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區域發展



本集團貫徹「擔當社會責任，做最好的銀

行」的戰略目標，實現可持續發展，為香港

的長遠發展注入正能量，持續為利益相關

者增創價值。年內，在拓寬業務領域、加

快發展步伐的同時，我們積極推動各項企

業社會責任舉措的實施。本部分內容主要

就集團企業社會責任的實施情況作簡要介

紹，相關詳情及其他舉措可參閱本公司的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我們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表現獲得社會

廣泛認同。本公司自2010年起獲選為「恒

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成份股；2016

年，我們連續第二年被選為「香港企業可持

續發展指數」首20名成份股，充分肯定集

團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落實推行相關舉

措及所獲成效；自2003年起，集團更連續

14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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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報100



銀行批准以直接參與者身份加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

（CIPS），成為首家以直接參與者身份加入的境外銀行，

有助強化香港作為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的地位，促

進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

中小企是香港經濟的重要支柱，本集團十分重視和重點

支持中小企客戶，透過不同的措施，協助解決香港中小

企業「開戶難」、「融資難」、「資訊少」的困難。為充分

發揮中銀香港擁有全港最龐大分行網絡的優勢，秉承

「以客戶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全面推出網點轉型項目，

大大提升對中小企業的服務。 

支持經濟發展
集團致力促進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特別是鞏固香港作為主要離岸人民幣中心的

地位，以及發揮好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抓

住「一帶一路」所帶來的機遇。

作為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唯一清算行，我們積極推動

香港離岸人民幣業務的發展。中銀香港目前為200多家

本地及海外參加行提供服務，是迄今境外處理人民幣清

算量最多、全球即時支付運作時間最長、擁有技術最先

進的人民幣清算系統。年內，中銀香港更獲中國人民

作為香港的主要銀行集團之一，我們深明集團對促進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所肩負的重任。我們致力把企業社會責任宗旨融入服務和業務營運中，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提供優質、便捷和 

安全的銀行服務。

本集團全面推出網
點轉型項目，大大
提升對中小企業的
服務。

銀行服務    普及便利

企業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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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推出24小時「至專
客服」視像銀行服務，致
力推廣普及金融。

企業社會責任

集團亦積極參與構建「一帶一路」金融大動脈，並將自

身發展融入國家發展整體格局之中，推動中銀香港由一

家香港的城市銀行轉型為區域性銀行，將服務、產品、

資源等方面的優勢輻射至「一帶一路」區域。年內，我

們已完成向母行中國銀行收購馬來西亞的資產，並於文

萊開設首家分行。我們與東盟各國關係和金融合作不斷

提升，對於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發揮香港對東

南亞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作用具有重要意義。

積極推廣普及金融
本集團繼續發揮自身優勢，大力支持「普及金融」的發

展，致力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提供便捷和優質的銀行服

務。中銀香港擁有全港覆蓋面最廣、便利度最高、數量

最多的服務網絡。我們透過197家分行、1,000多部自助

銀行設備、網上銀行及手機銀行等自動化平台，為客

戶提供全面的產品及服務，滿足客

戶的不同需要。

年內，我們在公共屋邨、公營

醫院、香港國際機場等多個

地方新增了44個自助銀行

網點；又在偏遠的屋邨內推出24小時「至專客服」視像

銀行服務，更好地服務區內居民。

我們致力為殘疾人士、年長客戶、弱勢群體，以及非牟

利機構提供關愛銀行服務。集團全線自動櫃員機已安裝

觸覺指示標記，其中於屏幕兩側設有賬戶／服務選擇按

鈕的比例已進一步由95%增加至99%，我們的自動櫃員

機亦具輪椅友善設計。

我們一直是提供「安老按揭計劃」的主要銀行。年內，

我們更率先響應計劃擴展至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並

接受60歲或以上長者將未補地價資助出售房屋作為抵押

品，申請安老按揭貸款，進一步對長者提供適切、靈活

的退休理財安排。

我們提供豁免低結餘服務月費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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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豁免櫃枱

服務交易費。我們積極響應金管局倡議的「公平待客約

章」，不收取不動戶口費用。此外，我們為非牟利機構

提供全方位的銀行服務及優惠收費。

我們率先將「安老按揭計劃」擴展至未補地價的資助出售房屋， 
為退休人士提供更靈活的理財安排。

透過舉辦不同的研討會，我們積極推動網絡金融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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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及職業發展等，豐富學生對銀行業的認識，有

助學生思考未來的發展路向。

除了本地的教育項目外，我們亦為陝西省咸陽市的國家

級貧困縣提供助學資金，推動陝西省旬邑教育事業發

展，以改善辦學條件及資助貧困學生接受教育。本集團

中銀馬來西亞古晉分行繼續響應華校的邀請，參加義賣

會，為當地華人社會籌募辦學經費出一分力。

培育英才
集團捐助多個獎助學金，鼓勵學生積極向學，以及為貧

困學生提供經濟支援。自1990年起，集團先後為本地10

家大學提供獎／助學金。年內，我們贊助了由香港特區

政府扶貧委員會推出的「明日之星計劃－上游獎學金」，

讓在逆境中具奮鬥精神、正面價值觀及生活態度的青少

年得到獎勵。為推動青少年認識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

瞭解國家的發展，我們亦捐助勵進教育中心設立「中史

優異生獎學金」。

為拓展香港青少年的視野，我們支持「香港大學生新媒

體實習計劃2016」、海上絲綢之路協會舉辦的「張騫計劃 

— 學生暑期實習計劃2016」等項目，讓他們更深刻瞭解

國家戰略發展及機遇。

年內，我們為多家教學機構及海外大學舉辦「銀行職涯

發展分享會」，透過介紹我們的主要業務、組織分工、

我們捐助勵進教育中心設立「中史優異生獎學金」，積極推動青少年 
認識中國文化及國家發展。

我們自1990年起先後為本地
大學提供獎／助學金。

集團一直貫徹關懷社區及建構和諧社會的方針，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協助，以不同的形式推動社區穩健發展，

為社會帶來正能量。2016年，中銀香港與中銀香港慈善基金捐款逾港幣1,300萬元，捐助項目共28個，包括 

公益慈善、教育助學、保護環境、體育及藝術文化，並鼓勵員工參與義工服務，與社會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

回饋社會    投資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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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社會
年內，我們捐助惜食堂設立的「惜食分餉站」，回收及

有效運用可食用食材，製作成熱飯餐和食物包，贈予基

層長者及低收入人士，並減輕大量食物被廢棄的環境問

題，累計近40萬人次受惠。

此外，我們繼續與新家園協會合作推出「中銀香港新家

園電腦捐贈計劃」，捐贈再生電腦予少數族裔、新來港

人士、基層家庭及長者，協助弱勢社群融入數碼化的時

代。為了讓基層兒童獲得適當的啟導，我們今年繼續支

持政府的「兒童發展基金」計劃，為基層兒童提供開立賬

戶服務，讓他們從小學習儲蓄理財及增強個人自律性。

作為香港公益金的長期合作夥伴，我們不但捐款

支持，更鼓勵員工參加不同的籌款項目，包括

「公益慈善馬拉松」、「公益金百萬泳」、「公益金

百萬行」及「樂韻警聲為公益」慈善音樂會等活

動，獲香港公益金頒發2016年「公益榮譽獎」。

此外，我們又贊助醫院管理局慈善基金舉辦的新春慈善

長跑活動，惠及病友互助組織及長期病患者。

集團在馬來西亞的機構亦積極履行當地的企業社會責

任，古晉分行不時探訪當地的孤兒院，又定時捐助孤兒

院購買糧食，並呼籲員工們一同行善。他們積極參與吉

隆坡得勝兒童青少年之家主辦的「籌捐款，獻愛心」活

動，不但提供贊助，員工更身體力行，參加馬拉松義跑

活動，為慈善活動募集捐款。

此外，集團已連續7年贊助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主辦的

「香港企業公民計劃」，鼓勵及推動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過去7屆，參與報名計劃的企業逾800家。

本集團冠名贊助香港管弦樂團 
2016/17樂季揭幕音樂會。

我們捐助惜食分餉站，為長者和 
有需要人士提供膳食支援。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報104



我們支持多元化的文藝活動。年內，集團其中一項重

點贊助是香港管弦樂團2016／17樂季揭幕音樂會，由國

際大提琴巨星馬友友演出，吸引了近2,000名觀眾；中

銀香港私人銀行連續第四年贊助由香港畫廊協會舉辦

的「香港藝術週」。一連12天的藝術盛事匯聚超過50家

畫廊，帶來100多個精彩節目讓市民參與。我們的義工

團隊與其家屬更積極參與「家庭藝術日」活動，共同履

行社會責任，展現我行良好社會形象。為推廣茶藝文

化，我們連續6年贊助了香港貿易發展局的「茶緣雅敘」 

活動。

2016年適逢孫中山先生誕生150週年，我們贊助了「香

港各界紀念孫中山誕辰150週年大型展覽」，紀念孫中山

愛國思想和進取精神。

2016年除夕，我們冠名贊助了由香港旅遊發展局主辦的

「中銀香港2017香港除夕倒數」活動，向全港市民傳遞

歡樂和共融的正面訊息，也為中國銀行在港服務100週

年全年慶祝活動拉開序幕。活動當晚吸引了逾33萬名市

民和旅客到維多利亞港觀賞煙火。我們更邀請了約50名

基層家庭及少數旅裔人士參加晚會儀式。

推廣體育及文化藝術
我們透過支持體育活動宣揚身心健康、團隊合作和正面

態度等重要訊息。自1999年起，我們一直支持羽毛球運

動的發展，舉辦各類型羽毛球比賽、活動及培訓班，參

與人數累計接近140萬。我們亦積極培育羽毛球人才，

香港羽毛球隊精英伍家朗便是一個成功例子。

自2002年以來，我們一直贊助「港九地域中學校際運動

比賽」，廣泛推動本港中學生的體育發展，培養他們奮

發進取、自強不息的體育精神。2016年，該比賽吸引

了約80,100人次參加20項運動、逾8,000場比賽，另有

逾510名學生接受了中銀香港學界體育志願者計劃的培

訓，提供超過9,800小時義工服務。

足球為香港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中銀人壽透過與香港

足球總會的合作，冠名贊助了2015 – 2017年香港超級聯

賽，藉此推動本地足球活動的發展，吸引更多市民參與

這項有益身心的運動。

我們邀請基層家庭參加「中銀香港2017香港除夕倒數」
晚會儀式，一同欣賞煙花匯演，迎接新年。

透過贊助香港超級聯賽，我們積極推動
本地足球運動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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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綠色金融服務
為減少對紙張的消耗，我們積極向客戶推廣電子銀行服

務，包括電子支票、電子月結單等。2016年，轉用電子

結單的客戶數量大幅度增加，增幅達20.3%。此外，我

們在本港全線分行實施無紙化分行櫃枱交易服務模式，

平均將客戶的交易時間縮短了24%。

我們在信貸風險政策和程序中加入提倡環保、節能減

排、公共健康與安全的考慮因素，在作出授信決策時，

以客戶或其信貸項目的環保表現作為考慮因素之一。

2016年，我們繼續向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以及水

務項目的企業提供貸款，以支持環保及社區發展。 

我們參與戶外燈光約章， 
節省能源。

我們致力在日常營運中減少碳足跡，減低業務發展對環境的影響，同時積極提倡對環境負責任的行為，

向員工、客戶、供應商和其他利益相關者推廣環保，一同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珍惜資源    愛護環境

我們推出的「小額轉賬」服務，為客戶通提供安全可靠的個人對
個人支付服務。

24%
客戶平均的交易時間

20.3%

轉用電子結單的 
客戶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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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中銀香港作為聯席全球協調人、聯席簿記行和聯

席牽頭行，為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發行了一筆年期為3年

的5億美元債券，該債券是中國銀行首筆境外資產擔保

綠色債券。我們與本地兩家電力公司繼續合作提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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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環保意識
集團與香港工業總會於2015年開始攜手設立「中銀香港

企業環保領先大獎」，旨在鼓勵及推動企業支持環保。

2016年，計劃吸引了逾530家企業參加，成功鼓勵企業

完成合共1,118個環保項目，節省超過2.23億度電（相等

於超過 24,600個香港四人家庭 1年的耗電量）；以及共

節省2,170萬公噸用水（相等於超過5,490個50米標準游

泳池的用水量）。在減廢及循環再用方面，企業成功減

少超過 110萬公噸廢物（相等於約 410個城門水塘的面

積），並循環再用超過35萬公噸的資源（相等於約9,300

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年內，我們贊助世界自然基金會推行環保教育項目，

為約750名小學生舉辦環保講座及工作坊，推廣可持續

的生活模式；我們又贊助該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活

動，並在3月28日當天，關上主要辦公大樓的非必要照

明系統1小時，宣揚減少能源消耗訊息。

我們連續3年贊助由綠領行動舉辦的「利是封回收重用

大行動」，並在主要辦公大樓及60家分行擺放收集箱，

方便市民參與。2016年，活動共回收利是封達 880萬

個，總重量達27噸，有助鼓勵市民建立回收及重用「新

生利是封」的習慣。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鼓勵香港及泛珠三角從事製造及 
服務業的企業推行環保措施，成績顯著。

2,170 萬公噸
年度耗水量

＝ 5,490個50米標準游泳池的用水量

110 萬公噸
年度減廢量

＝ 410個城門水塘的面積

35 萬公噸
循環再用

＝ 9,300個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的面積

我們積極發展金融科技， 
致力推動產品和服務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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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及發展
我們致力為員工提供理想的事業發展平台，採用多元化

的人才培訓方案，並通過內部招聘機制，推動員工內部

流動及發展。我們設有完善的人才庫，由不同背景且經

驗豐富的專業人才組成。為確保人才發展計劃符合中長

期業務策略，我們構建了「領導力模型」及「基本才幹模

型」，為員工提供明確的個人發展目標，也成為我們招

聘人才及考核員工表現的基礎。

我們每年均通過「見習管理人員計劃」吸納有志加入金

融服務業的畢業生，為集團引入新思維，並為香港培育

本集團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不斷完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持續吸引、發掘及培育人才，並為員工提供一個

和諧、多元及友善的工作環境，讓員工盡展所長。截至2016年年底，集團共有12,836名員工，包括來自不同

背景及經驗的人才。

以人為本    團結協作

金融服務界的新力軍；我們每年從本地、內地及海外各

院校選拔有志於在銀行業發展的優秀大學生參與「大學

生實習計劃」。參與實習的大學生更可通過「見習管理人

員計劃」或「大學畢業生培養計劃」入職本集團，實現更

長遠的發展。

本集團為員工提供持續進修的學習機會，除了提供進修

補助，亦透過提供多元化的學習課程及發展平台，為員

工打造符合個人及集團長遠發展的職業發展計劃。此

外，我們致力鞏固全集團的合規文化，以強化全員的合

規和風險防範意識為目標，並為本集團每位員工提供了

一系列必修的風險合規培訓課程。

我們在「香港中國企業協會第7屆運動會」勇奪全場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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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員工舉辦多元化的康體活動，鼓勵作
息平衡，並加強員工之間的聯繫。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2016年報 109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

關愛員工
我們致力為員工提供一個愉快健康、充滿關愛的良好工

作環境。我們通過多元渠道，與員工保持溝通，切實瞭

解員工的需要及期望。為吸引、激勵及挽留優秀員工，

我們提供具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和獎勵機制，以及多樣化

的福利。集團每年舉行頒獎典禮，表揚優秀的員工及團

隊，激勵士氣。

我們舉辦多項參觀活動，邀請員
工及家屬一同參與，如迪士尼同
樂日、創科博覽2016等。

我們十分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鼓勵員工在事業發

展及個人生活兩方面取得平衡。年內，我們為員工舉辦

了一系列的康樂活動，豐富員工的工餘生活。2016年，

我們在香港迪士尼樂園組織「中國銀行集團駐港機構員

工及家屬大型嘉年華活動」，促進員工與家人之間的關

係，逾28,000名員工及家屬參加。

本集團舉辦不同的團隊建設活動，
增加員工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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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與聖誕頌歌節、
毅行者、捐血日、 
百萬行等公益活動。

服務社區
我們積極鼓勵員工利用自己的時間和專長服務社

區。「中銀香港愛心活力義工隊」約有1,400名員工參

與。每年我們為員工安排義工訓練，提升他們義工

服務的技巧。2016年，我們的義工隊聯同家人和朋

友參加了約90個義工活動，服務時間接近49,000小

時，較2015年增長10%，服務人次更較去年增加逾3

倍至 11,818人次。受惠者包

括兒童和青年、長者、有特

殊需要的殘疾人士，以及環

保團體。集團員工熱心參與

各項義務工作備受肯定，連

續7年獲社會福利署頒發「義

務工作嘉許金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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