓全新集資途徑，並有望降低其借貸成本。」

 

企業在制定整體營運策略和長遠增長目標時，日

漸重視綠色金融，此舉可謂大勢所趨。

 

官方數據顯示，截至 2020 年 5 月，全港的綠色債

券累積發行額高達 260 億美元，截至 2019 年 12

月，香港實體機構的綠色債券累積發行額亦達 71

億美元。

創造共用價值

根據 Morgan Stanley Capital International 於

2020 年一項研究，在 ESG 投資保持領導地位的

企業在 2020 年第一季的股價較在此方面發展遲緩

的同業高出 16.8%。

葉毓強認為在董事局層面推動 ESG 投資十分重

要。身為新世界發展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他，對於

公司「創造共用價值」的使命鼎力支持，這主張

「持份者資本主義」的概念源自 Michael Porter 與

Mark Kramer 於 2011 年發表於《哈佛商業評論》

一文。

葉毓強強調企業必須顧及不同持份者的需要，並

擁有前瞻思維，方可保持競爭力，處變不驚。

ESG 指標能在純粹的盈利能力以外，把公司的非

財務表現和實現企業願景、使命和價值的成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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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綠色組織和創造共用價值

FAST FACT

化計算。創造共用價值，亦有利強化社會價值的

可持續發展。 

將 ESG 融入其策略及營運的公司，有能力憑藉其

資產和運營方式應對社會發展和環保問題，因此

葉毓強鼓勵一眾董事局把 ESG 納入核心業務策

略。

嶄新態度

葉毓強說：「新世代關心收入均等、環境及氣候

變化。他們的財富觀念與上一代有別，期望在投

資組合中能彰顯環保理念。」

 

他認為無論收益如何，企業亦需肩負環境責任，

投放更多資源對抗氣候變化，同時應不遺餘力推

動全球過渡至低碳經濟。「各行各業的持份者均

需同心協力，保護我們的未來。」

 

為達成此等目標，香港政府需採取更多措施，締

造理想的投資環境，並向私營機構提供誘因。葉

毓強指出：「在若干先決條件滿足的前提下，對

設有環保配套設施的本地和非本地發展項目提供

相應的總樓面面積寬免，便是良好例子之一。」

要實現變革，社會大眾亦需參與其中，積極培養

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習慣。 

在此方面，世界綠色組織致力與不同機構合作，

推廣綠色生活，並與可口可樂基金會等各界持份

者攜手舉辦大型社區參與計劃，例如膠樽回收及

公眾教育活動。

 

此外，葉毓強本身亦是香港科技大學校董會成員

兼科大商學院顧問委員會核心小組成員，對高等

教育發展提供重要的建議。葉毓強稱，要推動綠

色金融風氣及業界培育新血，社會需把目光放遠，

除提供多方面的誘因外，我們亦需具備跨學科知

識的年青一代推動轉變。他補充，教育是任何可

持續社會和建設美好明天的基石。 

// 企業必須肩負對環境的責任，投放更多資源
對抗氣候變化 //
世界綠色組織主席、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兼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葉毓強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

計劃於 2013 年推出，旨在推動辦公室和零售商在日常營運的八個指定範疇「變綠」。

參與的辦公室需在工作間落實綠色措施，能展現充分成效者可獲世界綠色組織的「綠

色辦公室」、「健康工作間」標誌及印有聯合國標誌 PRME 的證書。 

世界綠色組織參與舉辦的聯合國「氣候變化融資及可持續投資」國際會議

此會議由世界綠色組織與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ESCAP）合辦，匯

聚政策官員、私人企業、金融界、國際組織及相關持分者，共同討論促進應對氣候變

化投資的迫切議題，協助達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並擴大亞太區的綠色資本市場。



Biz@HKUST 29Biz@HKUST28

// 專題 // 業界領袖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EFMD）總幹事 Eric CORNUEL 細訴教育界如何能對綠色
事業發展發揮獨特而重要的貢獻。

綠色新天

綠色金融及綠色投資的發展，有賴大眾、企業和

教育工作者各盡其職，各顯其能。 

國際非牟利組織歐洲管理發展基金（EFMD）專門

為世界各地商學院及學府進行認證，總幹事 Eric 

Cornuel 教授表示，工商管理學院所肩負的責任尤

為重大。

Cornuel 稱：「商學院是培育未來教育界領袖、管

理層及企業家的搖籃，而這些人才對實踐社會責

任及環境公義責無旁貸。」

他解釋，正因如此，商學院必須在道德、可持續

發展及社會責任等議題上立場清晰，同時增進學

生對道德行為、企業責任和尊重可持續發展的認

識。

商學院可成為示範階模

Cornuel 補充，一眾商學院正審視其研究成果與社

會的可持續發展的關聯性及所產生的影響，此舉

可以成為示範階模。

「我們有必要衡量商學院有否好好履行公民責任，

有否在其課程、研究和內部管理操守中盡力顧及

社會議題。」

有充分證據顯示，綠色金融及綠色投資是經濟模

式轉變下的必然產物，反映出企業不止再一味追

逐最高的股東回報。各界逐步認同企業應對社會

應更積極發揮正面影響。

由美國大企業行政總裁組成的商會 Business 

Roundtable 發表的最新《企業存在目的聲明》

（Statement on the Purpose of a Corporation），

由逾 180 名行政總裁簽署，共同承諾將基於所有

持份者的利益而管理公司。

增加綠色投資

除此之外，根據全球可持續投資聯盟的數據，環

球可持續或綠色投資的總額至少達 30.7 兆美元，

而隨著各地政府推出更嚴格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此數字將不斷攀升。

多個政府亦在財政政策方面考慮到可持續發展的

重要性，以促進可持續融資的發展。這些政策包

括把私人資金引流至實現氣候中和經濟的投資，

向企業提供指引，指導其如何匯報自身業務對氣

候影響，以及建立統一的分類體系和對可持續發

展活動進行分類。 

大學同樣擔當重要角色。以英國劍橋大學為例，

該校總值 35 億英鎊的捐贈基金，將在未來十年從

化石燃料企業撤資，務求確保直至 2038 年，基金

所投資的所有公司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均為零。

Cornuel 說：「就企業社會責任和綠色金融而言，

必須把紙上談兵的企業傳訊策略擲地有聲地轉化

為行動和成效。」

確立正面的 ESG 影響 

現時，ESG（環境、社會和管治）因素往往與企

業社會責任綁定，後者設有明確框架，方便企業

在營運層面透過企業策略進行改變。

Cornuel 指出：「基金公司可藉著綠色金融，把資

金引導至能產生正面 ESG 影響的資產。」鑒於此

領域的產品並無統一的衡量體系，因此具有較高

透明度、更易問責，績效指標亦較為清晰。 

由於大眾環保意識日益高漲，因此企業需在發展

藍圖中正視 ESG 因素。 

「當今世代的學生嚮往投身有盈利能力的公司之

餘，更希望加入擁有良好理念的公司。他們希望

公司所從事的工作能令其全情投入，並對其組織、

項目或所參與的行動感到自豪，與以往學子的追

求不同。」 

至於商學院方面，又該如何向學生提供培訓，造

就他們成為建設綠色未來的領袖呢？ 

他表示，全球各地的商學院均須向學生灌輸可持

續發展的思維，而僅僅開設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

選修課程遠不足夠。 

他說：「學校的文化、管治、營運、課程以至研究，

無一例外要建基於道德、可持續發展和負責任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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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 FACT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的角色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構建了嚴謹的品質改善體系，

積極力求達致上述目標。該體系提倡現今企業實

務守則的制定必須考慮現實的社會及環保問題。

申請認證的機構及企業必須恪守全套品質標準和

改善流程，方可獲得認證。

基金旗下共有 954 名機構會員，涉及 30,000 名企

業管理及業務開發專業人士，業務遍佈全球 92 個

國家。基金務求透過其網絡聯繫和各種活動、認

證服務和業務拓展，以及國際性合作項目等工作

推動變革。 

Cornuel 建議各商學院參考全球負責任領導計劃

（Globally Responsible Leadership initiative）

所撰寫的《Management Education for the 

World》，當中強調教育制度必須進行多個層面的

改革。

商學院應在個人層面培育學生成為又責任感的領

導人才，在組織層面引領企業從以利潤為目標轉為

以大眾整體利益為重的思維模式。最後在制度層

面，管理教育應積極促進經濟體系改革，從而造福

社會，改善環境。 

Cornuel 說：「教育機構可多管齊下，透過教學、

與本地企業及社群合辦項目等一系列途徑，充分發

揮自身的獨特優勢，為環境帶來積極改變。」

「若世界無法正常運作，企業遑論成功，工商管理

教育亦無法獨善其身。」

// 商學院是直接培育未來教育界領袖、管理人
員及企業家的搖籃，而這些人才對實踐社會及
環境公義責無旁貸 //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總幹事
Eric Cornuel

推進可持續發展未來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致力協助實踐有關人權、負責任管理、道德、企業可持續發展、兼

容經濟、滅貧和緩減氣候變化的目標。

全球負責任領導計劃（GRLI） 

2003 年，歐洲管理發展基金與聯合國全球契約組織簽訂了夥伴協議，成立「全球負

責任計劃」，後稱「全球負責任領導計劃」。此國際社群以推進負責任領導原則為己

任，深入參與相關工作，成員雲集全球公司及教育機構，以計劃整體的影響程度為成

效的衡量依歸。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的品質改善體系（EQUIS） 

此國際認證體系於 2013 年建立，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成為首個透過認證標準肯定企業

負責任管理事宜的認證機構，旨在鼓勵企業重視道德、可持續發展及負責任管理的議

題，在企業管理行業積極引領變革。

商學院影響力體系（BSIS）  

此體系由歐洲管理發展基金及 FINEGE 共同創辦，利用數據系統計算一家商學院為當

地環境帶來的實質和無形價值。商學院影響力體系第六部分的評估準則聚焦於社會影

響，評估公司對企業社會責任、環境管理及促進多元發展的貢獻。



香港發展綠色金融的過程中，教育界及
學者能承擔為這新興產業培養優秀人

才的重任。綠色金融是一門跨專業課題，這
一點毋庸置疑。所涉及的領域顯然不一而足，
需要將金融、投資及環境科學等多個學科的
知識融會貫通。因此，科技大學所肩負的角
色舉足輕重，一方面要確保所培養的人才可
滿足業界所需，同時亦須積極為有意進修的
從業員提供學習機會。綠色金融的發展有賴
政府、社會大眾、專業機構和教育工作者群
策群力，而這亦是本專題系列的焦點所在。

香港科技大學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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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恭蕙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環境及
可持續發展學部
首席發展顧問

要轉型至綠色經
濟，有賴政策的牽
頭，意味著政府需
擔當主導角色

中國的碳中和承諾：
開啟發展新篇章
中國積極減碳之路值得各方從新的角度思考，掌握內地未來
發展趨勢 。

2020 年 9 月 22 日，中國政府宣布 2060 年的零淨碳排放目標，這是令全球振奮

的一大喜訊；此外，內地更在同年 9 月 30 日提出保護生物多樣性的倡議。兩項

聲明均於聯合國會議上宣布，反映中國希望透過多邊體系與各方攜手合作的決

心。

碳中和承諾並非一蹴而就，是多年來內地政府智庫與大學及研究機構，就中國的

全球責任這議題反覆探討的合作成果。即使落實方案在未來數年仍需更多的論證

作決，但公布的減排目標和時間表已一錘定音。

2007 年，時任總理溫家寶就中國經濟的發展道路，表達了「不平衡、不協調和

不可持續」的評價後，中國政府已開始積極求變。直至 2012 年，中國共產黨修

訂了黨章，把「生態文明建設」這一概念增補為全新綱領，為黨的整體發展和一

眾幹部的未來工作釐定了清晰方向，指導他們在推動經濟增長之餘對環境予以同

等重視。

2013 年，中國政府發表「大氣污染防治十條措施」，隨後數年亦陸續就水源和

土壤的污染制定一系列政策，水源保護和管治，以及修復受污染土地和恢復生物

多樣性，遂成國家重大要務。另外，中國亦推行了多項先導計劃，其中一項涉及

排放交易，還有一系列將在可見的將來牽引政策發展的試行措施，包括從會計角

度計算生態價值 (ecosystem value accounting)。

中國的憲法責任

2018 年，中國政府已為修訂國家憲法作好充分準備，把「生態文明」作為重要

內容納入其中，而除了經濟和社會發展外，國家的政治和政策框架亦已把生態健

康列為重要議題。 

中國人民銀行於 2015 年出版的《構建中國綠色金融體系》同樣值得關注，當

中詳述了為環保目標集資而對金融體系進行改革的方式和因由，屬全球中央銀

行撰寫的首批同類報告，開創先河。這份報告更是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 (UN 

Environment Program) 共同編製，反映中國在推進綠色金融的過程中採取了高

水平的國際視野，意義深遠。

綠色金融已成為把資本導向低碳、零碳及有利環境持續發展項目之代名詞，當中

需要龐大的資金作後盾，原因是全球大部分經濟活動所依賴的電力均來自化石燃

料，這些燃料碳排放高，是導致全球暖化的主因。

要轉型至綠色經濟，需要政策的牽頭，意味著政府需擔當主導角色。中國所採取

之道，是由政府透過法律上可行的監管框架釐定強制目標，無法遵守的企業將受

到懲處。而另一方面，自由市場經濟體則較依重市場誘因邁向減碳目標，從而進

行環境監管。然而，眾所周知，無論哪一種情況，若欠缺清晰而貫徹的政府政策

和誘因，單憑市場的力量均無法改變大局。 

跨界挑戰

事實上，綠色金融是一項橫跨不同界別的挑戰，牽涉不同行業和市場形形色色的

實體投資。所推行的相關政策改革，需透過國內和國際層面，由政府把外在的負

面環境影響內化 (internalise negativ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鼓勵該等內

化行為，並調整大眾對風險的認知度，以促進綠色投資。 

何謂「把外在影響內化」？與再生能源及轉廢為能等主題相關的基建項目往往耗

時甚久，但對環境影響深遠。金融服務業現時對評估這類資產的專業知識尚未足

夠。 

目前，投資回報率下限仍是評估綠色投資的主要標準。要鼓勵各界大額投資於綠

色項目，政府和相關專業人士需設法提升回報，即在財務回報以外增添非財務回

報或社會回報，例如降低氣候變化風險、減少污染、改善公眾健康等，當中牽涉

大量創新的工作。上市公司須披露 ESG（環境、社會和管治）方面的資料，也

同時向投資者展示公司如何應對相關風險（包括氣候變化相關風險），這必將成

為未來發展的趨勢。

即使市場參與者或許尚未充分了解其背後的重要意義，但中國已就採納和實行生

態文明政策列明行動大綱，據此，中國在聯合國 2015 年的會議上積極推動通過

《巴黎協定》，這項由多國達成的協定，以把全球氣溫升幅限制於攝氏 2 度以下

為目標，並致力將其控制於攝氏 1.5 度之內，務求紓緩氣候變化所產生的負面影

響。2016 年，中國作為 G20 領導人峰會的東道主，把綠色金融定為會議的重要

討論議題。

中國最新的碳中和承諾把氣溫升幅上限定為攝氏 1.5 度，對於這全球碳排放量

最高的國家而言，這是一個十分進取的目標。於第十四個五年規劃中（2021 至

2025 年），國家將著手開展實現此目標的第一階段工作，而各後續計劃亦將朝

實現碳中和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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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20 年 9 月 22 日召開的聯合國大會，中國承諾於 2060 年實現碳中和目標（資料來源：聯合國新聞）

迅速轉型

中國的當務之急，是盡快從高碳排放燃料轉型至低碳燃料，以天然氣取代煤，之後再以可

再生能源和核能取代天然氣，此外亦需開拓如氫能和生物能源等其他新能源。中國需在未

來 40 年改革發電行業及工業，由於國內 58% 的電力均來自燃煤，此舉無異是一項重大的

經濟和社會變革。 

要玉成其事，代價是多少？在當局公布承諾後，清華大學的氣候變化研究所發表了一份報

告，指出實現該目標所需總額高達 174 兆人民幣（約 26 兆美元）。要改革發電行業及工業，

估計需於 2020 至 2050 年間投放 138 兆人民幣，相當於中國每年國家生產總值的 2.6%。 

完成未來十年的減碳任務後，中國必須在 2030 年起把每年的碳排放量再減少 8 至 10%，

無論以任何標準衡量，均屬驚人數字。為大幅減少車輛的汽油和柴油消耗，當局須同時推

廣使用電動交通工具，並發展「循環經濟」，在生產過程把資源回收重用。

香港在這方面的任務更見重大，就是從國際金融中心轉型為亞洲區綠色金融樞紐。展望未

來，香港需順應內地及國際的綠色發展趨勢，透徹了解亞洲相關的監管制度，並培育精通

相關專業知識和人力資源的人才，協助社會達到從「啡色」經濟邁向「綠色」經濟的全面

轉型。 

這項工作需要深諳「可持續發展 101」的通才，其中所涉獵的不僅限於科學、工程學和自

然保育範疇，還有金融、會計、規劃、設計及建築、專業服務和公共行政學科。 

年青一代嚮往美好的環境，期望開創新潮流，以滿足的心靈體驗和精神享受為重，以物質

生活為輕。中國從減碳角度著眼，制定新的發展方向，值得各方借鏡。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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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處教授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主任兼
投資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機構推進綠色
科技的角色日益
重要

1 根據註冊報告格式，撰文者須先行提交研究計劃，交代

實驗的設計、所收集的數據，以及研究所得可能基於的

詮釋，審核人員會基於此計劃提案 ─ 而非研究所得 ─ 

的優劣作出評估，讓編輯在得出最終研究結果前在原則

上決定是否刊登該文章。註冊報告模式旨在鼓勵學術界

進行嶄新、重要而具高風險的研究，免除對負面結果或

毫無結果的後顧之憂。 

2 獲選的九篇文章中，一篇由金融學系前同事蔡達銘參與

撰寫。另一位金融學系的同事余家林教授則為審核委員

會的成員之一（惟並不負責甄選蔡先生的論文）。 

研究重任
綠色金融研究：不僅是機遇

ESG（環境、社會和管治）已成近期熱話，文中將歸納本人從不同事件所理解的

環境風險，並表達對綠色金融學術研究的一己之見，藉此拋磚引玉。 

環境風險

從概念上看，環境災難有兩種極端原因，其一主要為天災，譬如地震；其二則

為人禍，譬如因核電廠而起的輻射污染 ─ 1986 年發生於烏克蘭切爾諾貝爾和

2011 年發生於日本福島的洩漏事件，都釀成災難性的破壞。原油洩漏亦是後者

的例子之一，此等意外在上世紀頻繁出現，在 1991 年波斯灣戰爭期間尤甚，近

期則可數 2010 年英國石油公司於墨西哥灣造成的事故。 

而大部分環境災難多發生於上述兩種極端情況之間。其中，非法狩獵和過度伐

林，已導致生物多樣性銳減，嚴重破壞與人類福祉息息相關的生態系統。科學家

對不久將來的前景表示悲觀，呼籲各方懸崖勒馬，及時醒悟。英國廣播公司主持

人兼自然歷史學家 David Attenborough 爵士於 2020 年曾言：「這不是保護地球，

實為拯救我們自身。」

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廣泛環境破壞，可追溯到排放二氧化碳所導致的溫室效應。大

氣層的二氧化碳濃度從 1750 年工業革命開端時的百萬分之 280，升至 2019 年

的百萬分之 415，大幅躍升 45%，主要由燃煤、石油及天然氣等石化燃料所致。

《巴黎協定》的簽約國家已日以繼夜加緊研發，務求透過採用綠色（低碳能源）

科技，在 2050 年前達致碳中和目標（即淨零碳排放），遏止全球暖化危機。

綠色金融

環境污染持續不止，反映市場無法妥善應對問題。以傳統角度處理此類市場失效

的方法，往往是依賴政府透過規例和徵稅來扭轉局面。二氧化碳排放一類的問

題，實際上需由全球各國政府齊心協力，解決困局。由於綠色科技開發成本高昂，

而各國處於不同的研發階段，並且負責生產鏈上的不同崗位，坐享其成的誘因極

大，因此存在巨大挑戰。大部分工業國家均承諾在 2050 年前把淨排放量減至零，

而全球碳排放量最高的中國，最近亦承諾在 2060 年實現同等目標，但碳排量僅

次其後的美國，則對《巴黎協定》搖擺不定，並未就實現碳中和許下諾言。

至於減排的任務，則落於企業管理層手中。可幸的是，他們中的部分人還是認真

看待環境議題，縱然綠色科技成本較高，並可能帶來短期虧損，仍自發採用。不

少企業高管具有前瞻視野，明白綠色科技將成未來主宰，也意識到針對碳排放的

罰處制度勢在必行，在這方面的投資在所難免，因此即使綠色科技在現行的監管

環境暫時無法獲利，許多公司仍願意注資投入。 

金融機構推進綠色科技的角色日益重要。保險公司在環境災難下首當其衝，而

管理互惠基金和對沖基金等產品的投資公司亦持有為數不少的「擱淺資產 – 

stranded asset」，在日後監管規例或因環保因素而有變時將易招損失。事實上，

金融機構坐擁推動綠色科技的優勢，原因是當中不少高級管理人員均同時身為製

造業公司的董事，可直接影響該等公司的投資決定，確保其承擔社會責任。由於

資金往往是企業轉用綠色科技的重要誘因，因此綠色債券和貸款的市場佔有率縱

然尚低，但近年在固定收益資產一級市場已炙手可熱。

綠色金融研究

直到最近，金融學者進行的綠色金融研究依然可謂「乏善可陳」（Hong、

Karolyi 與 Scheinkman，2020）。Nordhaus（1977 年）自 1970 年代中期起率

先研究二氧化碳所衍生的經濟學問題，繼而創立了經濟學一門分支學科「環境經

濟學」，最終獲主流經濟學派予以肯定，令他榮獲 2018 年諾貝爾獎。然而，研

究金融的學者大多只隔岸觀火。2017 年，全球三大頂尖金融學期刊之一《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的編輯，為以註冊報告 (RR)1 格式撰寫的氣候金

融特刊徵稿，結果徵集了 106 篇文章，當中九篇由編輯在審核委員會的建議下

而選擇刊登。2  

不少有關綠色金融的新興研究，均聚焦於如何對沖環境風險，主題涵蓋最佳投資

決策以至附帶環境風險因素的衍生產品交易。這些皆為金融經濟學家在廣袤研究

領域中擅長的主題，也是最易觸及的。縱然環境風險的某些特性在現有的理論上

罕有涉及，但大致的架構已成型，從概念上直搗問題核心已經輕而易舉，然而要

實際上解決這些問題仍舊面臨巨大挑戰。

綠色金融研究其中一個範疇涉及實證資產定價理論中一個經典問題：金融資產的

定價是否已計入環境風險，讓承擔高風險的投資者可享高回報？可想而知，答案

必定莫衷一是。首先，要看在哪一階段討論這個問題，也就是市場在何時認可環

境風險的存在。其次，答案取決哪一種科技被視為更高風險：「綠色科技」還是

「啡色（污染程度較高）科技」─ 那就要視乎各地政府將如何就綠色科技制定

相關政策。 

環境風險或會與其他財務風險存有多方面的差異，正如人們在數十年前絕對無法

想像若干年後會對 ESG 措施抱有很多理所當然的期望。因此在探求實證結果前，

必先梳理清晰概念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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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尚存許多未被觸及的研究範疇，特別是涉及規範經濟學的領域，環境經

濟學中的課題便屬此列。大部分從事實證的金融經濟學家往往以觀察者的角度，

僅被動地記錄過去所發生的事情。想要在現實世界發揮影響力，影響企業決策向

綠色科技靠攏，我們需更積極地思考如何構建貼現因素模型，同時考慮到碳排放

定價的演變趨勢。這些研究領域或有待我們突破固有思維，走出舒適圈。

業界已就綠色金融進行了形形色色的應用研究。不同機構亦已訂立各種 ESG 評

分制度。至於學者則可以客觀公正的原則，釐定綠色金融的準則，對個別評分進

一步整合和調整，這些工作必須要有大量研究結果的數據支持。此外，與誘因相

符的機制，亦是打擊「漂綠」（greenwashing）的關鍵，慎防有人利用名不符

實的綠色金融計劃，投機取巧。

結語   
 

簡而言之，綠色金融與經濟學和金融學息息相關，進行相關的研究不僅令我們有

機會拓展研究視野，更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香港科大金融學系很榮幸能為此

造福廣大社會的重要領域中作出貢獻。

~HKUST llllJI BUSINESS SCHOOL 
~ ~~~*iffi~!Ot 

WORLD CLASS INASIA 

.. 
Master of Sciemce im 

Finance 

~~ 
Uf.\.gf 
'I\\\'$ 

CFA Institute 
University Affiliation 

Program 

Academic Rigor and Best Practices in 
Investment Management & Financial Analysi 

• Mixed Mode: Full-time - 12 months; 
Part-time - 24 months 

• Optional Concentrations: Asset Management, 
Corporate Finance, FinTech, Risk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Analysis 

• Gateway to finance professions 

• Recognized Partner of the Chartered Financial Analyst 
(CFA) Institute, the Chartered Alternative Investment 
Analyst (CAIA) Association, and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Risk Professionals (GARP) 

• World-class faculty and instructors 

Email: mfin@ust.hk 

Website: www.mfin.ust.hk 

@ GARP 



Biz@HKUST Biz@HKUST42 43

// 專題 // 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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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研究生儲莊
科大商學院金融學系

衍生產品的合約有
必要因應環保標準
的變遷而修訂

改變天氣
氣候衍生產品可望在金融層面控制氣候相關風險。

氣候變化所產生的長遠災難後果，對人類社會構成威脅。應對行動刻不容緩，對

氣候變化的延遲響應，將令形勢進一步惡化，並有更大的機會面臨無法挽回的

災難性損失。本文將對氣候衍生產品是否可以控制氣候相關風險的可行性進行探

討。 

1. 多元氣候風險

氣候風險複雜而多元，一般可劃分為「實體」和「轉型」兩大類別。實體風險源

自氣候衝擊從實物、營運或計劃等角度為經濟活動帶來的直接影響，以及對資產

表現的連帶影響。面臨此類風險的公司有機會面對由於氣候問題，比如極端天氣

和海平面上升等，直接引起的成本上升。舉例而言，承保沿海地區物業的保險公

司，將面臨更大損失，而農業生產者亦較易受制於極端天氣情況。

至於轉型風險，則與影響過渡至零淨碳排放經濟所產生的不確定財務因素相關。

這類風險由政策調整、技術革新，以及大眾喜好和社會風氣改變等因素造成，例

如石化能源公司或會因原煤定價或當局對碳排放的限制而招損。氣候變化驅使下

的科技進步和政策轉變，亦可能威脅部分企業現有的業務模式，例如傳統汽車業

或會被電動車或燃料電池汽車所顛覆。

與氣候相關的實體和轉型風險已然或即將會影響絕大部分經濟領域。這些氣候風

險的嚴重程度，取決於其為時長短、所在地域、受影響行業，以及緩解和適應氣

候問題所採取的相關措施。倘若這些風險被錯誤解讀或控制失當，或會影響金融

資產的價格，甚至威脅整個金融體系的運作。此外，中低收入家庭因氣候相關風

險而蒙受的損失將尤為慘重，造成環境不公的問題，並損害社會福祉。總而言之，

氣候變化和天氣情況所產生的實體和轉型風險，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極需創新

解決方案。為此特設的金融衍生產品或有助應對挑戰。

2. 現有的氣候衍生產品

過去 20 年，衍生產品一直是控制氣候相關風險的輔助工具之一。現時，不少農

業、能源業及金屬行業的市場參與者，以及金融機構，均有進行各類相關的場外

交易，或是於交易所買賣氣候衍生產品。目前市面上不僅提供傳統的氣候衍生產

品、電力期貨，還有相對新興的產品工具，包括價格基於股票指數的 ESG 期貨

及碳衍生產品。

有助緩減惡劣或反常天氣情況引致的相關風險的氣候衍生產品早於 1996 年就已

面世。這些產品的回報，主要取決於相應的天氣指數，例如降雨量、溫度、濕度

或降雪量。相對於傳統的金融市場，氣候衍生產品市場較不完善，主要在於其相

關資產不可儲存。今天，氣候衍生產品主要供企業作對沖之用，以盡量降低反常

天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另外亦供對沖基金和其他利用這些市場波動從中獲利的

人士作投機之用。

然而，顯然這些現有的衍生產品的主要目的和作用並非為控制影響全球的氣候風

險，而是讓企業得以把風險轉移予願意或更有能力應對風險的市場參與者來承

擔。因此，市場需要一類全新的衍生產品可以更好應對環球的的氣候挑戰，創新

ESG 期貨產品便於近期應運而生。ESG 交易所買賣基金及指數期貨市場近年同

樣暢旺，交投量和未平倉量與日俱增。2020 年第一季，ESG 基金的全球投資額

達 456 億美元（Morningstar，2020 年）。這些衍生產品的市場能否進一步壯大，

取決於 ESG 基金未來能否持續增長，成本能否下降。

3. 衍生產品的設計和數據計算存有挑戰

現有的衍生產品數量遠遠供不應求。首先，在交易所上市的大部分氣候期貨和期

權，所建基的天氣指數均聚焦於某個特定地方或地區劇變與非劇變天氣數據的總

和，這些產品固然有助監控該地的氣候相關風險，但卻無助應對氣候風險所帶來

的更廣泛影響。 

第二，現有的衍生產品流動性不高。由於難以利用模型精準分析潛在氣象因子，

氣候衍生產品亦難以準確定價，加上投資者對此市場及其所帶來的裨益認知不

多，因此不欲主動參與此類交易。

第三，準確的天氣數據不易獲取，亦令開發氣候衍生產品的過程受到限制。惟有

透過可信可靠的數據，方可計算相關價值鏈的環境因素和特質，從而設計出相應

的氣候衍生產品。能否準確量化氣候風險，是評估借貸風險、為衍生產品定價和

開發可持續金融產品等一系列財務方案的關鍵。

氣候數據平台和氣候金融科技方案，能為投資者提供可靠的、具有連貫性的且可

資比較的數據，而氣候金融實驗室則有助將氣候風險數據集中處理和進行分析，

並設計出創新的金融產品。最近，MSCI 及 Trucost 等私人公司均設法構思新方

案，針對整個生命週期的數據包進行收集、處理和傳送，從而更好地反映出資產

層面的環境特徵所蘊藏的市場價值和附帶風險。

4. 氣候衍生產品帶來的新希望

鑒於市場對可有效控制氣候風險的金融產品需求日益殷切，衍生產品交易所亦有

望能透過不同方式拓展業務，包括不斷完善現有產品和持續推陳出新。

各衍生產品交易所正尋求將可持續發展和氣候相關的因素計入現有的合約當中。

企業和消費者均日益關注其製造或耗用的產品是否有利可持續發展，所以企業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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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更妥善監管和了解自身的供應鏈，以達致若干可持續發展標準。有鑒於此，

衍生產品的合約有必要因應環保標準的變化而進行修訂。 

舉例而言，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 2020 年發佈的國際公約規定，船舶須棄用高硫

燃油，改用低硫燃油，這就逼迫現有的衍生產品必須改進行調整。最近，一些場

外交易掉期合約亦已經過修訂，納入全新的可持續發展誘因機制。此機制分別於

2019 年 8 月及 10 月先後應用於場外交易利率掉期和外匯遠期掉期，交易對手

若完成前設的特定可持續發展表現目標，應支付款項將可減少，若此機制同樣放

諸於衍生產品，將可成為市場參與改善環保表現的財務誘因。

另外，市場亦推出全新期貨合約，以控制風力發電和太陽能發電、輸電和儲能的

風險。浮動的電價，為再生能源市場較小體量的參與者帶來挑戰，而現時再生能

源電廠亦因無法有效進行對沖而難以獲得資金。新面世的金融產品，將可大大提

升電力市場參與者控制風險的能力，並促進再生能源市場的發展。

5. 結語

綜觀而言，氣候衍生產品有望從金融層面控制氣候相關風險，提供應對氣候挑戰

的經濟誘因，並改善社會公義和福祉。然而，此類產品的市場能否進一步壯大和

實現滿意收效，還有賴業界對氣候風險議題的持續關注，精確的氣候數據和分析

模型，以及不同領域的持份者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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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考慮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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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危為機
我們目前欠缺可衡量氣候風險和將之換算為財務風險的機制，
有待破局。

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牽一髮可動全身，而且難以估算，是當今商界和社會面對

的最大威脅。現時，由氣候問題所引致的損失估計較 80 年代高四倍。根據怡安

(Aon) 的數據顯示，2019 年的損失金額達 2,320 億美元，並估計將按年急增三成。

更重要的是，當中只有 710 億美元的損失投保，意味著其餘 1,610 億美元將由

納稅人和商界直接承擔 1。有見及此，監管機構紛紛採取更積極措施，強制企業

披露氣候風險。多個國家現已針對國內的龍頭企業制定清晰的披露規定，氣候風

險較集中的金融業更成重點規管的行業。

回望本地，颱風和風暴潮（強風和沿岸地區水浸）是氣候變化對香港造成的最大

損害。香港環境局的研究顯示，若 2040 年 2 的海平面上升 3.5 米，香港每五至

十年或會受一場極端水災影響，低窪地區更首當其衝。該報告表示，香港未來的

夏季將潮濕多雨，而且更為漫長，除此之外，颱風的頻度和強度均會與日俱增，

令建築物和基建面臨更大威脅。超強颱風山竹導致本地出現高達 31 億港元 3 的

保險索償（九成均屬財產損失），此數字尚未計及納稅人和中小企所蒙受的損失。

因此，資產擁有人和政府有必要構思更環保、抵禦能力更高的嶄新設計，以減少

潛在損失。Geophy 4 於 2019 年一份報告指出，香港估值高昂的房地產市場有

機會受沿岸水浸所衝擊，因此城中市值 1,100 億美元的房地產信託基金將面臨最

大風險。以新鴻基地產為例，其四分之一的相關資產（市值 560 億美元）被評

為高風險級別。

其他可變因素同為關鍵

必須說明的是，颱風、風暴潮和水災等氣候災害所造成的經濟損失，並非氣候風

險唯一的主宰因素。損失的程度還視乎兩項同樣重要的可變因素：當地所進行的

經濟活動，以及該國是否對抵禦氣候災害準備充分。經濟活動取決於國內生產總

值、通脹、資產估值，以及都市化、人口等一系列社會經濟因素。至於國家的準

備狀態則是衡量潛在損失的第三項因素。若假設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國家擁有最

完善基建緩減氣候風險，未免流於主觀。舉例而言，中國、越南、印尼和菲律賓

將蒙受最大的氣候相關風險，特別是颱風、暴雨和河水泛濫的風險；儘管新加坡

亦受海平面上升所威脅，但其面臨的氣候風險最低。然而，當我們考慮各國的復

原能力，亦即其是否就應對氣候風險作好充分準備，中國的氣候風險估值則相對

低於印尼、越南和菲律賓。在分析兩處風險程度相等但經濟活動和都市化水平相

異之地時，此邏輯同樣適用。換言之，我們在衡量氣候風險時，應同時考慮相關

資產於所在地點的風險和受影響程度。

* 初創公司 Intensel 為本地、亞洲以至全球企業，提供解

決氣候風險相關問題的氣候風險分析和估值。Intensel 專

門運用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地理空間科技，建構精細

的災害模型，並透過其首創的即需即用軟件（SaaS）平

台，向潛在客戶提供氣候風險情報。

撇開理論和高深的概念，氣候風險往往被錯估定價，在大部分情況更未有被視為

評定公司估值的業務因素。我們缺乏大型的機制，衡量氣候風險並將此換算為財

務風險。 

助力不足

目前應對氣候風險的助力過少，原因是要制定氣候風險解決方案，必須憑藉氣候

科學和建立財務模型的深厚知識，還需依靠大數據和超級電腦輔助。若缺少政

府、商界及社會雄厚的財政支持，這些方案均難以推行。 

何謂氣候風險解決方案？以於特定地點投資的房地產公司為例，負責制定氣候風

險解決方案的公司會評估其面臨的各項風險，包括由颱風所致的風暴潮，由降雨

所致的水災，由河水氾濫引發的水災，極端氣溫、山泥傾瀉及暴雨等。從下圖可

見，臨海地方的風險較高（紅色線範圍)，其他地方的風險則較低（白色線範圍)，

儘管彼此相距不足一公里。

我們面對的一大問題，是物業估值有否考慮氣候風險。答案顯然為否，原因是

當下欠奉氣候風險資訊，但若有相關數據在手，購買或興建到了 2030 年經常受

水浸問題困擾的物業實屬不智。十年時間看似漫長，但當市場上擁有氣候風險

數據，便可立即為物業重新定價。佛羅里達州近期一項研究 5 顯示，純粹基於對

洪水泛濫的顧慮，沿海物業自 2018 年起已跌價 5%。根據美國聯邦抵押貸款巨

頭 Freddie Mac 6 的資料，到了 2045 年，物業投資將因海平面上升而錄得數以

十億元計的虧損。

上述的分析顯示，香港中區因暴雨和風暴潮而引致的水災風險高企。就基建的排

水系統而言，交易廣場、國際金融中心等多座商廈面臨高風險。由於此區的經濟

活動頻繁，區內企業有必要於制定風險管理策略時注重氣候風險。

精準估算的必要性 

氣候風險的估計有別於 ESG，必須精細而準確，不能使用代用或概括數據。舉

例而言，我們分析了一所上海物業，發現儘管其近河，但由於其進行了加高工程，

因此面對的氾濫風險下降。然而，假設一切如常，到了 2050 年，此物業或與上

海無數建築一樣，面臨風速達每小時 279 公里的颱風侵襲，招致重大損失，業

務營運更可能中斷。這些對未來損失的估計，成真的機會甚高，因此理應於業務



Biz@HKUST Biz@HKUST48 49

// 專題 // 灼見

策略和物業估值中清晰反映。最後，極端氣溫同樣不容忽視。多個亞洲城市夏季

月份的氣溫將大幅攀升，令能源消耗上升，除了會令電費劇增，碳足印亦會隨之

增加。趁現在為時未晚，推行具有降溫效益和能源效益的措施，才是企業精明之

舉。 

只有壓力測試情境及前向分析，可顯示出氣候風險的影響程度和當中衍生的各種

機遇。另一點尤需向氣候變化懷疑論者釐清的，是相關預測的準確性。氣候科

學千頭萬緒，雲集多個極需互相依存的模型，因此無論是現在還是未來，要作出

準確預測充滿變數。資產定價亦如是，下一場危機何時出現、是否嚴重，無可預

計，但我們仍可作粗略估算。同樣，我們無法準確預知 2030 年氣候變化問題將

如何演進，但憑藉海量的研究，我們仍可基於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同等因素的若干

趨勢，大約估計出 2030 年的氣候會出現怎樣的變化。

每個可能性的或然率亦會因時而異。到了 2100 年，全球氣候實際上也許不只上

升 1.5 度，而是 2 至 3 度，情況遠為嚴峻，不止可令經濟崩盤，更會威脅人類社

會存亡。總而言之，我們不應只聚焦於單一情境，而應宏觀各種可能，因此我們

必須進行包含類似下列壓力測試的前瞻分析。

氣候風險迫在眉睫，但同時亦蘊藏龐大機遇。掌握相關數據和資訊者將可脫穎而

出，有能力順勢而行。此事有賴各地政府領導大局，放遠視野，不僅聚焦於四至

五年的規劃。氣候解決方案不應只是財力雄厚者的專利，應惠及整個經濟體和社

會大眾。

圖 1：對一所香港物業進行的壓力測試，Intensel Limited

RCP 2.6 vs RCP 4.5 vs RCP 8,5 Return Period 100, 250, 500 2030 vs 2050 

• RCP2.6 • ,oo • 2020 
• RCP 4,5 • '"' • mo 
• RCP 8.5 • , o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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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 2003

凱洛格 – 科大
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1998
亞洲首個合辦 EMBA

打入前十位

2007

2009

2011

2010

2012

2016

2018

2013

2017

根據《非本地高等及專業教育（規管）條例》，凱洛格 — 科大 EMBA 課程屬獲豁免課程，
個別僱主可酌情決定是否承認這些課程可令學員獲取的任何資格。 

資料來源：英國《金融時報》全球 EMBA 排名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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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理學碩士課程於亞太區名列前茅

科大三個理學碩士課程於 2021 年 QS商科碩
士排名中高踞亞太區領先位置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委員會優秀青年
科學家基金項目

最佳現象分析
論文獎

全球影響力 

2020 年 Eduniversal 排名

最佳管理科學
論文

《養老金經濟學及
金融學》編輯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副主編

美國心理學協會
會士

世界經濟論壇全球
未來理事會訪問
學者

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副教授于漫榮膺 2020 年

NSFC 優秀青年科學家基金。基金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

會成立，是全國為青年科學家而設的最高殊榮之一。 

副教授王靜的論文《Female Hiring Bias Revealed in Online 

Job Markets》獲運籌學和管理科學研究協會評為資訊系統領

域「最佳管理科學論文」。每年刊登於《管理科學》的眾多

論文中，僅有一篇能獲此獎項。與此同時，她亦獲資訊系統

範疇兩大刊物之一的《管理信息系統季刊》委任為編輯委員

會副主編。

管理學系講座教授兼利國偉商學教授李家濤獲《世界商業雜

誌》頒發「最佳現象分析論文獎」。他參與撰寫的論文《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ultural friction and ethnicity: Their 

effects on the export performance of SMEs in China》獲選

為亞軍。

經濟學系主任兼講座教授朴之水獲選為《養老金經濟學及金

融學期刊》編輯。此期刊專門研究養老金及退休收入領域的

經濟學及金融學。

副教授華新宇獲委任為《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的副

主編。此期刊獲譽為行業機構中的翹楚刊物，專責研究領域

涵蓋受規管行業的行為、機構的經濟分析，以及更廣泛的應

用微觀經濟學。

管理學系副教授周文芝獲選為美國心理學協會會士。此首屈

一指的國際機構致力於不同學科及地域推進科學心理學的發

展。

來自 154 個國家 1,000 家頂尖商學院的院長推薦科大商學院為亞洲遠東地區三大商學院之一。

根據 2020 年 Eduniversal 商學院排名，科大商學院基於重大的全球影響力，獲選為香港頂尖商

學院，以及亞洲遠東地區商學院三甲之一。Eduniversal 是覆蓋全球的高等教育排名及評級機

構，總部設於巴黎，根據相關學府於國家和全球層面的聲譽，並按九個分區，每年為 154 個國

家 1,000 家頂尖商學院評級排名。

副教授 LEE Byoungchan 獲世界經濟論壇的財政及貨幣政策

新議程全球未來理事會選為訪問學者，任期由 2020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9 月。理事會有見共容經濟 (inclusive economy)

是現時經濟環境下的大勢，聚焦構思支持共容經濟的新貨幣

及財政政策工具。

金融理學碩士課程
此課程結合投資管理學理學碩士課程及財務分析學理學碩士

課程，獲 2021 年 QS 商科碩士排名選為亞太區金融碩士課程

第一位，連續四年蟬聯此殊榮。

環球營運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QS 商科碩士排名於 2021 年排名榜首增供應鏈管理碩士課程

類別。此為雙碩士學位課程，學生同時選擇負笈美國耶魯大

學或巴西聖保羅瓦加斯商學院兩大著名商學院修讀課程，獲

取兩個碩士學位，更於首辦的 2021 年 QS 商科碩士排名：供

應鏈管理位居亞太區之首。 

國際管理理學碩士課程
此課程與全球管理教育聯盟合辦，提供雙重資格，畢業生及

就業發展網絡遍佈全球，讓學生可與全球 33 家著名商學院的

同儕共同上課交流，於 2021 年 QS 商科碩士排名榮登亞太區

管理碩士課程五甲位置。此外，學生亦可選修與耶魯大學、

法國巴黎 HEC 商學院和聖保羅瓦加斯商學院合作的雙碩士學

位課程。

鵬程萬里
在充滿挑戰的一年，科大商學院和旗下課程依然屢獲殊榮，廣受肯定，彰顯一眾教職員
在商學教育及其專業範疇繼續謹守崗位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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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科技大學 ( 廣州 ) 項目的發展規劃表示濃厚興

趣，該項目首階段工程預計將於 2022 年中竣工。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匯報學院的最新進展，

而各委員亦就學院的發展給予寶貴意見，希望學

院於疫後的經濟環境中繼續發揮優勢，把握新一

輪機遇。

顧問委員會

科大商學院顧問委員會年度會議於 2020 年 10 月

8 日舉行，由委員會主席捷成漢博士主持，大部分

成員均出席參與，會議首次以線上線下結合的方

式於校內進行，為繁忙或身處海外的商界領袖提

供多一個選擇。

香港科大校長史維教授及首席副校長倪明選教授

率先致辭，介紹科大的最新發展。各委員均對香

主席
捷成漢博士 , BBS
捷成集團
主席

成員
博文先生
亞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主席及行政總裁

陳文博先生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拿督斯里謝清海
惠理集團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兼聯席首席投資總監

陳南祿先生 , GBS, JP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霍啟山先生
霍英東集團
副總裁

馮國綸博士 , SBS, OBE, JP
馮氏集團
副主席

顏金施女士
建聯集團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洪丕正先生 , BBS, JP
渣打銀行
亞洲區行政總裁

葉毓強教授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校董

簡基富先生 , SBS, JP
The Development Studio Ltd
主席

高育賢女士 , BBS, JP
富而德律師事務所
中國區主席

Mr. Manoj KOHLI
Country Head - Softbank India
Softbank Group International

Mr. Anish LALVANI
歐瑞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主席

廖家俊博士
Swanland.AI Limited
主席

李惠雄先生
李錦記集團
董事

梁高美懿女士 , SBS, JP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獨立非執行董事

梁穎宇女士 , JP
啟明創投
主管合伙人

羅康瑞博士 , GBM, GBS, JP
瑞安集團
主席

馬墉傑先生
利興鑽石集團
主席

Mr. Anthony NIGHTINGALE, CMG, 
SBS, JP
怡和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

石懷光先生
瀚亞投資 
行政總裁

施許怡敏女士
瑞銀集團 
前亞太區總裁兼董事會成員
瑞士寶盛
董事會成員

陳江和先生 
新加坡金鷹集團
主席

詹康信博士 , GBS
嘉柏環球有限公司
主席

董立均先生
東方海外（國際）有限公司
非執行董事

吳宗權先生
會德豐有限公司
主席兼常務董事

胡文新先生 , JP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前執行副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阮國恒先生 , JP
香港金融管理局
副總裁

阮蘇少湄女士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副主席

共策前程
由 30 位傑出商界領袖組成的科大商學院顧問委員會，透過年度會議等活動，
為學院未來發展方向提供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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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及第四年的住校學習計劃則具有三大目標：支持學員與導

師及其他學員建立常規性的面對面交流；創造一個建構人際網

絡及分享交流的平台；以及加強學員與不同行業的商界領袖的

互動。

鄭教授表示：「我們旨在培育應用商業研究方面的人才。修讀

本課程是一項充滿挑戰的投資，報讀者必須對完成本課程所需

付出的大量時間和精力有充分的準備。」

為具有抱負的領袖
特別設計的課程

科大全新推出的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DBA)，
將為學員提供嚴謹專業的培訓，
全面拓展相關技能，實現“實踐為本”
的學術研究。

科大商學院新推出 DBA 課程，旨在為高級管理人員提供機

會，通過有意義的應用研究，為其所在的產業帶來實質性改

變與影響，進而推動更廣泛的社會

進步。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表示：「本著對學術精益求精的

理念，香港科技大學於創校後不久便得到廣泛的關注與肯

定，並晉身亞洲最享負盛名的商學院之一。我們 30 年來始

終致力推動嚴謹的學術研究，並帶來全球性的影響。秉承這

一堅定信念，我們很榮幸推出全新的工商管理博士課程。」

該課程為期四年，採用兼讀制，將於 2021 年 9 月起開始授

課。課程將探索多個管理研究領域，了解工商管理方面最新

的研究趨勢，提供研究所需的方法，以及對論文研究進行必

要的輔導。

在學習中，學生原始的構思，將在課程營造的學習環境中得

以討論、檢測，進而發展為積極的成果，以利於改進管理決

策，提升機構效率。

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 ( 圖左 ) 及 DBA 課程學術主任鄭少輝教授 

此外，學院的各項優勢， 包括享譽國際的科研實力、 對跨學

科新課題的探索、聯繫頂尖商界精英的資源網絡、行政人員

課程一貫領先的世界排名等， 都可使學員獲益。

DBA 課程學術主任鄭少輝教授稱：「多年來，不少校友及其

他業界精英均向我們查詢科大會否開設相關深造課程，使我

們了解到市場這方面的需求，同時，我們也期望利用自己的

研究能力，進一步在管理應用領域發揮我們的影響力。」 

課程要求學生完成 55 個學分的研修，首兩年專注課業和論文

籌備工作，其後兩年則著重完成論文研究和短期住校學習計

劃。

授課一般安排於跨週末時間，前期的 16 個單元，包括必修課

程和選修課程，涵蓋多個商務研究學科，包括會計學、經濟

學、金融學、資訊系统學、營運管理學、管理學、及市場學等。

身兼資訊、商業統計及營運管理學系主任的鄭教授指出：

「在學員報讀之初，我們會了解其大概的研究興趣。通常狀

況下，研究課題可與其所屬公司或行業相關，但亦可涵蓋更

廣泛的範疇。研究方向隨後可以更改，但我們期望每一個報

讀者都是在深思熟慮後作出決定，並對其選擇的研究課題有

真正的興趣。因此，在收生過程當中，我們將與申請人就其

可能的研究方向充分溝通。」 

他舉例說，論文研究可探討供應鏈或市場營銷如何應對某些

重大環境因素變化，或金融科技對銀行體系某些領域的影響

等。我們也鼓勵跨學科的研究探索，例如考慮資訊科技對企

業營運的影響或如何以人工智能協助市場推廣等。

「對於跨學科的研究課題，如果需要，學員可同時有來自不

同學系的教授擔任導師。」

我們旨在培育應用商業
研究方面的人才，讓
他們盡悉此領域的
最新發展

基本收生要求包括擁有學士學位 (但以碩士學位為佳 )，

擁有至少 12 年任職管理層的經驗，英語水平良好。非本地生的

截止報名日期為 2021 年 5月，無須申請簽證的本地生報名期

限則可延長一個月。如欲了解課程詳盡資料及進一步資訊，

請瀏覽 http://www.dba.ust.hk/。

DBA 入學申請 

http://www.dba.us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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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 月 12 日至 11 月 7 日舉行的一系列 

Fintechstic 活動則由科大商學院、gini 及拍住

賞合辦，AngelHub 及香港投資推廣署鼎力支

持。活動設有趣味盎然的網上問答比賽、一

系列工作坊及商業案例競賽，吸引近 200 位

學生及校友參與。金融科技行業瞬息萬變，

是次為期約一個月的活動，正好讓有意入行

的年輕一代作好準備，近距離接觸最新行業

趨勢和發展機遇。

科大 x 芝加哥大學
              網絡研討會

萬人觀看

支持香港金融科技周

虛擬銀行及虛擬
保險行業報告

香港金融科技周是由香港投資推廣署舉辦的年度盛事，旨在

推進本地金融科技發展，以培養業界精英為己任的科大商學

院亦舉辦了一系列相關活動。

當中包括於 10 月 30 至 31 日舉行的 HKUST x HashKey 

Blockchain Business Model Challenge，是香港首個以區塊

鏈為題的商業案例比賽，共有 80 位學生及校友參與。

為了解香港市民對虛擬銀行及虛擬保險服務的觀感，科大金

融科技研究團隊推出金融科技研究項目下的第二份行業報告

《The Adoption of Virtual Banks and Insurers》。

2020 年 5 月至 7 月期間，團隊對 2,200 多位不同年齡、性別、

收入的受訪者進行調查，是次的報告載列了調查中的主要結

論，藉以總結這些服務供應商在業務發展初期面對的機遇和

挑戰，並就這些產品及服務對公眾的吸引力、成功因素，以

及促進用戶採納的措施等提供一系列意見，供正在調整業務

模式的虛擬銀行及虛擬保險公司參考。這些見解亦有助其根

據公眾的觀感制定品牌宣傳策略。

疫情令不少行業受影響，但亦有不少企業在加速的數碼轉型過程中受惠。諸如金
融科技等“重科技”產業，獲得了一個拓展壯大的良機。有見及此，科大商學院
為學生及業界舉辦了一系列活動，探討香港以至全球金融科技的發展前景。

金融科技行動

科大與芝加哥大學於 2020 年 9 月攜手合辦主題為”Thrive 

Amidst Disruptions: The Role of Fintech Post COVID-19”的

網絡研討會，邀請知名學者及金融科技界領袖發表真知灼見，

吸引上萬人觀看。會議由香港金融科技協會主席 Benjamin 

QUINLAN 主持，WeLab Bank 董事局主席陳家強教授、芝

加哥大學教授何治國、OneDegree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郭彥麟

先生及科大商學院院長譚嘉因教授出席參與討論。 

會上議題包括傳統銀行與虛擬銀行之間的競爭、信心及安全

考慮、公眾對金融科技的觀感，以及推動轉型所需的條件。

要改變大眾對金融科技的態度仍有待時日，但疫情所導致的

停擺及變遷反映出當人們別無他選時，心態亦自然有所改變。

在金融服務全方位數碼化的當下，金融科技必於不久將來進

一步影響我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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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韋仕敦大學毅偉商學院等首屈一指的國際學府，共同晉身

此卓越聯盟。 

是次結盟將鞏固科大推廣網上教育的優勢。為迎合亞洲對商

界專業人才日益殷切的需求，並確保此等人士擁有優質而靈

活的進修機會，科大商學院計劃率先為兼讀制工商管理碩士

(MBA) 學位制定一系列 MBA 必修課程。除與 FOME 結盟，

科大亦與著名網上教育公司 Insendi 合作，編製校內首個網

上 MBA 課程。

永懷良師
我們的良師益友 Paul Forster 教授

於 2020 年 12 月 2 日辭世，香港科大商學院仝人對此深感悲痛。

Paul 於 2000 年加入科技

大學，熱衷推廣對社會的

影響力和可持續發展的營

商之道，肩負教授商業道

德及環境策略的重任。2016 年起，他獲委任為管理學系商學

教育副教授兼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高級講師。

他是科大商學院的中流砥柱，對學生充分支持、關懷備至，

同時積極推廣國際商業案例比賽。Paul 對教學滿腔熱忱，全

力以赴，多年來屢獲殊榮，並獲多個教學獎項，包括兩度榮

獲科大商學院「Franklin 傑出教學獎」，以及科大跨學科課

程事務處教學優秀獎。 

Paul 積極參與籌辦商學院內不同課程及教學活動，包括曾任

環球商業管理課程主任、本科課程研究副主任，以及環境管

理及科技理學士課程聯席主任。服務科大 20 年間，他一直對

校內多項計劃鼎力支持，曾擔任港外學生事務處國際項目主

任，並加入「可持續發展網絡」，推廣建構可持續發展智能

校園的理念。 

他是商學院以至全校備受尊崇的一員，其離世誠為香港科大

仝人的一大損失，我們對其家人致以深切慰問。

網上 MBA 課程密鑼緊鼓

科大商學院加盟 Future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未來管

理教育聯盟 - FOME)，此聯盟旗下的商學院成員均相信，網

上教學與最理想的面授課程同收作育英才之效。 

FOME Alliance 致力研發頂尖的網上教學科技，同時積極探

索全新商學教育模式。科大商學院有幸能與英國倫敦帝國學

院商學院、德國歐洲管理技術學院、澳洲墨爾本大學、加拿

ICMA 合辦夥伴計劃

科大金融學系與 International Capital Market 

Association(ICMA) 結為業界合作夥伴，合辦全新的 ICMA 

Young Fellowship Program( 青年夥伴計劃 )，計劃歡迎量化

金融學學士課程所有三年級及四年級學生報名。 

計劃讓學生接觸金融業專業範疇，助其建立與市場實際發展

科大與學界和企業機構結盟，為學生開闢新機遇。

杏壇夥伴

相關的重要技能、知識及觸覺，同時亦有助 ICMA 實踐提升

自身標準及推進行業兼容的使命。

計劃推出專為科大學生而設的十個獎學金名額 ( 每個達

25,000 港元以上 )，得獎者更可獲取有關證券運作及固定收

益市場的額外知識，獲 ICMA 頒發證書。此外，他們亦可使

用 ICMA 整套學習管理系統，免費參與 ICMA 於網上舉辦的

三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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