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务营运的管理方针 
 

合乎道德及负责任的操守 

 

市场的信心源自集团雇员维持高水平的诚信态度和专业质素。《人力资源守则》所载的《操守准

则》(见《香港交易所雇员政策要点》(只有英文版))就香港交易所的雇员在道德及法律上的责任提供

指引，以确保他们合乎专业及高水平的道德操守、诚信及可靠，这对香港交易所执行及维持其监管

证券市场的角色尤其重要。《操守准则》不时被修订，使雇员可紧贴现行法例及其他相关规例，违

反者可遭实时解雇。我们透过雇员的申报 (如雇员证券买卖申报) 及员工投诉个案数字监察《操守准

则》的应用是否恰当。集团设有举报政策，鼓励雇员就任何失当行为作出举报。  

 

我们设有《集团职员个人户口交易政策》以阐述集团雇员的责任及于进行证券 (尤其是香港交易所股

份) 、期货合约及衍生产品的交易时必需遵守的程序。该政策旨在确保于雇员个人户口交易及买卖的

所有上市及/或可交易的证券、期货合约及衍生产品，又或于其关连人士或实体的户口 (如雇员可控

制、重大影响及/或全权决定如何运作该户口) 进行有关交易及买卖，并没有违反内幕交易条例。 

 

集团内部每月刊发一份《监管通讯》以协助雇员了解最新的监管发展。该通讯概述香港及主要司法

管辖区在监管合规环境方面的主要发展，并收录香港、中国、美国、欧洲及新加坡的主要监管机构 

(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及欧洲证券及市场管理局) 的立法及监管信息。该通讯亦列出个别业务需注

意的监管合规事宜。 

 

防止贿赂及防止贪污 

 

香港交易所及其附属公司（集团）管理层推动具备诚信及品德操守、公平公正并开诚布公的营商文

化并对贿赂行径采取「零容忍」政策。坚拒贿赂亦对营运业务裨益良多，包括维系本身声誉、客户

以至业务伙伴的信心。集团致力确保概不会就任何目的接受任何公私部门人士（或向其作出或提

供）任何贿赂、回扣或类似馈赠、报酬或利益。 

 

集团全体人员（集团的所有雇员（包括的临时、合约、借调或实习生员工、主管、顾问）、董事以

及委员会成员）均须恪守良好的业务标准以及专业及道德操守。集团订有《防止贿赂及防止贪污政

策》，列出相关最低标准以助该等人士识别可能导致又或令人觉得涉及贪污或不道德业务操守的情

况，好能避免明文禁止的行为，及就纵非明文禁止的行为适时寻求指引。该等人员须遵守所有适用

于集团营运地方的防止贿赂 法例，尤其是香港《防止贿赂条例》及英国《反贿赂法 2010》（UK 

Bribery Act 2010）。 

 
 
  

https://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Governance/Documents/Key-Policies-and-Guidelines-for-HKEX-Employees.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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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防止贿赂及防止贪污政策》禁止集团所有人员直接或间接向任何人或为任何人的利益提供、

允诺、给予或授权任何贿赂、回扣或通融费，藉以为集团或其自身，或任何人士取得任何不当业务

或其他好处；又或寻求、接纳或收受任何人士的任何贿赂或回扣作为提供任何不当业务或其他好处

的回报。此项政策亦载列：处理馈赠、款待、资助旅游、资助活动、留聘第三方、政治捐款及慈善

捐献的程序；所有人员必须采取步骤以确保其个人（或由其第三方中介人代表）不会接受或提供、

或向其作出或收受不当报酬或利益。第三方中介人例子包括但不限于顾问、律师、税务顾问、仓库

代理人、业务介绍人、其他涉及销售与推广的代理人及服务供货商、经纪、政治说客及其他专业人

士。该政策设有评估第三方（如代理、供货商及服务供货商）贪污风险的指引以及识别出高风险关

系时应采取的纾解措施（如进行额外尽职审查）。该政策亦设有申报贿赂个案和监察该等人士遵守

此项政策情况的程序。香港交易所稽核委员会、LME Clear稽核委员会以及 LME稽核及风险委员会

负责此项政策及其于相关集团成员公司的应用。 

 

集团董事及全体雇员均知悉此项政策（政策内容载于香港交易所内部网络）。香港交易所定期举办

由廉政公署提供有关诚信及防止贪污的讲座，确保所有雇员（特别是新入职者）熟悉相关法律及监

管规定。集团的权益人，如供货商、业务伙伴及上市发行人不时获邀参加有关防止贿赂或防止贪污

的讲座。集团虽然没有就获通知有关集团防止贪污政策及程序的供货商及业务伙伴的数目作出记

录，但集团经常提醒他们留意现有的相关数据，如香港交易所的《供货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或

在标准采购协议或合约或服务聘用合约中加入要求遵守防止贿赂法例的相关条文。 

 

香港交易所须根据《集团防止贿赂及防止贪污政策》及《小区投资政策》作出小区投资（包括慈善

捐献及企业赞助）。人力资源科部及企业传讯科须分别负责监察及确保作出有效的捐献及赞助。 

 

集团设有举报政策，利便雇员对违反操守事件进行汇报。该政策适用于集团所有员工及非员工（如

集团成员聘用的顾问及承包商）。雇员可就任何关于不当及违法行为或机构疏忽职守等事宜联络指

定人员，或可按其意愿以机密及匿名方式 （可毋须畏惧遭报复或迫害）直接联络香港交易所稽核委

员会、LME稽核及风险委员会或 LME Clear稽核委员会之主席。除了集团举报政策列明的内部举报

的程序，香港交易所亦设有安排让外界人士以机密方式提出举报，例如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载有清

楚指引让外界人士，包括投资者、供货商、卖方及其他第三方，透过指定投诉电话热线提出投诉 

 

防止金融罪行 

香港交易所设有《集团防止金融罪行政策》。该政策适用于香港交易所集团的全部雇员（包括临

时、合约、借调的员工）和顾问，以及香港交易所集团旗下所有公司。该政策就相关法例（当中包

括《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贩毒（追讨得益）条例》及《有组织及严重罪行条

例》）提供摘要。该政策亦载述洗钱报告主任的职责，包括负责香港交易所集团的相关制度、监控

措施（例如客户尽职审查及制裁审查）和培训，以及香港交易所集团及其雇员在以下情况须遵守的

规定，包括：1）当与市场参与者、会员或已申请成为市场参与者或会员的人士进行交易；2）当与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Documents/Corporate-Suppliers-Policy-Statement-and-Code-of-Conduct_c.pdf?la=zh-HK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Contact?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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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香港交易所集团成员有业务关系的任何人士或实体进行交易；以及 3）当发现可疑的交易以及

其后的处理及汇报事宜，包括必须恰当地记录及保留所有相关文件至少 5年的要求。 

香港交易所董事会辖下一个委员会、LME稽核及风险委员会及 LME Clear稽核委员会对该政策标准

负有全面责任，包括检讨针对该政策提出的问题所采取跟进行动之成效。 

经济表现 

 

香港交易所恪守高度的企业管治标准，并每季刊发财务业绩。董事会采纳向股东定期派发股息的政

策，目标派息率为 90%。香港交易所自于香港上市以来不曾收取任何政府团体的财务资助。集团为

旗下香港雇员提供一项界定供款公积金计划，亦为 LME集团所有年满 25岁的雇员提供一项界定供

款退休金计划，有关该等计划的详情已载于年报的综合财务报表附注及香港交易所集团网站。 

 
 

集团的目标是：（i）继续运用集团的核心能力以达到内部增长；（ii）按成本效益评估业务建议，以

确保营商的可行性；及（iii）透过稳健及负责任的商业常规取得持续盈利增长。为达成这些目标，并

执行《战略规划》所列举措，集团每年的下半年都进行广泛及全面的年度营运预算工作。预算编制

过程包括与个别科╱部作详细咨询，并与管理层共同讨论。 

产品及服务责任 

产品及服务发展 

根据《证券及期货条例》，认可交易所及结算所的规则的任何修订均须经证监会批准。一般而言，

新订或经修订的规则生效前，或推出产品或服务前，相关的数据会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新闻

（新闻稿）」 一栏及 LME网站「News」 一栏。有关数据亦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上市」、

「产品」及「服务」以及 LME网站「Key Compliance Notices」等适当栏目。 

 

香港交易所拟定任何市场计划前，会先考虑有关计划对相关权益人及市场的影响。除征询有关咨询

小组（小组由市场参与者及业界专家代表组成）的意见，香港交易所亦会参考其他交易所及结算所

曾实行类似措施的做法。在推行重要计划前，香港交易所会进行公众咨询收集有关人士的意见，并

进行全面分析及考虑。市场咨询响应及市场咨询总结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以供公众人士浏

览。 

如任何新产品或服务设计推出涉及现有条例、规则及程序修订，这些修订均在取得证监会正式批准

后才推行。公司内部会安排简布会确保雇员了解新产品或服务，并指导雇员如何向市场参与者说明

有关信息。销售数据如产品数据细则等均按证监会发出的有关指引（例如《上市结构性产品推广材

料的指引》）编制，并在刊发前获得其批准。有关香港交易所产品及服务的详情载于香港交易所市

场网站。 

http://www.hkexgroup.com/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framework/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remuneration/employees-remuneration-structure?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sc_lang=zh-HK
https://www.lme.com/en-GB/News
http://www.hkex.com.hk/Listing/Rules-and-Guidance/Whats-New?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Products/Securities/Equities?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Overview/Trading-Mechanism?sc_lang=zh-HK
http://www.lme.com/regulation/rules/notices
http://www.hkexgroup.com/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framework/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onsultative-panels?sc_lang=zh-HK
http://www.hkexgroup.com/corporate-governance/corporate-governance-framework/corporate-governance-practices/consultative-panels?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mktconsul/marketconsultation_c.htm
http://www.hkex.com.hk/Products/Securities/Equities?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Overview/Trading-Mechanism?sc_lang=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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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 

为确保顾客满意，除定期接触上市发行人、交易所参与者及信息供货商，搜集其对香港交易所政

策、产品及服务的意见，香港交易所亦采用一套全面及稳健的方式处理日常透过专设热线和电邮通

信接收的市场参与者、投资者和公众人士查询和投诉。热线电话、电邮地址及处理投资者查询及投

诉的政策一并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   

知识产权 

香港交易所尊重知识产权，并设有不会在业务中使用侵权刊物的政策。香港交易所《人力资源守

则》载有「遵守《版权条例》的一般指引」（见《香港交易所雇员政策要点》（只有英文版）），

概述《版权条例》的条文大纲，作为雇员履行职务时的参考。 

市场推广 

市场推广涵盖所有有关集团产品及服务的数据，该等数据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产品」及「服

务」两栏，以及 LME网站「Trading」及「Metals」栏目。透过香港交易所旗下市场，投资者可以

买卖许多不同种类的证券及衍生产品，包括股份、交易所买卖基金、结构性产品、期货及期权等

等。香港交易所亦在批发层面提供广泛的交易前及交易后服务。香港交易所亦建立互联互通市场网

站为投资者提供沪深港通的最新信息，及提供渠道以便利投资者取得香港、上海及深圳的上市公司

之最新资料及三地市场走势。 

 

集团于香港交易所集团网站、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及 LME网站刊发新闻稿，向公众人士及时提供有

关集团活动、决策及常规和政策修订的最新资料。作为上市发行人的前线监管机构，香港交易所对

上市发行人采取纪律行动后，会在实际可行情况下尽快刊发监管新闻及最新资料。有关首次公开招

股申请、除牌和停牌之报告每月载于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新闻（新闻稿）」 一栏。集团亦在香港

交易所市场网站及 LME网站向交易所╱结算参与者╱会员发出通告及告示，知会他们有关集团产品及

服务的新政策及程序或修订。 

为方便用户阅取一般信息以及有关其业务功能的数据，香港交易所于 2015年推出一个互动语音电话

系统 （Interactive Voice Response telephone system），为市场从业者及广大投资者在书面以外提

供一个有效的沟通渠道。 

 

教育及路演是集团向全球市场参与者和用户推广产品及服务的有效途径。集团的行政人员不时在不

同业界组织及机构举办的培训课程中担任讲者，讲题环绕集团产品及服务。 

 
 

  

http://www.hkex.com.hk/chi/global/contact_c.htm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Governance/Documents/Key-Policies-and-Guidelines-for-HKEX-Employees.pdf?la=zh-HK
http://www.hkex.com.hk/Products/Securities/Equities?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Overview/Trading-Mechanism?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Trading/Securities/Overview/Trading-Mechanism?sc_lang=zh-HK
http://www.lme.com/trading
http://www.lme.com/metals
http://www.hkex.com.hk/chi/csm/index.htm
http://www.hkex.com.hk/chi/csm/index.htm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Centre/News-Release/HKEX-Group?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News/News-Release?sc_lang=zh-HK
http://www.lme.com/news-and-events/press-releases
http://www.hkex.com.hk/chi/newsconsul/hkexnews/news_c.htm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services/circulars-and-notices/participant-and-members-circulars?sc_lang=zh-HK
http://lme.com/en-gb/news-and-events/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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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私隐 

集团不时在的日常营运中就不同目的向权益人收取个人资料。香港交易所明白其收集、持有、处

理、使用及╱或转移个人资料的责任。个人资料仅为合法及相关目的而收集，并已采取适当步骤确保

香港交易所持有的个人资料准确无误。集团的「私隐政策声明」已载于香港交易所集团网站，《香

港交易所集团私隐政策》亦载于内部网络。集团将根据香港交易所集团网站及香港交易所市场网站

内的「私隐政策声明」及 LME网站内的「Privacy statement」使用收集所得的个人资料。 

集团致力保障个人资料不会未经许可遭泄露及被侵权。集团的《操守准则》定下雇员须保护于雇用

期间取得的机密或敏感资料的合约责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定期就「《个人资料（私隐）条

例》及最新修订」向雇员提供讲座，以提升他们对个人或业务数据私隐的认识。香港交易所的企业

数据中心及设备托管服务获得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系统认证，以保护客户数据及有效管理有关

信息保安风险。 

系统的稳定及可靠性 

 

维持所有主要交易、结算及交收以及市场数据发布系统稳定及可靠，对增强投资者对香港金融市场

的信心至为重要。除定期提升技术及处理量、委聘独立顾问进行评估外，亦定期进行市场演习及业

务复原演习，以确保在新产品或服务推出前系统及市场已作完善准备，并在系统发生故障时可迅速

复原。有关香港交易所市场系统的进一步数据（包括系统升级的数据文件及技术文件）载于香港交

易所市场网站及 LME网站。 

反竞争行为 

 

由于香港交易所及旗下交易所和结算所受《证券及期货条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76条规管，

实施新收费或费用修订均须经证监会批准。根据香港交易所与证监会于 2001年 2月签订的监管谅解

备忘录，向证监会提交任何收费建议时，香港交易所必须附带美国、英国、德国、新加坡及澳洲以

及其与证监会就个别情况协议的其他市场的交易所和结算所收费作为比较。谅解备忘录特别指明，

订定收费机制的主要关注为确保香港交易所并不滥用其专营地位而收取过度或掠夺性的费用，又或

以其他方式歧视个别参与者。除香港交易所、联交所、香港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期权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期货结算有限公司及香港场外结算有限公司

外，集团所有其他在香港进行经济活动的实体均受《反竞争条例》（香港法例第 619 章）规管。香

港交易所已发出内部合规手册让其雇员知悉为有关非豁免实体履行职务时须注意的指引。LME及集

团在英国注册成立的附属公司均受英国竞争规例规管。 

 
 

  

http://www.hkexgroup.com/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http://www.hkexgroup.com/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http://www.hkex.com.hk/Global/Exchange/Privacy-Policy?sc_lang=zh-HK
http://www.lme.com/about-us/legal-disclaimer/privacy-policy/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market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market_c.htm
https://www.lme.com/Trading/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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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 

 

集团会密切注视对于可能严重影响集团可持续发展及策略以及香港金融行业的公共政策修订的主要

发展。集团在政治立场上保持中立，未曾向任何政治组织捐款。 

负责任的投资 

 

有见负责任的投资市场正在增长，及香港交易所作为一家持有大量金融资产的公司的责任，香港交

易所的《投资政策及指引》已部分采纳了以下主要原则： 

 香港交易所重视其所投资的公司在环境、社会及管治方面的情况。 

 评估一家公司是否适合投资时，香港交易所会在选择投资时考虑其环境、社会及管治因素。 

 此外，香港交易所在投资烟草及烟草关连行业及香港交易所股份时设有特定限制。             

供应链管理及采购常规 

 

集团选用能反映其价值及承担的供应链。香港交易所作为一家提供交易、结算及交收、存管及代理

人服务以至证券及衍生产品交易链核心部分的信息服务的基础设施供货商，实质上是一家建基于资

本密集行业里信息技术的企业。为维持旗下平台及市场系统稳定可靠，以及将香港交易所构建成一

家提供全方位产品及服务、和纵向全面整合的全球领先交易所，香港交易所投放了大量资源发展可

迎合国际标准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 

基于业务性质及战略目标，香港交易所最主要的供货商为信息技术公司及专业服务供货商。其他主

要供货商包括提供服务支持香港交易所基础设施及人力资源管理的公司，及提供管理、保安、机电

工程、建造及装修、传媒相关及保险等服务的公司。根据香港交易所业务的位置和性质，除本地无

法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外，大多数商品及服务都由香港供货商和服务提供商提供。香港交易所的采购

指引强调供货商的选择应考虑，但不仅限于，价格竞争力、质素、规格的履行和物流服务。 

 

香港交易所明白采购决定对社会及环境有影响，故有责任妥善管理。香港交易所制定了一套供应链

管理指引，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系统一部分，针对香港交易所的主要供货商对社会及环境所产生

的重大影响。这套指引让香港交易所在招标过程中向准供货商收集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资料，并在

适当及从经济角度考虑可行时在招标文件加入产品及服务的环保规格。香港交易所已向主要供货商

提供一份企业社会责任资料，并要求他们与香港交易所经商时，在可能及适当情况下必须符合香港

交易所的《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企业供货商政策声明》及《供货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内所列

的基本企业社会责任要求。要求包括符合法例及规则、商业道德（包括防止贪污）、小区发展、人

权、劳工措施及环境保护。香港交易所的准主要供货商会被要求在投标时完成一份企业社会责任问

卷，以提供有关资料证明他们是否已遵守香港交易所的《供货商企业社会责任守则》，例如该供货

http://www.hkexgroup.com/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Our-Approach/Governance-and-Management?sc_lang=zh-HK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Documents/csrpolicy_c.pdf
http://www.hkexgroup.com/-/media/HKEX-Group-Site/ss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Documents/Corporate-Suppliers-Policy-Statement-and-Code-of-Conduct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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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有否制订涵盖商业道德议题的书面政策（例如防止贪污）及相关程序以确保其雇员及服务提供商

遵照有关的商业道德政策及法例。该份填妥的企业社会责任问卷会被用作评核有关准主要供货商的

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作为香港交易所权益人参与计划的其中一部分，主要供货商及业务伙伴会被邀

请参与由香港交易所就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议题所举办的讲座。 

 轻及适应气候变化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有责任认清及评估在公司整体层面因应气候变化而产生的任何重大风险和机

遇。此外，集团的企业风险管理架构是为处理不同性质风险而设计。香港交易所属金融及信息产品

及服务的提供者，温室气体排放相对较少，但对于气候变化对监管、实质、竞争以至声誉上的风险

和机遇同样重视，希望可以尽量减少有关气候变化的直接及间接成本，同时管理好投资者在这方面

的权益。香港交易所会密切留意可影响其业务、供应链及客户的环境相关监管发展，及评估所产生

的风险。 

 

香港交易所目前并未发现任何因应气候变化的监管规定对集团构成重大风险，但集团预料在未来数

年，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和规定的发展、中央政府推出减排监管措施，以及香港政府持续对减

碳增加承担等因素，可能对香港交易所作为上市公司及交易所控制人的角色构成潜在风险。香港交

易所面对的实质风险大部分涉及气候变化在下列方面可能造成的影响：沿岸水位上涨、热带气旋的

频密及严重程度、传染病、流行病和电力故障发生。若这些实质风险变为事实，部分可能会对香港

交易所的交易、结算及交收活动以至产品服务的提供带来风险，有机会影响业务。因此，香港交易

所定有应变计划管理这些风险。因强烈热带风暴或暴雨而致市场半日或全日休市的情况并不经常发

生，但由于香港交易所运作暂停或中断会影响多方权益人，香港交易所一直备存应变计划，以确保

即使悬挂 8号或以上台风讯号或黑色暴雨警告，市场仍能有秩序运作，有关详情已载于香港交易所

市场网站。此外，所有重要的交易及结算系统都设有后备系统，并定期接受测试，力求系统可迅速

复原以及服务中断时间尽可能缩至最短。 

 

为响应香港政府的减碳行动，香港交易所于 2008年 9月已自愿签署《减碳约章》，又成为环保署推

出的「绿色香港 ─ 碳审计活动」的绿色机构。香港交易所是环境局开发的「碳足迹网上数据库」的

参与者，此数据库让香港上市公司披露其碳足迹数据。此外，香港交易所由 2009年起就 CDP（前

称 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碳信息披露项目）的非政府组织）的年度信息要求作出响应，为改

善气候风险管理及在商界推广可持续经济增长出一分力。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typhoons/trading_arrangements_during_typhoon_and_black_rainstorm_c.htm
http://www.hkex.com.hk/chi/market/typhoons/trading_arrangements_during_typhoon_and_black_rainstorm_c.htm
http://www.epd.gov.hk/epd/tc_chi/climate_change/ca_chart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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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 

 

由于用电产生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是集团碳足迹的最主要来源，香港交易所在各办公地点实行各种

节能及能源效益措施。香港交易所位于将军澳的数据中心获得备受尊崇的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的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领先

能源与环境设计）核心及外壳发展和现有楼宇：运作及保养金级认证以及推行了获得国际认可的

ISO 14001标准认证的环境管理系统及 ISO 50001标准认证的能源管理系统。多项符合环保最佳常

规标准的功能已被采纳，包括在办公楼层采用 LED照明，及安装高效能的电机装置及自动灯光控制

系统，以减低能源耗量及避免不必要的能源浪费，另外亦设置高效能的供水设备，减少使用饮用

水。香港交易所亦已装置副电表，以掌握办公室内个别电机装置的能源使用，从而改善汇报及管

理。 

 

香港交易所亦会进行能源审计，确保数据中心和所有其他办公地点的楼宇设备装置的有关主要类

别，日后开展主要装修工程时，将符合《建筑物能源效益守则》的设计标准。 

 

减少用纸 

 

用纸是集团日常业务中另一与环境有关的主要事项。香港交易所已在公司内部实行了一系列的措施

以减少办公室用纸及推广废纸重用。香港交易所已采用多项以电子系统处理或自动化的行政程序，

包括假期申请及批准系统、表现评核系统、处理购股权程序、证券申报及批核系统、薪酬纪录系统

及于股东大会上采用的电子投票表决系统。公司刊物（包括年报、中期报告及推广小册子）只会按

需要印制，并尽可能使用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森林管理委员会）认证纸或再生纸。此外，

香港交易所亦推出了多项市场措施以助市场参与者减少用纸，例如电子认购首次公开招股服务、印

花税申报及付款自动化及单一牌照制度。香港交易所于股东周年大会采用了电子投票系统以进一步

减少用纸。香港交易所亦鼓励股东透过电子方式阅览香港交易所的公司通讯，这不但可节省用纸，

也是与股东沟通的最便捷途径。为表谢意，每有股东选择以电子方式收取公司通讯，香港交易所会

捐出 50港元予致力推动环保的慈善团体，上限为每年 10万港元。 

 

废物管理 

 

集团采取了负责任的废物管理常规，包括避免产生废物、源头减废以及重用、回收及负责任地处置

废物。香港交易所的《企业社会责任守则》就其多项废物管理安排及措施提供指导，以助雇员以妥

善及符合环保的方式，并按法律规定及业界最佳常规处理办公室产生的废物。香港交易所在各办公

地点设置回收纸张、塑料及金属的设施。香港交易所亦回收废弃电线、电子零件、日光灯管、碳粉

盒及充电电池，使用过的信息技术及电子设备则透过环保署的电子及电器回收计划回收循环再用。

基于其业务性质，集团没有产生重大的危险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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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年起，香港交易所于办公地点完成了数次废物审计，以取得废物组合及数量的详尽数据，从

而检讨雇员对废物回收的习惯，并确定须改善的地方。审计结果有助香港交易所制定减废策略及提

高雇员对其管理废物的绩效的认知。借着与其承办商合作，香港交易所将持续改善收集及记录各办

公地点的废物弃置及回收数据，及扩大废物回收计划。  

为与香港小区一同应对都市固体废物的挑战，香港交易所数据中心已签署惜食约章，承诺实践推广

良好守则和推动行为上的转变，减少厨余。  

 

节约用水 

 

除数据中心外，集团的营业地点均为租赁的办公楼宇，集团日常营运没有遇到任何供水问题。香港

交易所在数据中心透过收集雨水循环再用于灌溉、使用双掣式冲水坐厕、使用自动水龙头及以冷却

塔的剩水冲厕等方法节约用水。 

环保教育及宣传  

 

环保教育及宣传可鼓励雇员采取对环境负责任的行为，协助香港交易所履行承诺，减低对环境的不

良影响。除举办公司活动外，我们亦经常鼓励雇员参加外间举办的环保推广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