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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是本港主要的銀行集團，深明推動本港經濟、
社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任重道遠。因此，我們在業務 
運作中切實執行各項企業社會責任舉措，並將之融入 
集團的發展策略，致力成為客戶、員工、股東及投資者
的「最佳選擇」。

為確保企業社會責任成為我們企業文化的重要部分，本集團

制訂了完善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程序，這包括推行「五年期 

利益相關者參與政策」，積極與利益相關者保持有效溝通， 

並聽取其意見，以改善有關領域的工作，達致符合利益相關者 

的期望。

2013年，本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工作再取得顯著進展。我們 

發表的「2012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是集團根據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第3.1版指引編製的第二份獨立報告，同時也參考了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頒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反映我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訊息披露及致力提高 

透明度。

集團的可持續發展表現獲社會廣泛認同。2013年，中銀香港 

（控股）有限公司連續四年獲納入「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 

指數系列」的成份股，於2013年排名12，獲授予的評級由 

「AA－」提升至「AA」級別。中銀香港更連續11年成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商界展關懷」公司，並獲納入該聯會於 

今年新推出的「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名單」之列。

優質服務 以客為尊
本集團致力為社會各界人士提供便捷的銀行服務及融資便利， 

這不僅是我們的核心業務所在，亦體現我們對社區的責任。

關愛銀行服務

為滿足市民對銀行服務的不同需要，集團設計了具備特別 

功能的自動櫃員機，包括推出全港首部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 

以及在全線自動櫃員機安裝觸覺指示標記，另約93%的 

企業社會責任

中銀香港推出全港首部為視障客戶而設的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
獲列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首屆「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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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作為「安老按揭計劃」的
主要銀行，致力為客戶提供靈活的
退休理財方案



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
我們切實執行《環境政策》，通過減少我們的碳足跡，提高 

資源使用率和提倡對環境負責的商業行為，致力減低業務 

發展對環境的影響。

建設綠色銀行

本集團提供功能齊備的網上銀行及其他電子銀行服務，鼓勵

客戶使用電子渠道，減少用紙量。截至2013年底，中銀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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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櫃員機亦已於屏幕兩旁設有賬戶╱服務選擇按鈕，方便 

視障客戶使用自助銀行服務。此外，所有新安裝或更換的自動 

櫃員機，其按鍵及螢幕的高度均在輪椅人士可觸及的位置； 

而新近裝修的分行均已設斜坡通道，方便殘疾人士進出。

我們明白為弱勢社群提供基本賬戶服務的重要，早在2003年 

起，本集團已提供不設最低結餘要求及豁免提款卡年費的 

港元儲蓄賬戶，並向65歲或以上、18歲以下，以及領取政府 

傷殘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計劃的賬戶持有人，豁免櫃檯 

服務交易費；而短期內在財政上有特別需要的人士亦可申請 

豁免有關服務費。此外，我們還取消了不動戶收費，以響應 

香港金融管理局倡議的「公平待客約章」。

中銀香港作為「安老按揭計劃」的主要銀行，致力為客戶提供

靈活的退休理財方案，並於年內舉行巡迴展覽及系列講座，

鼓勵及教育年屆退休的人士如何透過財務策劃增加生活保障。

為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 

提供的「綜援長者廣東及福建省養老計劃」以及新推出的高齡 

津貼「廣東計劃」，我們向長者客戶提供匯款手續費優惠，讓 

居住在廣東或福建地區，並於中銀香港開立賬戶的長者，可 

透過匯款安排繼續收取現金援助。

我們亦利用便捷的銀行服務平台，為非牟利機構提供了一套

全方位的銀行服務方案，在銀行櫃檯、發薪等服務上提供 

便利，減輕其銀行費用支出。

融資便利

中小企業的穩健發展是香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為扶助 

中小企業的業務發展，中銀香港推出「中銀小企錢」無抵押 

貸款，為中小企業提供一小時貸款初步批核服務，滿足客戶 

的資金周轉需要。此外，本集團繼續配合香港按揭證券 

有限公司的「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向中小企業客戶提供 

擔保費補貼優惠。

本集團亦積極支持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的「小型貸款計劃」， 

為創業及自僱的客戶提供周全貸款方案。

除了提供貸款支援外，我們還繼續贊助「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及「香港工商業獎」，表揚本地工業及製造業業界精英的卓越

成就。

為持續推廣低碳生活理念，中銀香港連續兩年贊助「千名青年環境友好使者行動」，
在內地及香港積極宣揚節能訊息

我們連續數年贊助「香港工商業獎」，表揚本地工業業界
精英的卓越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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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銀行客戶數目較去年錄得19.4%的增長，選用電子綜合

月結單及電子投資月結單的客戶亦分別增加35.8%及14.1%。

我們的貸款及授信政策已加入環境、社會及公司治理等考慮

因素，以促進本集團及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年內，我們並向

多家在內地發展新能源及水務項目的公司提供貸款。

此外，本集團在裝修分行時加入多項環保元素，包括裝設環保 

管燈，以及推廣無紙化的櫃檯交易服務，既可減少對環境 

影響，也可以進一步提升客戶體驗。

本集團自2011年起落實執行《可持續發展採購政策》及 

《供應商行為準則》，年內向 78家為我們提供產品及服務的 

供應商發出自我評估問卷，並向其中21家供應商進行每兩年 

一次的實地視察。這些措施有助確保有關供應商的物料及包裝 

獲得環保認證，適合循環再造。我們購置的傢具亦符合香港 

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制訂的環保規格，而選用的電器用品 

則須具備「一級」能源標籤。

本集團在辦公大廈持續實施多項措施，旨在提升能源效益， 

以及節約用水，並致力與國際認證和標準接軌。除了安裝 

水冷式製冷的空調系統外，更將照明裝置更換為 T5節能 

光管或LED照明，進一步提高能源效益。此外，中銀大廈、 

中國銀行大廈、中銀中心及中銀灣仔商業中心均獲UKAS 

頒發ISO 9001：2008及ISO 14001：2004等國際認證，以 

表揚我們卓越的環保表現。

本集團並推動多項有關電池、慳電膽、光管及碳粉盒等的 

持續回收計劃。年內，我們回收了共6,300部電腦及其他設備， 

以及超過241,460公斤廢紙。我們自2012年起更委任了一家 

廚餘處理公司，處理在中銀大廈員工餐廳內收集的廚餘， 

年內共對960公升的廚餘和廢油進行加工，用以生產動物飼料 

和生物柴油。

鼓勵市民環保減碳

中銀香港慈善基金（「基金」）持續贊助不同類型的環保項目，

致力向社區推廣減少碳排放的訊息。

我們冠名贊助「無綠不歡校園計劃」，為超過500家中小學、 

40萬名學生舉辦一系列的綠色講座、巡迴展覽、嘉年華及 

徵文比賽等，將環保低碳的素食文化帶進校園，從而擴展 

至全港社區。為響應有關活動，我們更於4月22日當天在 

中銀大廈員工餐廳推出「綠色餐單」，同時舉辦「綠色菜譜 

設計比賽」，鼓勵員工一同參與。

為持續推廣低碳生活理念，我們連續三年參與「國際環保博覽」 

及連續兩年贊助「千名青年環境友好使者行動」，委任了 

超過3,300名「青年環境友好使者」，在內地及香港積極宣揚 

節能訊息。

我們冠名贊助「無綠不歡校園計劃」，為超過500家 
學校、40萬名學生舉辦一系列的綠色活動，將環保 
低碳的素食文化帶進校園

「基金」贊助「香港大學天台耕種計劃」，教導學生有機耕種 
的意義，分享耕作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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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自2009年首創集環保及慈善於一身的「香港地質公園 

慈善環保行」，於年內舉辦「中銀香港綠色社區計劃－慈善環保 

攝影行」，讓公眾欣賞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的大自然瑰寶， 

並鼓勵他們減少碳排放，保育生態環境。至今已舉辦了110團， 

讓11,500名客戶、市民、員工及家屬參與。

奉行綠色生活模式有助減少碳足跡。「基金」贊助了「香港大學 

天台耕種計劃」，在大學大樓的天台上栽種農作物。中銀香港 

義工與學生一同為農莊擔任「綠色農夫」，並將收成提供予 

港大校園的「一念素食餐廳」，以供應素食餐單。年內，我們 

亦贊助「崇德社Z Club減碳先鋒計劃」，向中學生講解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減少浪費。

「基金」於2009年首創「香港地質公園慈善環保行」，至今已舉辦了
110團，讓11,500名客戶、市民、員工及家屬欣賞香港壯麗的大自然景致

我們推出「明愛中銀香港電腦捐贈計劃」，向香港明愛 
電腦工場捐贈2,000台再生電腦，更安排義工進行 
安裝及向受惠人士提供電腦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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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香港私人銀行贊助首屆「香港畫廊周」，推廣藝術文化

根植香港 回饋社會
中銀香港根植香港、服務香港，對所服務的社區尤為重視。

過去19年，「基金」積極參與多元化的公益慈善活動，向社區

累計捐款約港幣1.93億元。

關愛社群

年內我們推出「明愛中銀香港電腦捐贈計劃」，向香港明愛 

電腦工場捐贈2,000台再生電腦，讓基層家庭使用；「基金」 

亦向該工場捐贈港幣100萬元，用作更換周邊設備及購買軟件 

版權，我們更安排義工教導受惠人士使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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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促進不同行業界別共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基金」連續 

兩年贊助「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公益金中銀香港慈善日」。 

這項活動糅合慈善與娛樂文化，為香港公益金籌得 

港幣130萬元善款。我們更提供1,200張免費門票予基層家庭、 

新來港及殘疾的人士，讓他們享受愉快的一天。

我們已連續四年贊助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舉辦的「香港企業 

公民計劃」，通過一系列講座及比賽，成功向超過370家企業 

及9,800名參加者推廣企業社會責任。

我們亦為受天災影響的社群提供及時財務援助。2013年 

4月20日，四川雅安發生地震，「基金」立即捐出港幣160萬元 

予香港紅十字會賑災。本集團除了透過廣泛的分行網絡籌募 

善款外，亦捐出港幣200萬元予香港中資企業慈善基金轉贈 

災區，以濟災民燃眉之急。

2013年，「基 金」的 慈 善 捐 款 共 逾 港 幣 1,000萬 元。 為 

表揚集團關愛社會的精神，我們榮獲由香港公益金頒發的 

「公益榮譽獎」，並在「最高籌款機構」中名列第五。透過 

中銀信用卡公司的服務平台，我們協助公益慈善團體收集 

捐款。客戶如以中銀信用卡進行捐款，有關的慈善團體可獲 

豁免商戶交易費。

「基金」連續兩年贊助「海洋公園哈囉喂全日祭— 
公益金中銀香港慈善日」，提供1,200張免費門票
予基層家庭及殘疾人士，讓他們享受愉快的一天

本集團致力宣揚關愛訊息，鼓勵員工參與
「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透過社區 
公益活動幫助社會上有需要人士

「基金」捐出港幣160萬元予香港紅十字會，轉贈四川雅安地震 
災區，以濟災民燃眉之急

我們已連續四年贊助「香港企業公民計劃」，通過講座及比賽，成功向
超過370家企業及9,800名參加者推廣企業社會責任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3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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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銀集團人壽亦積極改善本地社區的生活素質，贊助分別 

為期三年及五年的「健康工程師計劃」及「『童』步成長路 

計劃」，為逾7,000名小學生、家長、老師及基層家庭人士安排 

一系列健康講座及興趣班。

培育社會棟樑

我們在培育社會未來棟樑方面一向不遺餘力。自1990年 

以來，「基金」累計頒發獎助學金逾港幣1,656.5萬元，受惠 

學生遍及本地九家大學共1,792人。本集團並舉辦「暑期實習 

計劃」，為本地大學及大專學生提供寶貴的實習機會。

關愛無界限。2013年，我們參與一連八日的苗圃行動「助學 

長征」之旅，逾200人身體力行前往湘西幫助山區學童，參加 

人數創歷年新高，其中包括54名熱心的中銀香港現職及 

退休員工，籌得善款逾港幣124萬元，悉數用於改善偏遠 

地區的教育狀況；隊伍並與中國銀行湖南省分行的員工一同

探訪希望小學，向學童捐贈學習物資。我們已連續五年支持 

助學之行。

集友亦向內地集美地區捐贈人民幣100萬元，支援該區的 

教育發展。

「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 
於年內參與了73項社區服務 
活動，服務時數逾12,000小時 

我們參與一連八日的苗圃行動「助學長征」
之旅，逾200人身體力行幫助山區學童，
參加人數創歷年新高

中銀集團人壽贊助為期三年的「健康工程師計劃」，為小學生
舉辦連串健康講座，宣揚健康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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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團結協作
員工是本集團的重要資產；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有助提升員工

士氣。本集團並已建立一套全面的人才管理及培育系統，為

銀行未來業務發展奠下穩固的基石。

員工培訓發展

本集團現時擁有逾1.45萬名員工，擁有不同背景及經驗。 

我們招聘具經驗的銀行從業員、專業管理人士，以及大專和 

大學畢業生。

為確保人才培養與發展計劃符合本集團的中長期業務策略，

我們推出「領導力提升計劃」，旨在提升管理人員的領導才能

及策略思維。

本集團除了為員工提供多元化的課堂培訓，輔以跨部門 

實習、輪訓交流及導師計劃等，更為每位員工提供必修的 

合規課程，持續鞏固合規文化。我們還推動持續學習，讓員工 

靈活地通過網上自學形式，達成自我學習目標。

推廣體育發展

本集團一直積極推廣本地體育運動，其中羽毛球更是「基金」 

重點發展項目。在過去15年，「基金」投入資源支持發展香港 

羽毛球已累計逾港幣1,500萬元，讓超過120萬名參加者參與 

多項活動，2013年更增辦「國際羽毛球技術專業講座及 

大師班」與「羽毛球義工服務團」。

為培養學界具潛質的運動員，「基金」已連續11年贊助 

「港九地域中學校際運動比賽」。此項活動深受學生歡迎，在 

2013年錄得逾270家參賽學校，超過8萬人次參加超過8,000場 

比賽。年內更增設「中銀香港學界體育志願者計劃」，鼓勵 

學校舉辦更多校際體育活動，加強交流之餘，也能讓學生體會 

助人之樂。

羽毛球是「基金」重點發展的體育項目。我們邀請
羽毛球精英葉姵延小姐（中）與學生分享經驗及 
交流技術

我們舉辦多姿彩的員工康樂活動，
平衡作息，也加強員工之間的聯繫

集團組織多元化的培訓及活動，推動團隊協作精神，
鼓勵員工創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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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敬業度

為了持續優化工作環境、管理政策及措施，本集團進行 

「員工心聲網上調查」，以聽取員工的意見。此外，我們鼓勵 

員工作息平衡，舉辦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讓員工參與。本集團 

每年舉行頒獎典禮，以表揚優秀的員工及團隊，提升 

員工士氣。

員工義工隊

本集團致力宣揚關愛訊息，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社區公益 

活動。截至2013年底，超過1,400名員工已成為「中銀香港 

愛心活力義工隊」成員，並參與了73項社區服務活動，包括與 

多家香港慈善機構合作，為兒童、長者、基層及精神病患者籌辦

各項工作坊及活動，服務時數逾12,000小時。中銀香港員工熱心

參與各項義務工作，並連續四年獲香港特區政府社會福利署頒發

「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提升企業社會責任工作，為利益相關者 

增創價值。

集團300名員工參與由「基金」贊助的「公益金昂船洲大橋 
百萬行」及「慈善單車挑戰賽」。香港公益金在這兩項活動中
合共籌得逾港幣700萬元善款

為慶祝香港公益金成立45週年，「基金」全力支持「公益金 
中銀香港慈善單車挑戰賽」，為兒童及青年服務進行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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