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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制造计划目标

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的低碳制造计划（LCMP），旨在减少厂房的碳排放量，

并鼓励企业提高供应链碳排放的透明度，及找出资源运用效率不足的地方。

LCMP的减碳绩效有助于实现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全球目标 — 把消费和生产的足迹以

及温室气体（GHG）排放量减少一半，并且响应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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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

工厂名称 位置 主要产品 验证次数

白金

东莞晶苑毛织制衣有限公司 东莞 (中国) 针织成衣 6

东莞业基工业有限公司 东莞 (中国) 毛衣 6

佛山市顺德区裕达珠宝首饰制造有限公司 顺德 (中国) 珠宝 1

广东顺德周大褔珠宝制造有限公司 顺德 (中国) 珠宝 1

K+K Fashion Company Limited 越南 针织成衣 4

Maxturn Apparel Company Limited 越南 针织成衣 4

深圳市周大褔珠宝制造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珠宝 1

华宏达精密五金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五金配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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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名称 位置 主要产品 验证次数

黄金

Cerie (Cambodia) Garment Co., Ltd. 柬埔寨 女性内衣 1

东莞达利盛时装有限公司 东莞 (中国) 针织成衣 2

东莞飞达鞋业有限公司 东莞 (中国) 鞋类产品 4

鷹美（荊門）制衣有限公司 荊門 (中国) 羽绒及外套 1

達利（中國）有限公司 杭州 (中国) 印染面料和时尚成衣 2

江门市安诺特炊具制造有限公司 江门 (中国) 西式炊具 1

鹿王(柬埔寨) 针织有限公司 柬埔寨 羊绒制品 3

宁波禾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中国) 塑木型材 5

裕美（汕头）制衣有限公司 汕头 (中国) 运动服及休闲服 1

2022年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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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名称 位置 主要产品 验证次数

纯银

常州华利达服装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 (中国) 羽绒及外套 1

金宝通电子(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智能电子产品 2

佛山市亮雅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 (中国) 马赛克 4

江蘇東洲服裝有限公司 宿迁 (中国) 成人及儿童服装 1

获认证

金宝通智能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中国) 智能电子产品 1

道縣建溢鞋業有限公司 永州 (中国) 运动鞋 1

Umformtechnik Merten & Storck GmbH 德国 西式炊具 1

2022年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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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P 标签种类

工厂数目 8 9 4 3 1

(i) 工厂进行验证后仍留在预备阶段

LCMP标签总结

2022年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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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成效

验证年度 2021 - 2022

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数目 (ii) 59

业务量的累计变动
(基准年与计算年间) 

这些企业的业务共增長了
+46%

平均每家企业的碳强度年度变化 (iii) -6%

(ii) 低碳制造计划要求公司每两年进行验证一次。因此，减碳成效按每两年相应的数据整理和报告。
(iii) 碳强度 - 碳强度是碳排放量除以业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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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成效

891,223 84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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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59家
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的碳绩效

(iv) 基准年:
订立基准年是用以维持一致及有意
义的比较。基准年一般是由有可核
查数据记录的最早一年开始，可以
是单年数据或多年数据的平均值。

“一切如常" BAU:
BAU是在目前发展模式下，不采取
减排措施造成的温室气体预测排放
量。BAU的計算方法以基准年的碳
排放吨数除以基准年的业务量，再
乘以计算年的业务量。

计算年：
计算年一般是距离验证日最近一年
的可核查数据，可以是单年数据或
多年数据的平均值。

低碳制造计划的減排量

碳排放量

(v) 纵使整体的业务量平均增长达46%
但由于个别高排放工厂的业务放缓，
导致在“一切如常” 情况下预计的
碳排放量少于基准年。

(iv)

(v)

(iv)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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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制造计划使业务增长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

在46％的业务增长情况下，59家公
司的总碳排放量从基准年的891,223
吨，减至计算年的610,525吨，共减
少了280,698吨，为本年度计划的另
一亮点。这是由于公司采用了高效
能锅炉(vi)，在设备或系统上提高了能
源效益，改用更清洁的燃料及优化
温室气体管理系统，令总碳排放量
显著减少。

企业实施低碳制造计划后，纵使
业务增长了46%，与“一切如常
”的情况相比，碳排放减少了
231,432吨，相等于10,062,253
棵树整整一年的碳吸收量！

231,432吨 280,698吨

(vi) 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公司采用高效的“循环流化床锅炉”，有效减少燃料使用量。

CO2 C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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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排放范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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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 59家取得
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的碳排放范围分布(vii) 

(viii)

(viii)

(viii)

(viii)

(vii) 碳排放范围（依据国际标准《温室气
体盘查议定书》）

范围1：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公司持有或者控制排放源直接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例如锅炉、熔炉的燃料使用量，
以及公司车辆运行产生的排放。

范围2：间接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购买回来的电力 、 蒸汽或热力间接产生的
温室气体排放。例如，工厂来自电网的用
电量。

范围3：其他间接排放
其他间接排放 ， 例如乘搭非公司拥有的车
辆出差、外判第三方举办的活动等。

(viii) 于基准年及计算年的范围1及2的碳排
放差异，主要由于工厂生产蒸汽的方
法改变，于基准年使用自家锅炉，但
到计算年则改为从供应商购买。

范围一 范围二 范围三

0.07%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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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碳和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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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探讨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公司的

业务增长和碳排放强度降低的关系。

百分比的变动代表基准年和计算年

之间的比较。68%数据点位于左上

方格，即业务增长的同时，碳排放

强度也下降。碳排放强度减幅百份

比越高，代表电力或资源利用效率

越能提升，这种竞争优势是有利于

企业的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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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P标签升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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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升级工厂数目 标签保持工厂数目 标签降级工厂数目

工厂数目

2021-22年度22家(ix) 取得
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标签升跌情况

(ix) 于2021-22年度，22家低碳制造计
划认证公司已完成了两次或以上的
验证，其他的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公
司则是第一次进行验证， 所以没有
显示标签升跌情况。

(x) 如低碳制造计划认证公司希望提升
或保持以往的标签水平，公司必须
在管理和能源效益方面作出改善。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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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进行认证工厂的位置

47

4

3
2

1 1 1 1

2021-22年度进行认证工厂于不同国家的数目

中国
孟加拉
越南
柬埔寨
印尼
印度
缅甸
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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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喜迎新契機，果敢地實踐「用真誠讓
幸福永恒」的企業理念。我們在持守百周年
承諾之四大運營守則下，重整及加強重點業
務改善項目，為人類和地球謀求幸福。“

黄绍基先生，董事总经理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

"我们将重大可持续发展议题的管理方针，纳
入双动力策略中。我们投资智能科技和推动
持续创新，亦把以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理
念，植根于企业文化、员工思维和日常营运
当中，把瞬间的幸福体验化作永恒。“

陈世昌先生，董事总经理
可持续发展委员会联席主席



LCMP 2022成绩摘要 15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创立于1929年，是香港的上市公司，主要从事珠宝
首饰生产及销售。集团的「我们的百周年承诺」乃为期10年的可持续发展策略，让其
拥抱经济、环境和社会这三大可持续发展的支柱，藉以追求「真诚 • 永恒」的核心价
值。

集团在促进经济繁荣和均衡发展的同时，亦致力于推动四大运营守则，包括（1）真髓
- 传承创新、（2）真实 - 责任采购、（3）真心 - 以人为本、（4）真效 - 环境效益。
另外，集团也透过落实四大运营守则的工作，支持五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集团于国内武汉、顺德和深圳设有3个生产基地，亦在顺德
拥有1家钻石工厂。为了实现低碳生产，集团设定了可持续
发展目标 - 与 2019 财年相比，2029 财年集团的溫室氣體
排放及用水强度以及生产基地的废棄物产生强度最少降低
15%。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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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于武汉开始兴建第3个生产基地时，巳考虑把环保元素渗入到生产机器及制
造流程中，务求能实践环保生产的理念。集团亦希望寻找一套有系统性的工具，以提
高透明度、效率和责任感来应对持份者的需求。「低碳制造计划」提供量度减碳成效
的计算工具、管理温室气体及提升设备能源效益的最佳措施，正好符合集团的要求。

于是武汉工厂在2018年便参与此计划，及后于顺德及深圳的3家工厂也相继加入，以
朝着低碳生产的方向进发。为了协助工厂有效实践低碳制造计划，集团协同各工厂并
为他们制定减碳目标和整体减碳实施路线图，提供足够资源、技术知识及低碳生产最
佳守则。

在新冠疫情期间，尽管全球市场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但集团仍坚守岗位并展现其灵
活多变的策略，视员工及其家人和客户的健康及安全为首要考虑，并继续推动可持续
发展的增长，包括成立「疫情指挥中心」以整合资源及更新信息、设立员工及医疗诊
断专线所以应对于疫情期间员工的各种需要、及开发名为「My SmartBiz」数码工具
以保持与客户紧密联系等。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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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2022年，4家位于武汉、顺德及深圳的工厂已参与低碳制造计划及进行认证，并
同时获得低碳制造计划最高级别的白金标签，其中主要减碳措施包括：

抽风风柜分区变频改造（深圳区）:
于车间的每个抽风风柜设置独立控制的风阀, 没有生产时会关
闭风阀，风阀关闭后主电机频率会自动降低，每年节省用电量
约2.3万度;

电金冲洗水回用（武汉区）:
车间电金流程使用大量自来水冲洗产品，安装过滤系统过滤电
金冲洗水并重新回用，每年节省水量约1000立方米; 

废酸废碱减量化（顺德区）:
生产过程产生大量废酸废碱，安装废酸碱中和处理系统令处理
后的废水能达标排放，每年减少危害废量约80吨。

周大福珠宝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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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制造计划工厂位置图

2010 于中国的
珠三角开始实施

2011 扩展至中国的褔建省

2012 扩展至中国的长三角

2016 扩展至越南

2018 扩展至柬埔寨

2018 扩展至缅甸

2019 扩展至孟加拉

2020扩展至印度

2020扩展至新西兰

2021 扩展至德国

2020扩展至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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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低碳制造计划

142
已参与低碳制造计划工厂数目*: 130
已参与起动低碳制造计划工厂数目*: 12

59家低碳制造计划标签认证公司减少
的碳排放吨数(与「一切如常」比较)*

低碳制造计划于 2010年开展
起动低碳制造计划于 2018年开展

2010 / 2018

*截至2022年10月31日

59家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
的年均碳强度变化*-6%

231,432



WWF PowerPoint_content_example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