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化
跨境金融服務



員工

我們作為香港主要的銀行集團，全面實施企業社會責任措施，致力推動 

本港經濟、社會和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我們深明，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對 

本集團保持長遠核心競爭力，以及鞏固與利益相關者的關係至為重要，這 

亦有助我們實現成為客戶、員工、股東及投資者「最佳選擇」的願景。

本集團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以及提升利益相關者的參與度，並將之融入

核心業務策略及營運當中。為確保本集團各部門貫徹執行企業社會責任 

策略，我們已制訂企業社會責任、環境及可持續採購的政策。同時，本集團 

與利益相關者保持良好溝通，瞭解其需要，有助我們精益求精。為此， 

本集團於年內繼續落實2012-2016年「五年期利益相關者參與計劃」，並透過 

獨立訪談蒐集意見。我們更參考了國際及本港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編製及發表年度「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確保在披露企業社會責任 

工作進展時具透明度。

本集團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獲社會廣泛認同。中銀香港（控股） 

有限公司連續五年獲選為「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成份股；更獲 

家庭議會譽為「2013/2014年度傑出家庭友善僱主」，以表揚我們在推行家庭 

友善措施方面的卓越表現。中銀香港自2003年起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嘉許為「商界展關懷」公司。

企業 
社會責任

客戶

環境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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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關愛銀行服務
為滿足市民對銀行服務

的不同需要，本集團 

設計了具備特別功能的 

自動櫃員機。我們是本地

首家及唯一一家提供 

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的 

銀行，並於2014年在不同地區增設語音導航自動櫃員機， 

方便視障客戶使用自助銀行服務。此外，全線自動 

櫃員機已安裝觸覺指示標記，其中約有 

94%亦已於屏幕兩側設有賬戶╱服務 

選擇按鈕。我們更持續檢討自動櫃員機 

的設計及規劃，為有特別需要的客戶

提供更好的服務。

本集團為 65歲或以上、18歲以下，

以及領取政府財務援助的賬戶持有人 

提供櫃枱服務交易費豁免優惠，更設立 

無最低結餘要求及豁免提款卡年費的

港元儲蓄賬戶。我們積極響應香港 

金融管理局倡議的《公平待客約章》，

不收取不動戶口費用。

100%
自動櫃員機已安裝
觸覺指示標記

銀行服務

普及便利
我們認為社會各階層人士，包括弱勢社群及基層市民，
應可享用便捷的銀行服務。

我們作為「安老按揭計劃」的主要銀行，舉辦一系列講座，協助退休人士籌劃財務保障

本集團致力為客戶提供靈活的退休財務方案，也是 

「安老按揭計劃」的主要銀行。年內我們舉辦了系列 

講座，協助已退休及年屆退休的人士籌劃財務保障。

我們利用便捷的銀行服務平台，為非牟利機構提供全方位 

的銀行服務，包括櫃枱及發薪等服務，助其減少銀行 

費用支出。非牟利機構亦可享用一站式現金管理方案，

大大提高其行政效率；更可透過便捷的電子賬單及繳費

服務收集捐款。客戶如以中銀信用卡進行捐款，有關 

慈善團體可獲豁免商戶交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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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多元化融資方案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增長的重要支柱，為此，本集團一向

全力支持中小企業的業務發展，為其提供一系列的融資 

方案及服務，以滿足中小企對流動資金的不同需要， 

包括「中銀小企錢」及香港按揭證券有限公司的「小型貸款

計劃」和「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以及工業貿易署的

「中小企業信貸保證計劃」。我們更連續三年贊助由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設立的「中小企一站通支援中心」，向中小企

提供有關市場趨勢、科技發展及融資等的最新資訊。

建設綠色銀行
我們在日常營運中積極推廣電子服務，減少耗紙量。 

新裝修的分行已配備電子海報及宣傳屏幕，方便客戶瀏覽 

銀行資訊。除了便捷的網上及手機銀行服務外，我們

更在本港全線分行實施無紙化分行櫃枱交易服務模式， 

平均交易時間因而縮短了24%。2014年，超過九成的提款

此外，我們繼續贊助「香港青年工業家獎暨傑出

工業家獎」，以及「香港工商業獎」，促進中小企 

的發展。本集團對中小企的長期支持，備受肯定，

連續七年榮獲由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頒發 

的「中小企業最佳拍檔獎」。

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
我們致力減少碳足跡，有效地善用資源
和提倡對環境負責的商業行為，藉此 

減低業務發展對環境的影響。

本集團多年來贊助「香港青年工業家獎 
暨傑出工業家獎」，表揚本地工業界 
精英的卓越成就

為推廣低碳生活理念，我們自2011年起贊助 
「千名青年環境友好使者行動」

96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報



企業社會責任

交易是透過自動櫃員機 

辦理，逾七成半的財務

交易及超過八成證券

交易均經過電子渠道 

進行；選擇收取電子綜合 

月結單的客戶亦錄得 

持續增長。

為鼓勵企業客戶及供應商採取更環保

的措施，本集團在進行貸款及採購 

評估時，亦考慮了環境、社會及管治等 

因素。2014年，我們繼續與本地兩家 

電力公司合作提供「能源效益貸款 

計劃」，為有意實施節省能源項目的工商客戶提供貸款

服務。本集團要求供應商填寫自我評估問卷，確保符合

我們的《供應商行為準則》。

本集團亦在辦公大廈實施多項節能省水措施。中銀大廈、 

中國銀行大廈、中銀中心及中銀灣仔商業中心在過去 

幾年均獲頒多項國際及本地的環保認證。數據中心亦 

安裝了高效製冷系統，大幅降低了耗電量。

> 75%
財務交易及 

> 80% 
證券交易經過 
電子渠道進行

為向員工宣揚環保訊息，本集團積極推動紙張、膠樽、

鋁罐、電池、電燈、碳粉盒及廚餘等回收計劃。此外， 

為響應中銀香港慈善基金（「基金」）所贊助的「綠色 

星期一：無綠不歡校園計劃」，我們特別在每週一向員工 

提供素食餐單，減少碳排放。我們更贊助了由綠領行動 

舉辦的「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在多座辦公大廈及多家 

分行擺放收集箱，收集員工及公眾捐出的利是封，經 

處理後派發予有需要的市民於翌年重用。

鼓勵市民環保減碳
環保教育是我們企業社會責任的重點工作之一。「基金」
與多個團體合作，持續支持不同類型的綠色項目，向 

校園及社區推廣低碳的生活模式。

本集團冠名贊助「綠色星期一：無綠不歡
校園計劃」，將環保素食文化帶進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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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35.7%
校園素食訂餐人數
顯著上升了

我們冠名贊助了「綠色星期一」舉辦的「2 0 1 3 - 2 0 1 5 

無綠不歡校園計劃」，鼓勵學生選擇素食。2014年，參加 

此計劃的學校由400家倍增至800家，至今已有60萬學生 

參與，素食訂餐人數大幅上升35.7%至22.8萬人。本年度 

更增設大專界短片創作比賽、中文大學「味滋素系列」，

以及為幼稚園學童提供素食餐單等活動。

我們自2009年首創「香港地質公園慈善環保行」以來，

不斷加添新元素，曾於2013/2014年度舉辦「中銀香港 

綠色社區計劃慈善環保攝影行」，並於2014/2015年度推出 

「香港地質海岸生態考察行」，同時增設社交網絡平台 

專頁，提升公眾對地質公園的保育意識。生態導賞團至今 

共舉辦逾130團，超過13,600人參與，深受市民歡迎。

全新的清潔海岸義工活動更獲環境保護署列為保育海洋

生態環境的活動之一。

「基金」與香港地貌岩石保育協會近年合辦多項綠色 

活動，包括於2014年推出全球首批「世界地質公園電子 

書籍系列」，透過此互動電子渠道推廣中國內地和香港的 

世界地質公園。我們自 2011年起贊助「千名青年環境 

友好使者行動」，培訓了超過5,000名來自內地的青年環境 

友好使者，鼓勵他們向公眾宣揚節能減碳的訊息。

「香港地質海岸生態考察行」參加者 
既享受行山之樂，也協助清潔海岸

「基金」全力支持全球首推「世界地質公園電子書籍系列」，
致力推廣世界地質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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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關愛社會
我們繼續支持多個慈善團體舉辦的活動，以實際行動 

表達對社區的關愛。2014年，「基金」贊助了由香港 

公益金舉辦的「新界區百萬行 — 昂船洲大橋」及「公益金 

中銀香港慈善單車挑戰賽」，這兩項活動為兒童及青年

服務合共籌得逾港幣 800萬元善款；並連續四年冠名 

贊助「公益金慈善高爾夫球賽」，2 0 1 4年協助籌得 

逾港幣150萬元，所得款項悉數捐予精神病患者及康復

服務。

「基金」亦贊助由醫管局中樂團主辦的「2014/2015杏林

樂韻表關懷」計劃，在多家公立醫院舉辦一系列的節日

關懷音樂會及中樂治療工作坊，透過音樂向長期病患的

住院院友、醫護人員和社區長者送上關懷祝福。我們更

提供2,000張免費音樂會門券予上述人士，讓他們一同

欣賞大型音樂會。

此外，我們透過「2013/2014明愛中銀香港電腦捐贈 

計劃」，向香港明愛電腦工場捐贈再生電腦及款項，讓

基層市民也可使用電腦。

本集團旗下的中銀集團人壽亦贊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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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000名來自本地小學的參加者 

舉辦一系列健康講座及興趣班。本集團 

於內地的附屬公司  —  南商（中國） 

繼續捐款予內地的安老院、受災同胞

以及羊坪學校。

根植香港

回饋社會
中銀香港根植香港，積極參與多項公益慈善
活動，致力宣揚關愛社會訊息。20年來，
「基金」向社區捐款累計逾港幣2億元，在

2014年贊助項目29個。

我們透過音樂，向長期病患者 
送上關懷祝福

中銀集團人壽贊助為期三年的「健康工程師計劃」，鼓勵小學生
多做運動，培養健康的生活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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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育英才
我們在培育社會未來棟樑方面一向不遺餘力，自1990年起 

頒發獎助學金累計港幣 1 , 7 5 7萬元，受惠學生遍及 

本地九家大學共1,910人。本集團並為大學生提供本地

及內地暑期實習機會，讓他們獲得實際工作經驗。

中銀集團人壽贊助了由《南華早報》舉辦的「中銀集團人壽 

小記者計劃」。該計劃為期三個月，旨在提升中學生 

的溝通技巧，有助他們未來的事業發展。

關愛無界限。2014年，我們贊助了「苗圃行動」舉辦的 

「助學長征」及「慈善高球賽」，將籌得善款用於改善 

內地偏遠地區的教育狀況。是次「助學長征」以贛南為

目的地，參加者共籌得逾港幣150萬元善款。

推廣體育發展
運動不但有益身心，亦有助培養積極的人生觀。「基金」 

一直積極發展羽毛球運動，在過去 16年投入累計逾 

港幣1,585萬元，讓超過120萬名參加者參與多項活動。

為向年青運動員宣揚體育精神，「基金」已連續12年贊助 

「港九地域中學校際運動比賽」，在2014年錄得逾270家

參賽學校，約 80,000人次參加逾 8,000場比賽，深受 

學生歡迎。於2013年首創的「中銀香港學界體育志願者 

計劃」讓學生體會助人之樂，來自50多家中學共400多名 

學生接受了義工培訓，為學界運動比賽提供了超過 

6,200小時義工服務。

弘揚文化
文化不僅能豐富生活，

更有助提升創意。年內

本集團繼續支持一系列的文化活動及表演。

2014年，本集團贊助了法國五月藝術節呈獻的「巴黎 

丹青：二十世紀中國畫家展覽」。該展覽展出了逾100件 

吳冠中、林風眠等畫家的畫作，讓公眾有機會欣賞這些 

著名中國藝術家的非凡藝術造詣。我們更連續四年支持 

由香港貿易發展局主辦的「茶緣雅敍」活動，推廣茶藝

文化。

此外，本集團呈獻「港樂 •郎朗」音樂會，由世界知名 

年青鋼琴家郎朗為觀眾演奏多首動人樂章。我們亦贊助了 

「香港中樂團  —  鼓王群英會」，向觀眾展示了鼓樂的 

澎湃力量。

我們邀請港隊成員葉姵延小姐及
伍家朗先生向大眾推廣有益身心
的羽毛球運動

一眾主禮嘉賓為「巴黎丹青：二十世紀
中國畫家展覽」主持開幕禮

100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報



企業社會責任

員工培訓發展
本集團為不同級別的員工建立了一套全面人才管理及 

培育系統，為未來業務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石。

為確保人才發展計劃符合集團的中長期業務策略，我們 

於 2014年構建了「領導力模型」及「基本才幹模型」， 

分別針對具備領導職能及非領導層的員工釐訂有效的才幹

標準，為員工提供明確的個人發展目標，也成為本集團

招聘人才及考核員工表現的基礎。

本集團設有系統化的員工培訓機制，提供多元化培訓 

計劃，包括為管理人員設立「領導力提升計劃」，以及為 

其他員工安排課堂培訓及跨部門實習等；更為每位員工 

提供必修的合規課程，持續鞏固合規文化；同時推動持續 

學習，讓員工靈活地通過電子平台達成自學目標。

以人為本

團結協作
員工是本集團持續發展的根基。截至2014年底，
我們擁有逾14,800名員工，包括來自不同背景 
及具有不同經驗的專業人才。

本集團提供多元化培訓課程，包括「領導力提升計劃」 我們舉辦多姿彩的員工康體活動，平衡作息，
也加強員工之間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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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參與度及福利
本集團進行了員工心聲調查，持續優化工作環境及員工

管理政策。我們作為家庭友善僱主，為員工提供免費的

年度身體檢查服務、具市場競爭力的醫療保險及輔導 

服務。員工在生日及特別節慶當天可提早下班，男員工亦 

享有有薪侍產假。為鼓勵員工作息平衡，我們舉辦了 

不同類型的員工康體活動，2014年9月於香港迪士尼舉行 

的員工同樂日，共有逾 27,000人參加。此外，本集團 

每年舉行頒獎典禮，表揚優秀的員工及團隊，提升員工 

士氣。

本集團積極鼓勵員工發展及提升員工投入度，於2014年

獲《指標》頒發「員工投入度 — 銀行：最佳表現獎」。

員工義工隊
推動員工參與有意義的社區活動讓員工及社區雙方 

受惠。截至 2014年底，超過 1,400名員工已登記成為 

「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 成員，服務時數 

較前年大幅上升了 81%。 義工隊除參加了 
我們舉辦香港迪士尼員工同樂日，以及 
多項康體活動，讓員工及其家人一同參與

中銀香港合唱團在「我要上紅館」全港合唱總決賽
奪得金獎殊榮

102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4年報



企業社會責任

多項為兒童、長者及殘障 

人士舉辦的活動外，亦

積極支持本集團舉辦的 

企業社會責任項目， 

包括為基層市民提供電腦 

培訓，並參與協助生態 

導賞團、音樂會及工作坊 

等。我們更為員工安排義工訓練，提升他們在進行 

義工服務時的溝通技巧，體驗助人自助的喜悅。

>1,400
截至2014年底，

已登記成為「愛心活力義工隊」成員

名員工

年內我們擔任香港銀行公會（「銀公」）輪任主席銀行，

全力支持全新推出的「小小義工大行動」，本集團員工 

代表與學生義工一同探訪低收入家庭。為提升社區對 

理財的認識，我們的義工隊積極參與「銀公」舉辦的 

各項教育活動，包括為中學生設計的「銀行通識研習坊」， 

為低收入家庭舉辦的「智有『財』能教育坊」，以及 

「長者活用自動櫃員機教育坊」。

本集團員工熱心參與各項義務工作，連續五年獲社會 

福利署頒發「義務工作嘉許金狀」。

展望 2015年及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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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積極參與傷健共融
活動，與傷殘人士一同學習天文知識

我們全力支持香港銀行公會全新推出的「小小義工大行動」，
積極宣揚關愛訊息，致力促進社會融洽和諧

義工隊成員為基層家庭
提供電腦培訓

81%
2014年義工服務
時數大幅上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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