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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範圍 

香港賽馬會（下稱「馬會」）發表2021年度環保報告，此雙

年報涵蓋馬會由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兩個

財政年度的環保表現。 

本報告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

告標準》的「核心」選項而編製，重點披露馬會在環保及

資源管理方面的績效和措施。本報告補充馬會年報內的

資料，兩者應一併閱讀。在報告最後部分，我們將GRI表

格與香港交易所的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披露要

求互相對照。馬會的環保報告與時並進，披露更多水資

源相關資料，詳見本報告「水資源管理」部分。 

馬會網站亦載述大量資訊，特別是關於企業社會責任及

可持續發展方面，例如企業管治、有節制博彩、員工身

心健康，以及慈善捐款和社區貢獻等範疇。 

本報告涵蓋馬會擁有其營運控制權的所有實體，包括

香港以外的業務。相關實體資料詳列於年報的財務報告

內。本報告的「慈善及社區」部分亦涵蓋滘西洲公眾高爾

夫球場、公眾騎術學校及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報告亦

詳述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下稱「信託基金」）對社區

環保計劃的支持以及主要項目。信託基金的資訊詳見

馬會年報及網站。

報告保證 

馬會委聘香港生產力促進局（下稱「生產力局」）對本報告

作獨立驗證覆核。生產力局的核實聲明載於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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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的
世界級賽馬機構

核心價值

• 卓越領導
• 堅守誠信
• 持續進步
• 服務社群

宗旨及價值

綜合營運模式

馬會概覽

馬會透過其綜合營運模式，創造經濟

及社會價值。 

2020/21年度，馬會透過稅款及慈善捐

款，將77%的博彩及獎券收入直接回

饋香港。

賽馬及 
馬場娛樂

馬會持續提升香港世界級 
賽馬的質素，舉辦娛樂與 
體育活力兼備的賽事， 
足令香港引以為傲。

有節制 
體育博彩及獎券

我們提倡有節制體育博彩， 
藉著一流的體育博彩及 
獎券服務滿足大眾的需求， 
以協助防止他們參與 
非法賭博活動。

慈善及社區
我們透過稅款、慈善捐款及 
主動投入社會服務， 
致力改善香港市民 
的生活質素。

會員會所
香港賽駒數目雖然不多， 
但全賴馬會會員引入頂級 
佳駟，令香港賽馬備受 

全球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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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一份環保報告於2019年發表以來，世界發生了劇

變。新冠病毒固然重創全球，但亦顯示出各方合作是解

決全球危機的唯一途徑，應對氣候變化尤其如是。科學

家認為，未來十年的努力，對應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 

馬會竭力做好本分。2020/21年度，馬會的碳排放總量

（包括香港和內地）較2018/19年度減少9.8%，與2009/10

基準年度相比減少15%。這在一定程度上歸因於疫情期

間營運規模縮減，另一原因是馬會在香港最大的電力供

應商將碳強度減少25.6%。雖然如此，考慮到從化馬場

亦於同期投入運作，我們在這方面的表現絕對值得肯定。

事實上，從化馬場開幕反映了許多企業當前面對的難

題：如何在保持增長之餘降低排放量。對馬會來說，

這點尤其重要，因為馬會透過其綜合營運模式，以稅款

及慈善捐款回饋社會，而這些貢獻與業務發展直接相關。 

因此，馬會不斷努力減少及緩解其環境足跡的影響。

從化馬場本身的設計及建造過程充分考慮環保因素。

於2020年10月啟用的跑馬地新會所亦同樣注重環保，

並已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綠建環評」金級認證。 

馬會亦繼續在能源效益、減廢及水資源管理投放資源，

減少使用紙張及即棄塑膠產品，同時在公司辦公室，

以至馬房、馬場及會所大力推行環保。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報告

馬會致力建設更美好社會，著力

減少對環境的影響，務求推動社

會走向更環保的未來。事實上，

隨著氣候變化的問題日益嚴重，

馬會正投放更多資源減少碳 

排放，包括投資於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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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報告

過去一年，相關措施包括增加可再生能源設施，在跑馬

地馬場中場席停車場安裝太陽能光伏板。未來四年，

馬會計劃在另外67個樓頂安裝太陽能板，當中包括馬會

營運的社區設施，目標是於2025年7月前，每年發電約

300萬千瓦時。 

馬會馬房約有1,400匹賽駒，因此馬房廢物管理是另一個

關鍵範疇。馬會正在設置一台利用熱解技術的小型設

備，將廢物轉化為可與堆肥混合使用的生物炭。該廠房

將於2022年2月前投入運作。 

除在營運上推行環保措施外，馬會亦透過信託基金大力

支持環保，包括推動環保建築、可再生能源、水資源管

理、減廢，以及保護生物多樣性。主要項目詳情見於本

報告「慈善及社區」部分。 

馬會的環保工作全賴員工支持。過去兩年，馬會在教育、

培訓及提高員工意識不遺餘力，特別是於2019年舉辦

「綠惜未來獎」，表揚員工的傑出表現。

展望未來，馬會將進一步致力減少碳足跡及保護環境，

當中不免會困難重重，然而響應環保刻不容緩，我們定

必盡己之力，全力以赴。 

最後，本人衷心感謝馬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馬會

會員及員工一直以來的支持。  

簡志宏

資訊科技及持續發展事務執行總監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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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導

馬會在環境方面的管治，委員會

主席由其中一位執行總監擔任。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每兩個月

召開一次會議，檢討馬會各個營

運範疇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工作，

並協調各個部門，共同實現馬會

的環保目標。

綠色管治

5

內地從化馬場已成立環境委員會，由從化馬場總經理出

任主席。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根據 ISO 14001環境管

理標準檢討環境管理表現。從化馬場的總經理亦是馬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委員。北京會所及深圳香港馬會技術

開發有限公司則向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相應事務處代表

匯報環保工作。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公眾騎術學校和大館 — 古蹟及

藝術館均納入本報告的「慈善與社區」部分。此外，雖然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包括信託基金代表，但信託基金

支持的環境項目一般不在馬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職權

範圍內。 

在營運層面上，馬會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在多項環保政策

及指引中有所闡述。為配合增長，馬會不斷檢討環保策

略，確保相關政策及措施在各個業務範疇中一致落實。 

值得一提的是，馬會於2020年12月更新水資源政策，由

各事務處和部門主管負責徹實執行，詳情載於本報告的

「水資源管理」部分。沙田馬場的彭福公園改善計劃於

2020年8月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取得直接環境許可

證。該項目包括興建馬術體驗中心及改進公共設施，有

關工程將於2022年8月至2025年中進行。

2021年度環保報告香港賽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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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治

為求管治和管理穩健，必須確保全體員工了解其職責，

並擁有所需技能。所有馬會全職僱員均必須參加環保

培訓，透過員工入職課程（包括行政人員的網上課程），

了解相關措施。相關前線及管理員工（包括從化馬場的

員工）亦須接受有關合規及營運控制程序的培訓。

管理委員會

其他業務／附屬公司事務處／部門

員工 供應商及承辦商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環境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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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治
Green Governance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成員

資訊科技及持續發展事務執行總監

持續發展高級經理

賽馬活動市務及贊助高級經理

零售及電話投注事務部主管

培訓及發展高級經理

兩地馬房營運及馬主服務部主管

賽馬日營運、跑道及賽馬設施部主管

物流及運輸部主管

策略採購部主管

公共事務部主管（企業及慈善傳訊）

資訊科技營運服務高級經理

沙田會所總經理

物業設施管理部主管

慈善事務高級經理（體育及環保）

從化馬場總經理

持續發展經理

環保合規 
於本報告期內，馬會未有收到環保違規通知，對兩宗有

關光滋擾的投訴已迅速處理，並已檢討相關控制程序。

馬會內部制定了另外幾項涉及監察和更新老化基建的

改善措施，並落實相應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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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管治

馬會的主要環保承諾

為員工提供教育及培訓，
鼓勵他們工作時積極考慮
環保責任。

在馬會各項服務以及設施
的規劃、設計、建造、
運作和維修方面，融入環
保元素。

防止污染；透過源頭減廢
及回收再造，盡量減少
廢棄物；以及節省天然
資源。

遵守適用法例及與馬會設
施相關的其他環保要求。

鼓勵業務夥伴、供應商、
承辦商及分判商達至相同
的環保水平。

支持社區環保工作、
保育項目及活動。

優先議題、重點及風險  
馬會定期聯繫各界持份者，每年透過業務規劃過程檢討

進展、評估議題優先次序及制定清晰的環境績效目標。

過去兩年，馬會一直就都市固體廢物及提升建築和能源

效益的議題，與香港及內地有關部門持續對話。馬會也

關注香港及華南地區多個環境相關議題，並與非政府

機構及政府部門保持連繫。

一如往年，馬會優先處理的議題為碳排放、能源使用及

減廢。馬會在這三方面的績效表現和現行工作，詳見

第9至10頁「管理我們的『蹄印』」一節。績效數據摘要

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內容索引則載於本報告最後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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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履行建設更美好社會的宗旨，馬會繼續投放資源發展

業務。過去兩年，馬會完成及持續推展若干項目。雖然

馬會充分考慮環保因素，盡可能遵守環保建築規範，

但該等項目仍會對馬會未來的整體環境「蹄印」產生影

響。主要項目詳述如下： 

跑馬地新會所於2020年10月1日開幕後，「The Hilltop in 

the Valley」樓面面積增加45,000平方米，餐飲店舖由

七間增至20間。新會所採用可持續的建築設計及材料，

獲香港綠色建築議會頒發綠建環評金級認證。

興建中的全新資訊科技營運大樓預計於2024年啟用。大

樓位於沙田，旨在整合數據中心營運，從而提升整體效

率及集中運作。大樓的設計符合數據中心的第三級（第二

最高）標準。 

沙田馬場繼續按照「馬場發展大綱」進行翻新工程，計劃

斥資21億港元興建餐飲及投注設施，而擴建會員停車場

及改善會員入口設施的相關工程正在進行。馬會亦計劃

將使用超過40年的馬房及訓練設施升級。 

從化馬場自2018年開幕以來，逐步拓展馬房

及訓練設施。自2019/20至2020/21年度，賽

駒數目增加24%，相關的物料消耗、用電及

用水亦有所增加。為籌備於2025/26賽季起

舉辦的賽事，以及支持大灣區的馬產業發

展，馬會將建造一個看台、三座新馬房、馬

匹訓練及復康設施，以及增建一棟員工宿舍

大樓。賽事正式開展後，預計從化馬場每個

賽馬日將可容納多達8,000名觀眾。

管理我們的「蹄印」

馬會致力在各個營運範疇實現長遠的環境可持續發展，

務求為馬會及社區的綠色未來出一分力。疫情期間，

馬會的營運縮減，環境足跡短期亦因此有所減少。長遠

而言，馬會仍會專注改善能源使用、減少廢物及提升

用水效益。



在香港，馬會2020/21年度的碳排放量較2018/19年度減

少21.6%，除歸因於疫情期間營運規模縮減外，也由於馬

會在香港最大的電力供應商將碳強度減少了25.6%。 

內地方面，從化馬場於2019/20年度及2020/21年度的二

氧化碳排放當量分別為11,744公噸及12,686公噸，反映

更多賽駒使用其設施而使營運有所增加。2020/21年度，

從化馬場佔馬會整體碳足跡的11%。由於計入從化馬場，

2018/19年度內地的碳排放量增加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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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我們的「蹄印」

碳排放

2020/21年度，馬會的碳排放總量較2018/19年度減少

9.8%，與2009/10基準年度相比減少15%。碳排放總量

並未因從化馬場於2018年開幕而增加。

2020/21年度碳排放量較
2009/10基準年度減少

二氧化碳
排放當量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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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 公噸）範疇一及範疇二 *

碳
排
放

香港 北京會所及深圳香港馬會技術開發有限公司 從化馬場

* 範疇一：指由機構控制或擁有的來源產生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例如鍋爐、火爐、車輛燃燒燃料的相關排放）。
範疇二：指由機構所購的電力、蒸汽及熱能或冷卻時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為減少運輸的碳排放，馬會將在2022年7月前將轄下

私家車隊轉為電動車或混能車。馬會一直在物色電動貨

車及電動跑道車，並於過去兩年購置入兩輛電動型多用

途車。同時，馬會致力確保轄下所有輕型、中型及重型

貨車在特定時間內達至歐盟五型或以上的排放標準，

亦會因應新推出的電動車或新能源汽車的性能而調整

相關目標。 

馬會正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層的製冷劑。截至2021年7月，

會所、馬場及場外投注處使用R-22製冷劑的623台冷氣

機組中，有201台已更換，餘下機組也會於未來數年

更換。 

如下文所述，馬會計劃在可行範圍內盡量安裝太陽能

光伏板，而首個試驗項目已於2021年6月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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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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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使用及效益 

馬會的能源耗用量主要源於用電，其中以馬場、馬房及

辦公室的照明及冷氣用電量最大。因此，馬會不斷設法提升

能源效益及減少能源耗用量。

電力消耗佔馬會本港和內地碳足跡的89.7%。 

在香港，2020/21年度的用電量（以千瓦時計算）較

2018/19年度減少7.1%，主要歸因於疫情期間馬會設施

曾經暫時關閉。然而，由於主要業務團隊及人員需要

繼續在馬會設施維持日常運作，因此，「在家工作」對

辦公室的能源使用只有輕微影響。

為提升能源效益，馬會計劃擴展沙田馬場的區域供冷系

統，並繼續在現有建築物的升級及翻新方面投放資源。

值得注意的是，會員事務團隊已於香港各會所實行為期

五年的能源效益計劃，過去一年的措施包括重新校驗

冷氣、供暖、通風及供水系統，以改善及優化營運。 

沙田馬場全新的資訊科技營運大樓預計於2024年初落

成，屆時可能會增加馬會的能源耗用量，在新系統測試

時情況將會尤其明顯。然而，全自動化的大樓可大

幅減省駐埸人手，同時大大減低照明需要。大樓的設計

務求滿足數據中心的第三級（第二高）標準，電力使用

效率 (PUE) 目標為1.45。

預計於2024年落成的全新資訊科技營運大樓構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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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的業務增長反映了許多企業當前面對的難題：如何

在保持增長之餘降低能源耗用量，並發掘機會提升能源

效益。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於2015/16年度啟用，用電

量繼而增加5.5%；疫情則令用電量自2018/19年度以來

下降7.1%。 

在內地，2020/21年度的能源耗用量較2018/19年度增加

290%，皆因從化馬場於2018年啟用並逐步擴大營運，

導致能源及燃料耗用量增加。事實上，從化馬場以訓練

及復康設施為主，營運大致上不受社交距離及防疫措施

影響。然而，馬場進一步擴充及於2025/26年推出賽事

則可能會增加能源耗用量。 

受疫情影響，北京會所及深圳香港馬會技術開發有限公

司2020/21年度的能源耗用量較2018/19年度略為下降。

2021年3月，北京會所把走廊及包廂的石英燈更換為

LED燈，預計相關的全年照明電費較2018/19年度可節省

85%；與此同時，北京會所的碳排放和能源耗用量（電力

及天然氣）亦會相應減少。

如圖所示，用電量自2009/10年度以來維持穩定，在業務增長（包括多座新大樓啟用）的情況下，仍錄得節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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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 

馬會計劃在可行範圍內盡量為現有的香港建築物安裝

太陽能光伏板。首個太陽能項目位於跑馬地馬場中場席

停車場，於2021年6月投入運作，每年發電量約46,000

千瓦時。此項目的太陽能板已接駁至電網並參與政府的

上網電價計劃。未來四年，馬會將推展項目至在另外

67處設施的樓頂。 

綠色運輸 

馬會在本港擁有約240輛汽車，包括私家車、貨車、運馬

車及非道路車輛，後者專用於跑道保養等工作。液態燃

料（柴油及汽油）佔馬會能源總用量2.9%，佔其碳足跡

1.6%。2020/21年度液態燃料用量按年下降3.6%，原因

包括跨境運輸減少，以及轉用新型節能車輛。 

馬會將如期達致綠色運輸目標，在2022年7月或之前，

所有私家車會轉為電動或混能車，而所有貨車則須符合

歐盟五型或以上的排放標準。截至2021年6月，馬會

共有53輛電動或混能車，佔私家車車隊84%；另有95輛

貨車符合歐盟五型或以上的排放標準，佔貨車總數96%。

至於特別用途車輛，暫未有混能或電動型號在港發售，

馬會已相應調整目標。



大樓配備 

日光感應器
及LED照明
系統

採用物料逾
85%在區內
製造，  
減少碳足跡

高效、低流量設備

節水超過 
50%

高效
冷氣系統、熱回收系統
及停車場一氧化碳／二氧
化氮感應器

能源使用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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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設施方面，馬會已在本港多個處所安裝70個中速及

快速充電裝置，其中跑馬地新會所設置的電動車充電系

統有助提高充電效率，更具備電力負荷管理功能，可讓

多輛汽車同時穩定充電，屬香港首個安裝的同類設備。

目前，馬會正審視旗下車輛充電基礎設施，以配合道路

車輛進一步電氣化。 

從化馬場規劃之初，便已考慮採用電動車及共享交通。

當地現有59輛電動高爾夫球車及四輛載客混能車，其主

要停車場合共安裝了135個電動車充電裝置。由2021年

6月開始，從化馬場已轉用電動巴士，為員工提供穿梭

巴士服務。許多員工亦使用馬場提供的共享單車。

到2021年底，北京會所也將新增18個電動車充電裝置。

馬會首個綠建環評金級認證會所 — 
跑馬地新會所的環保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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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對馬會的馬房、跑道以至餐飲及會員業務而言，水資源

都具有重要的策略意義。馬會亦明白水是香港及內地社

會的寶貴資源。因此，馬會正擴大用水報告範圍，將特

定的來源納入其中，包括源自營運的循環再用水及雨水。 

為進一步加強水資源管理，馬會於2020/21年度更新水

資源政策，引入水資源管理計劃，規定所有新項目及重

大翻新工程必須檢討水資源管理。 

在香港，由於疫情期間營運受限，2020/21年度的都市供

水系統用水量較2018/19年度下降4.1%。然而，由於跑

馬地新會所開幕及跑道灌溉增加，2020/21年度的用水量

較2019/20年上升2.9%。 

在內地，隨著從化馬場啟用，2020/21年度的用水量較

2018/19年度增加 451.7%，內地其他業務的用水量則略

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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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探討跑馬地馬場使用地下水

在跑馬地馬場，馬會就渠務署跑馬地地下蓄洪計劃收集

的地下水，進行一項灌溉水質研究，探討在跑馬地草地

跑道混合使用地下水和都市供水是否可行 。研究結果建

議按3:1比例（都市供水：地下水）使用混合水，意即25%

的用水可以來自地下水。預計於2022年12月完成的一個

馬會項目將率先使用上述比例的混合水。鑑於氣候預測

愈趨炎熱乾燥，馬會期望該項目有助滿足灌溉需求，

同時減少都市供水用量。

從化馬場及北京會所的水資源處理及再用 

從化馬場有使用都市供水、收集所得雨水及回收中水，

而於2020/21年度的都市供水系統總用水量為475,546

立方米，較上年度增加29.6%。馬場內的污水處理廠每

日可處理多達2,450立方米的污水作重用，在2020/21年

度足以應付平均27.2%的日常用水需求。從化馬場人工

湖的水亦經過處理，可供循環再用。 

北京會所於2019年設置全新污水處理系統，除了有助

節能，還可每日平均回收150立方米污水。經回收處理的

中水用於水冷式空調系統及一般清潔。

從化馬場在2020/21年度 

回收及循環再用的水足以應付

日常用水需求。

27.2%



馬會如何減少堆填

廢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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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會明白堆填區所承受的龐大壓力，因此一貫優先處理

減廢及廢物管理。馬會實行源頭減廢，減少廚餘、廢紙

及塑膠廢物，並提高循環再用率及負責任地管理廢棄

物。此外，馬會盡量回收可循環再用的物品。在本報告

期內，由於營運規模縮減，尤其是餐飲業務減少，

廚餘、塑膠、玻璃、金屬的循環再用率大幅下降。 

在內地，廚餘、金屬及塑膠等可循環再用的物料均於

場外處理。至於從化馬場，馬房及營運產生的其他各類

廢物都運往區內的都市焚化設施處理。

減廢及廢物管理

馬房廢物是馬會最大的廢棄物來源，每年約有32,000

公噸。在香港，大約三分之一的馬房廢物會回收再造成

堆肥，其餘則送往堆填區。為減少堆填廢物量，馬會

正推行試驗項目，設置一台利用熱解技術的小型設備將

馬房廢物轉化為生物炭。廠房將於2022年2月前投入運

作，預計每年可將約3,650公噸馬房廢物轉化為生物炭，

用作本地堆肥材料。 

廚餘 — 支持資源回收 

自2019年以來，馬會已將超過1,300公噸廚餘送往香港

政府的資源回收中心O · PARK1。2020年，馬會亦開始

嘗試將來自該設施的堆肥用於景觀美化及園藝。約有

1.4公噸堆肥已用於種植灌木及時令花卉。馬會希望增加

堆肥使用量，並正在研究將本地堆肥替代化學肥料。

減少廢物，避免購買會

被送往堆填區的物品 
（選擇供應商回收服務及 
可回收包裝）

把物品重複使用、回收 
及循環再造 
 （購買時要考慮物品的最終去處）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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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用紙及數碼化

自2014年以來，馬會一直致力減少用紙。多個主要部門

已大幅減少「紙張足跡」，而數碼化在當中發揮重要作用。

2020年，馬會將內部七類常用採購表格轉為數碼形式；

慈善信託基金亦試行新系統，鼓勵非政府機構合作夥伴

在網上提交文件。過去一段長時間「在家工作」亦帶來重

大影響，2020/21年度辦公室打印紙的購買量較2018/19

年度減少21.3%。 

2020年推出的會員手機應用程式有助大幅減少印製紙本

的會員通訊。應用程式新功能包括以短訊及電郵等電子

方式發出餐飲、休閒及零售消費收據。跑馬地馬場部分

餐廳亦透過二維碼提供電子菜單，減少用紙。 

廢舊電器 

過去兩年，馬會共淘汰8,926件電器產品，包括手提

電腦、個人電腦、手機、顯示屏、投注終端機及 iPad。

部分手提電腦及個人電腦經評估後，可以回收或捐贈予

社區機構。此外，馬會繼續推出輕巧的虛擬桌面基礎

架構（精簡型電腦），以減少能源消耗及包裝使用，從而

減少棄置廢物。 

馬會致力以負責任的方式處理廢舊電器，包括場外投注

處使用的投注終端機。2020年8月至2021年6月期間，

約有1,900個投注終端機退役。若情況許可，馬會的「四

電一腦」合作夥伴會回收可重複使用及循環再造的組件。 

減廢及廢物管理

數碼化令過去兩年的
紙張購買量減少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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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廢及廢物管理

減塑措施

馬會於2018年推行「避免使用即棄塑膠政策」，包括停止

使用七種常見的即棄塑膠產品。之後陸續推出新措施，

例如以紙袋代替外賣膠袋，並以竹及紙製產品取代會所

使用的膠碗；2019年更在馬場入口處設置多部雨傘除

水器。

日出康城店使用再生木材

馬會於2021年5月在將軍澳開設日出康城店。
這個全新的場外投注處採用現代設計並加添自然

元素。店內的特色木牆使用被颱風摧毀後回收的

本地木材製成，營造舒適自然的環境。

2020年，馬會會所及馬場以可回收紙袋取代外賣膠袋。

可持續採購 
馬會使用 ISO 20400可持續採購指引標準，作為檢討相關政策及常規的參

考。馬會在評估供應商時會參考此標準及其他最佳實踐方案，進一步將可持

續發展融入採購工作。2020/21年度，馬會對超過3,000個供應商進行評估，

並挑選出其中54個作深入檢視。同時，馬會為各部門提供培訓課程，以助他

們認識和加深了解可持續採購工作及 ISO 20400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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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參與

員工參與 

馬會繼續推行新措施，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馬會，同時

鼓勵員工響應社區環保活動。 

馬會在2019年11月舉辦首屆「綠惜未來獎」，以表揚員

工推動環保項目，並鼓勵馬會上下一同參與。該獎項至

今已舉辦兩屆，共有34支隊伍參加。2021年的項目主題

為減少堆填廢物量、減少能源耗用和用水量、增加採購

可回收再造物料，以及鼓勵員工種植和購買本地農產

品，推動健康生活及飲食。此外，馬會內部發布十段

「綠惜未來」系列短片，以多個範例闡釋各部門的最佳

環保措施。

培訓 

環保培訓旨在確保員工履行職責時謹守環境責任，並盡

量安排馬會20,000名全職及兼職員工參與。於疫情期

間，培訓繼續進行，所有培訓單元、研討會及會議均以

網上形式舉行，共有2,872名全職員工參與其中。

會員參與 

馬會共有15,000多名全費會員，曾舉辦遠足及在雙魚河

鄉村會所舉行大自然觀賞活動，讓會員及來賓了解香港

豐富的生物多樣性。 

所有會員餐廳都秉承「由農場直達餐桌」的用餐理念，

為會員提供現場種植或採購自本地農場的新鮮食材。

值得一提的是，雙魚河鄉村會所一直從附近農場採購有

機蘑菇，而蘑菇是以會所提供的咖啡渣種植，此舉既促

進循環經濟，又能減廢。

跑馬地新會所露台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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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參與

社區參與  

為了在社區推廣可持續發展，馬會支持相關的公眾活動

及非政府機構項目，並積極參與有關香港和內地未來

可持續發展的討論。 

馬會是商界環保協會會員，亦擔任香港合資格環保專業

人員學會的董事局成員，並每年贊助香港工程師學會減

碳論壇。 

馬會鼎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保育工作，

並與長春社、免「廢」暢飲聯盟、地球之友、綠領行動

及綠惜地球合作。 

學生支援 

馬會為大專學生提供參與環保會議、工作坊及參觀企業

的機會，以啟發及開拓他們的環保思維。2019年，相關

活動包括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的可持續發展會議；

2020/21學年，馬會支持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的學生隊伍進

行畢業專案項目，評估馬會工作環境數碼化的影響。 

支持無煙環境 

自2018年以來，馬會一直支持轄下96個場外投注處的

無煙運動。2019年，馬會榮獲「香港無煙領先企業大獎」

金獎。 

馬會於環境社會及企業管治基準學會的「環境、社會及

企業管治成就2020大獎」中，獲頒「榮譽機構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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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信託基金環保項目

馬會除竭力減少環境「蹄印」外，亦透過香港賽馬會慈善

信託基金（下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支持的綠色項目，

大力貢獻環保。現正進行的一些大型項目載述如下。 

綠色建築及可再生能源 
賽馬會太陽能關懷計劃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已審批合共7,910萬港元，由2019年

起分兩階段在非政府機構處所安裝太陽能板。此計劃與

低碳想創坊合作推行，第一階段惠及十個非政府機構，

而第二階段將涵蓋另外25個處所。除推廣可再生能源及

減碳外，非政府機構亦將透過政府的上網電價計劃獲得

收入。

過去兩年，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資助的七個項目亦獲得綠

建環評認證： 

1. 香港恒生大學賽馬會住宿書院（認證：綠建環評新建

建築1.1版 — 最終鉑金級） 

2. 香港中文大學賽馬會研究生宿舍（二座及三座）

（認證：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 — 最終鉑金級） 

3. 香港中文大學醫院 — （認證：綠建環評新建 

建築 — 暫定鉑金級） 

4. 香港科技大學賽馬會集賢樓（認證：綠建環評新建

建築 — 暫定鉑金級） 

5. 公開大學賽馬會健康護理學院（認證：綠建環評新建

建築1.2版 — 暫定鉑金級） 

6. 香港青年獎勵計劃賽馬會愛丁堡公爵訓練營（認證：

綠建環評暫定銀級） 

7. 南華體育會賽馬會運動場（認證：綠建環評暫定

銅級） 

水資源保育

賽馬會「集水成自然」教育計劃 

由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向綠色力量捐款780萬港元推行的

三年計劃，旨在提高公眾對水資源及生態保育的關注和

認識，尤其是香港的集水區範圍。香港集水區擁有豐富

的生物多樣性，而香港20%至30%的淡水供應也來自集

水區。此計劃設有教育活動，並成為參與中學、公眾及

政府機構的交流平台。

支持綠色建築獲取綠建環評認證 

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正與商界環保協會、建築環保評估協

會有限公司及香港綠色建築議會有限公司合作，支持

賽馬會綠建環評學校計劃，協助120間學校取得綠色建築

認證。



賽馬會「山海為一」環境教育計劃 

這項與大自然保護協會合辦的計劃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捐助580萬港元推行，旨在培養中學生的環保素養，啟發

年輕一代的環保意識。「山海為一」的概念強調陸地與海

洋以及大自然與社會互相連繫，尤其切合香港這類沿海

城市的環境。 

米埔自然保護區設施改善計劃

計劃獲得3億4,786萬港元捐助，用以提升世界自然基金

會米埔自然保護區的基建設施，旨在把保護區塑造成21

世紀的大自然教室。透過此項計劃，米埔將得到更多資

源為學生及社區提供優質教育活動，並支援研究項目。

經提升後的設施預計於2022年至2023年分階段開放。

生物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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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及社區

慈善信託基金環保項目

減廢 
商界環保協會賽馬會資源「智」識揀計劃 

為推動社區支持政府在2022年前實現55%廢物回收率的

目標，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於2018年至2021年期間與商

界環保協會等多個機構合作，建立廢物管理及量度平

台。計劃斥資1,750萬港元，利用智能秤及無線射頻識別 

(RFID) 技術，將不同地點的廢物量連接到雲端數據庫，

共有200幢商業和住宅大廈及學校參與。透過推動各界

共同參與，計劃有助不同界別應對提高回收率所面臨的

難題。計劃內容亦包括舉辦研討會、培訓課程，以及

提供基準測試工具。 

賽馬會「綠惜活動減廢同行」計劃 

計劃獲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645萬港元，由非政府機

構合作夥伴綠惜地球推行，為活動主辦單位提供度身訂

造的諮詢服務，幫助他們減少活動及節目所產生的廢

物。這是香港首個同類型計劃，以60場活動、每場參加

人數300至5,000為服務目標。 

賽馬會食德好工房 

為推廣可持續飲食及減廢文化，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

1,415萬港元，與喜動社區發展網絡有限公司合作，在葵

青設立食物回收中心，安排食物重新分配渠道，並為低

收入家庭舉辦工作坊。項目於2020年至2023年進行。 

賽馬會「回收轆轆」流動環保計劃 

香港政府近年設立社區回收環保站，收集可

回收物料，同時推行公眾獎勵計劃及教育

活動。為配合有關計劃，馬會慈善信託

基金向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撥捐

1,010萬港元，支持其東九龍環保宣

傳車項目。為吸引更多市民參與體

驗，宣傳車提供一站式回收、教育

及推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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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及社區

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2020/21年度，賽馬會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下稱「滘

西洲」）受疫情影響暫停開放108天。因此，與2018/19年

度相比，能源使用量下降11.2%，用水量亦減少13.4%。 

滘西洲利用封閉式雨水循環收集系統收集雨水用作灌

溉，在用水方面完全自給自足。北場和南場將約70%雨

水送回水庫，而較新的東場設有全封閉排水系統，能將

100%雨水送回水庫。滘西洲亦自設污水處理廠，經處理

的污水用於灌溉高爾夫球場。此外，海水化淡廠每日可

處理多達140萬公升海水。上述措施可滿足所有灌溉需

要，而球場會所設施則使用都市供水。 

2019年，滘西洲獲環境組織 Golf Environment 

Organisation 重新認證為環保高爾夫球場，更因在自然

保護、資源保育及社區支援貢獻良多而獲評定為「可持續

發展先鋒」。

其他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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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及社區

其他業務

公眾騎術學校 

受疫情影響，馬會轄下公眾騎術學校在2020/21年度多

次關閉。鯉魚門公眾騎術學校因鯉魚門公園被徵用作檢

疫設施，自2020年1月起關閉，而屯門及薄扶林公眾騎

術學校在2020/21年度關閉122天，但必要的保養及馬匹

護理工作則繼續進行。能源使用量及用水量因而有所

下降，整體能源使用量自2018/19年度以來減少24.4%，

同期用水量則增加2.1%。 

薄扶林公眾騎術學校將於2022年7月至2025年10月期

間關閉，以進行重建工程，包括擴充教學設施、改善無

障礙設施及提升能源效益；上述安排有待審批方能落

實。學校同時支援香港傷健策騎協會的工作。

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 

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在疫情期間仍舉辦多項展覽及表

演。與2018/19年度相比，2020/21年度的能源使用量下

降13.1%，同期用水量增加7.1%。年內，營運團隊推出

嶄新服務，為租戶收集可回收再造物料，從而減少堆填

廢物量。另一項相關措施是將展覽傢具重新改造成公眾

設施，供大眾在

場內使用。施工

期間更特別在地

底安裝通風管道

系統，為大館兩

棵古樹的根部提

供充足空氣和水

分，這是首次在

香港採用的同類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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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數據摘要

環境表現 
（香港及內地業務）1

2020/21 2019/20 2018/19
 2009/10

基準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 公噸） 

香港業務 86,992 102,338 110,999 116,864

 電力的間接排放 76,791 93,084 102,575 110,253

 製冷劑的散逸性排放 6,291 5,369 4,230 2,686

 設施的直接排放 2,075 2,078 2,322 2,367

 運輸的直接排放 1,355 1,339 1,379 1,057

 氣體燃料的間接排放 480 469 493 502

內地業務
從化馬場 12,686 11,744 – –

 電力的間接排放 12,235 11,361 – –

 製冷劑的散逸性排放 21 – – –

 設施的直接排放 82 63 – –

 運輸的直接排放 349 320 – –

北京會所及深圳辦公室 7,111 6,628 7,357 8,765

 電力的間接排放 6,730 6,268 6,896 8,300

 設施的直接排放 381 360 461 465

碳排放系數 

香港業務
 電力（香港島）（每度電碳排放量） 2 0.71 0.81 0.80 0.84

 電力（九龍及新界）（每度電碳排放量） 2 0.37 0.50 0.51 0.54

 煤氣（每度煤氣碳排放量） 0.59 0.60 0.56 0.63

內地業務
 電力（北方）（每度電碳排放量） 3 0.88 0.88 0.88 –

 電力（南方）（每度電碳排放量） 3 0.53 0.53 0.53 –

臭氧消耗物排放（CFC-11當量（公斤）） 4

香港業務 29 18 28 132

能源使用

香港業務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638,016 630,882 687,760 685,700

 電力（千瓦時） 161,578,521 159,605,795 174,006,240 174,835,923

 煤氣（度） 810,257 785,185 873,354 798,673

 柴油（公升） 279,324 269,850 273,910 420,343

 B5生物柴油（公升） 179,848 201,965 217,691 –

 汽油（公升） 42,073 50,367 53,238 77,833

 石油氣（公升） 0 0 0 11,685

內地業務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124,269 115,038 36,915 42,089

從化馬場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89,299 82,637 – –

 電力（千瓦時） 23,211,150 21,554,070 – –

 天然氣（立方米） 39,919 30,702 – –

 柴油（公升） 112,346 101,452 – –

 汽油（公升） 7,066 8,384 – –

 石油氣（公升） 593 4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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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數據摘要

2020/21 2019/20 2018/19
 2009/10

基準

能源使用 （續）

北京會所及深圳辦公室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34,970 32,401 36,915 42,089

 電力（千瓦時） 7,839,753 7,212,484 7,965,973 9,383,904

 天然氣（立方米） 188,263 178,782 228,808 230,748

2020/21 2019/20 2018/19
 2013/14

基準

用水量

香港業務
 來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 5 1,933,500 1,878,293 2,017,023 1,738,946

內地業務 6

從化馬場
 來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 5 475,546 366,793 – –

 循環再用水（立方米） 177,635 184,269 – –

北京會所及深圳辦公室
 來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 5 80,071 83,206 100,712 97,117

 循環再用水（立方米） 28,652 6,825 – –

2020/21 2019/20 2018/19
 2009/10

基準

物料採購量

香港業務
 彩票（千張） 94,382 242,968 435,081 647,294

  — 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環保紙張 100% 100% 100% 18.6%

 辦公室打印紙（盒） 4,983 5,589 6,335 9,714

  — 再造紙 90% 98% 97% 11%

 馬匹墊料 — 報紙（20-23公斤袋裝） 158,970 246,933 246,418 585,260

 馬匹墊料 — 木屑（18-21公斤袋裝） 523,860 467,172 447,001 70,130

內地業務
 馬匹墊料 — 報紙（18-20公斤袋裝） 29,590 21,859 – –

 馬匹墊料 — 木屑（17-20公斤袋裝） 202,663 155,785 – –

源頭分類、捐贈及循環再用

香港業務
 捐贈食物（公斤） 2,435 9,460 9,501 –

 回收 

  廚餘（公斤） 523,540 870,564 1,051,662 –

  廢紙（公斤） 274,444 313,303 576,923 385,967

  玻璃樽（公斤） 50,975 74,004 121,319 21,059

  塑膠（公斤） 72,852 65,147 91,967 4,367

  金屬品（公斤） 22,381 33,753 17,465 3,927

  廢食油（公升） 19,384 20,910 22,394 –

  電子廢物（件） 7,150 1,776 3,298 5,137

環境表現 
（香港及內地業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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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2019/20 2018/19
 2013/14

基準

源頭分類、捐贈及循環再用 （續）

內地業務
從化馬場
 回收 （公斤）

  廚餘 125,958 111,288 – –

  廢紙、塑膠、玻璃樽 13,752 20,088 – –

 處置一般廢物 （公噸） 1,931 1,747 – –

北京會所及深圳辦公室
 回收 （公斤）

  廚餘 173,683 148,611 73,620 –

  廢紙 6,501 6,742 7,924 –

  塑膠 2,023 2,044 2,114 –

  玻璃樽 1,735 1,986 1,944 –

 處置一般廢物 （公噸） 67 69 78 –

環境表現（其他業務）

2020/21 2019/20 2018/19
 2009/10
 基準 8

碳排放（二氧化碳排放當量 — 公噸）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3,538 4,388       4,694       2,741 

公眾騎術學校 343 653         626         469 

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 7 3,959 5,356       5,131  – 

能源使用情況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38,596 40,476 43,476 – 

 電力（千瓦時） 5,110,745 5,235,530 5,269,113 5,075,433

 柴油（公升） 535,808 575,610 655,013 –

 汽油（公升） 25,262 27,699 28,346 –

公眾騎術學校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2,808 3,880 3,712 21,081  

 電力（千瓦時） 755,893 1,046,668 992,384 780,391

 B5生物柴油（公升） 8 2,611 3,131 3,884 –

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 — 總耗用量（千兆焦耳） 7 20,084 23,822 23,101 – 

 電力（千瓦時） 5,574,981 6,610,741 6,412,017 –

 柴油（公升） 9 393 637 483 –

績效數據摘要

環境表現 
（香港及內地業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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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2019/20 2018/19
 2013/14

基準

用水量 — 來自都市供水系統 （立方米）

滘西洲公眾高爾夫球場 32,873 33,857 37,947 55,163

公眾騎術學校 10 9,545 15,072 9,353 9,944

大館 — 古蹟及藝術館 7 19,808 20,411 18,492 –

1. 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於2015/16年度開始納入報告範圍。

2. 碳排放系數參考能源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

3. 採納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應對氣候變化司發佈的碳排放系數。

4. 臭氧消耗物排放不涵蓋內地業務。

5. 都市供水來自公共淡水系統。

6. 自2019/20年度起，從化馬場及北京會所的循環再用水（包括雨水及中水）。

7. 有關數據只計及由賽馬會文物保育有限公司管理及營運的建築物及公共空間。

8. 涵蓋自2016/17年度以來的數據。

9. 2021年度年報之更正內容：2019/20年度柴油用量應為637公升。

10. 2018/19年度數據經過修正。2019/20年度的用水量大幅增加，源於馬會在屯門公眾騎術學校興建新建築物。

環境表現（其他業務）

績效數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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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及香港交易所主版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披露內容索引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102 一般披露

機構簡介

102-1 機構名稱 環保報告 — 關於本報告

102-2 業務活動、品牌、產品及服務 年報 —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3 總部地點 年報 — 背頁

102-4 營運地點 年報 —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集團
綜合財務報表及統計數字）

102-5 擁有權及法律形式

102-6 服務的巿場 年報 —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7 機構規模

102-8 僱員及其他員工的資料 年報 — 財務報告（統計數字概要）

年報 — 員工（全職及兼職分布）

102-9 供應鏈 環保報告 — 可持續採購

102-10 機構與其供應鏈方面的重大改變 環保報告 — 關於本報告

環保報告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報告

102-11 謹慎方針或原則 年報 —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102-12 由外界制定的倡議 馬會參與多個外界倡議，包括環境局

的《戶外燈光約章》、香港環境卓越

大獎的《綠色戶外活動嘉許計劃》及

《惜食約章》

102-13 聯會成員 網站 — 馬會概覽

策略

102-14 最高決策者的聲明 環保報告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主席報告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https://www.hkjc.com/home/chinese/index.aspx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23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29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36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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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102 一般披露 （續）

道德與誠信

102-16 價值觀、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年報 — 核心價值

環保報告 — 馬會概覽、綠色管治
（馬會的主要環保承諾）

管治

102-18 管治架構 年報 — 管理委員會

環保報告 — 綠色管治

持份者參與

102-40 持份者清單 環保報告 — 優先議題、重點及風險

馬會與各界持份者建立互動關係，

包括顧客、會員、員工、供應商、

政府部門、本地社區團體、各區

議會，以及傳媒。

102-41 集體協商協議 不適用 — 我們大部分員工於香港任
職，而香港並無透過工會進行集體協

商的法律框架。

102-42 界定及挑選持份者 在環境方面，馬會的主要持份者包括

政府部門、企業夥伴、綠色團體、顧

客、員工，以及負責規劃及推行馬會

資助社區項目的夥伴。

102-43 與持份者溝通的方針 環保報告 — 優先議題、重點及風險

馬會透過不同管道定期與其眾多持份

者保持連繫，包括顧客服務渠道、

電子通訊及出版、馬會網站、意見

調查、小組座談會和工作坊。

102-44 提出的主要議題及關注點 環保報告 — 優先議題、重點及風險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6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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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102 一般披露 （續）

報告方式

102-45 綜合財務報表內的單位 年報 — 財務報告（集團綜合財務
報表及統計數字）

102-48 重整信息 歷史數據已按照財務匯報範圍作出

修改，請參閱績效數據摘要的腳註。

102-49 報告方式的改變 環保報告 — 關於本報告

102-50 匯報期

102-51 上一份報告的日期 上一次GRI報告為《2019年度環保
報告》，於2020年1月發布。

102-52 匯報週期 環保報告 — 關於本報告

sustainability@hkjc.org.hk102-53 查詢報告的聯絡點

102-54 符合全球報告倡議組織標準報告的

聲稱

102-55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環保報告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102-56 外部認證 本報告已獲香港生產力促進局認證

GRI 200 經濟標準系列

經濟表現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A3 ：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關於本報告

年報 —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KPI A3.1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201：經濟績效2016

201-1 機構所締造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年報 — 業績概覽、行政總裁報告、
財務報告（業務概況）

201-3 界定福利計劃責任與其他退休計劃 年報 — 財務報告（集團綜合財務
報表及統計數字）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mmon/chinese/pdf/HKJC_ER19_chi.pdf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ommon/chinese/pdf/HKJC_ER19_chi.pdf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2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7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8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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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200 經濟標準系列 （續）

間接經濟影響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 — 慈善及社區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203：間接經濟影響 2016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 年報 — 慈善及社區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影響

GRI 300 環境標準系列

物料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減廢及廢物管理）

範疇A2：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301：物料 2016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能源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A3 ：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及效益）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302：能源 2016 範疇A3：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302-1 機構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能源使用及效益）

KPI A3.1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9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94


2021年度環保報告 35香港賽馬會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300 環境標準系列 （續）

水資源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A3：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103-1 解釋重要議題及其範圍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範疇A2: 

資源使用：一般披露 

KPI A2.2; 

KPI A2.4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303：水及污水 2018 範疇A3：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303-1 共享水資源互動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環保報告 — （水資源管理、慈善
及社區）

KPI A3.1

303-2 與排水相關影響的管理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KPI A3.1

303-3 取水量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水資源管理）

KPI A3.1

303-4 排水量 未計量  

303-5 耗水量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污染排放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A1 ：污染排放：
一般披露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管理我們的「蹄印」
（碳排放）

污染排放

一般披露 

KPI A1.1; 

KPI A1.2; 

KPI A1.5

範疇A3 ：環境及天然
資源：一般披露

KPI A3.1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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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300 環境標準系列 （續）

污染排放 （續）

GRI 305：污染排放 2016

305-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305-2 使用能源間接引致的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二）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305-5 溫室氣體排放減量 環保報告 — 我們的「蹄印」（碳排放）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305-6 消耗臭氧層物質排放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污水及廢物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減廢及廢物管理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306：污水及廢物 2016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物 環保報告 — 績效數據摘要 KPI A3.1

遵守法規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A1：污染排放
一般披露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環保報告 — 綠色管治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307：遵守環境法規 2016

307-1 違反環境法例及規則 零 — 沒有違反環境法規的記錄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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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準 披露 披露相關部分及／或網址

香港交易所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GRI 400 社會標準系列

培訓與教育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B1 ：僱傭：一般
披露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 — 員工

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本地社區

GRI 103：管理方針 2016 範疇B8：社區投資

103-2 管理方針及其要素 年報 — 慈善及社區及財務報告

環保報告 — 各方參與、慈善及社區103-3 管理方針的評估

GRI 413：本地社區 2016

413-1 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及發展計劃的

營運活動

年報 — 慈善及社區

環保報告 — 慈善及社區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內容索引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36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9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94
https://corporate.hkjc.com/corporate/chinese/history-and-reports/2021/index.aspx#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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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保證證書

 

核實聲明 

香港賽馬會(以下簡稱為「馬會」)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標準)的核心選項要求和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2019

年發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ESG 指引》)，編寫其 2021年度環保報告(以下簡稱為「報告」)。香港生

產力促進局(生產力局)受馬會委託，對其報告的陳述及數據進行獨立核實1，報告涵蓋馬會於 2019年 7月 1 日至 2021

年 6月 30日的表現。 

 

核實目標 

生產力局進行核實工作的主要目標，是對報告所載資料的完整性、準確性及可靠性進行獨立的評核，具體而言是要： 

 評核報告的內容範圍是否涵蓋所有與馬會環境表現有關的重要範疇； 

 查核報告是否符合 GRI 標準的核心選項要求和最新的 ESG 指引報告原則； 

 根據 ISO14064-3:2006“有關溫室氣體聲明確認和驗證的指南性規範”核實報告中披露的溫室氣體數據； 

 評定報告內被選取出來作查核的陳述及數據是否準確； 

 檢討用以編製報告的數據收集及資料管理機制是否可靠；及 

 為日後的報告提供建議。 

 

核實方法 

生產力局的核實過程2包括全面審閱報告的內容，然後就馬會的重要環境議題中抽選多項具代表性的陳述和數據樣本進

行審核。我們審閱和檢查了數據整理系統與所選取陳述和數據有關的證明文件，以及馬會的相關管理規範和措施。 

 

結果 

本報告參考 GRI 標準的核心選項要求和最新的 ESG 指引編寫，全面而有系統地概述馬會在其角色、責任及運作上，

主要服務、活動及措施方面的環保工作表現。就報告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方面，核實過程中所抽選的陳述和數據與所審

查的資料一致，並公正持平地反映出馬會在環境方面的表現。報告所採用的數據和資料收集方式整體而言是可靠的。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綠色生活與創新部 
環境, 廢物管理及企業可持續發展 
主管 
王小偉 
2021年 12月 14日 

                                                 
1 此核實聲明的目的，僅作為對香港賽馬會《2021年度環保報告》內的陳述及數據進行核實用途。此聲明乃基於馬會提供予生產力局的相關資料，
經過審核而得出的結論。生產力局並不負有或承擔任何對於此聲明有關的法律或其他責任。 

2 生產力局核實工作並不包括馬會已在網站、其他刊物及新聞稿刊登的數據及資料，以及其他公眾可瀏覽網站內的資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