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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 — 平均分 

 第四屆 
HKBSI 

第三屆 
HKBSI 

變化 

（第四屆與第三屆

HKBSI 比較） 

第二屆
HKBSI 

第一屆
HKBSI 

變化 

（第四屆與第一屆

HKBSI 比較） 

平均分 

（所有公司） 
56.01 50.82 +10.21% 45.73 41.75 +34.16% 

首 20 名企業 

平均分 
75.57 72.46 +4.29% 68.82 57.25 +32.00% 

香港公司 

平均分 
64.22 60.01 +7.02% 55.44 49.42 +29.95% 

非香港公司 

平均分 
48.44 42.33 +14.43% 36.02 35.17 +37.73% 

 

整體表現級別 

 
第四與第三屆

HKBSI 對比 
第四屆 HKBSI 第三屆 HKBSI 第二屆 HKBSI 第一屆 HKBSI 

90-100分 

典範者 
+1 1 (2%) - - - 

80-89分 

前驅者 
+3 8 (16%) 5 (10%) 2 (4%) - 

70-79分 

出眾者 
-3 3 (6%) 6 (12%) 10 (20%) - 

60-69分 

平庸者 
+1 8 (16%) 7 (14%) 3 (6%) 8 (16%) 

50-59分 

實踐者 
+5 12 (24%) 7 (14%) 4 (8%) 12 (24%) 

50分以下 

探索者 
-7 18 (36%) 25 (50%) 31 (62%) 3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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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價值觀—過程—影響」（VPI 模式）分數變化 

 第四屆 

HKBSI 
第三屆 

HKBSI 

變化（第四屆與

第三屆 HKBSI

比較） 

第二屆 
HKBSI 

第一屆 
HKBSI 

變化（第四屆與

第一屆 HKBSI

比較） 

價值觀 66.34 62.40 +6.31% 53.53 54.08 +22.67% 

過程—管理 61.36 58.48 +4.92% 54.80 50.97 +20.38% 

過程—實踐 62.35 56.22 +10.90% 51.71 37.34 +66.78% 

影響 39.23 32.59 +20.37% 28.51 32.71 +19.93% 

 

非香港公司「價值觀—過程—影響」分數變化 

 第四屆 HKBSI 第三屆 HKBSI 
變化（第四屆與 

第三屆 HKBSI 比較） 

價值觀 61.88 57.50 +7.62% 

過程—管理 53.73 50.96 +5.44% 

過程—實踐 53.67 45.45 +18.09% 

影響 30.71 23.36 +31.46% 

 

HKBSI 企業十強排名 

1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2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3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4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5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6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7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8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9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10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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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香港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公司名單（按英文名稱排序） 

瑞聲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友邦保險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東亞銀行有限公司 *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 * 

中國建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蒙牛乳業有限公司 

招商局港口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移動有限公司* 

中國海外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華潤置地有限公司 

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神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聯合網路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中信股份有限公司 

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 

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 

長江基建集團有限公司 

中電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海洋石油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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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桂園 

石藥集團有限公司 

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恒隆地產有限公司* 

恒生銀行有限公司* 

恒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恒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 

滙豐控股有限公司 * 

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 

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 

中國石油天然氣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金沙中國有限公司 

信和置業有限公司* 

新鴻基地產發展有限公司*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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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控股有限公司 

中國旺旺控股有限公司 

萬洲國際有限公司 

九龍倉集團有限公司* 

 

* 首二十名企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