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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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碳制造计划目标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3

新冠肺炎

大流行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农业和畜牧业集约化
生产，森林砍伐和气
候变化正在破坏生态
系统并增加人畜共患
病的发生。

气候危机

1.5°C
《巴黎协议》目标是将
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
工业化时代前比较，控
制在1.5摄氏度以内。
所有界别需要制定净零
碳2050长期脱碳计划，
可再生能源目标，以及
抵御和适应气候变化的
方案。

生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足印

1.7 / 4.2
人类耗用资源的速度远
超其恢复再生的速度，
目前地球需要1.7年的时
间，才能再制造出足够
人类使用一年的资源。
若全球人类以港人的模
式生活，将需要4.2个地
球才可以支撑。

-68%
最新的《地球生命力
报告》显示，自1970
年起，全球脊椎动物
种群大小平均下跌百
分之六十八。支撑着
生命系统的大自然正
以惊人的速度退化。



不一样的二零二零年

新冠肺炎于2020年对各行各业造成灾难性的冲击，这场突如

其来的疫情是前所未有的，不但广泛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和社交

活动，更是对人类生命造成严重威胁。新冠肺炎从开始至今已

差不多一年，很多国家的疫情仍然非常严峻。为遏止疫情而采

取的封锁措施对进出口贸易造成极大影响，特别是对差旅和客运、酒店和旅游业

以及其他相关服务行业。

隔离检疫、旅游限制和减少社交接触等措施，为执行低碳制造计划（LCMP）带

来了一定考验，尤其是验证过程。LCMP的验证一直都是于工厂内进行，现因国

家出入境的限制及出于安全考虑，验证人员不一定能到工厂进行“实地验证”。

经咨询评审委员会、参与公司和验证人员后，替代方案应运而生， LCMP有史以

来首次实施“遥距验证”方案，并通过在线会议工具进行与“实地验证”标准相

符的“遥距验证”。



遥距验证

“遥距验证”即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验证，验证人员不会到达

工厂现场。LCMP工厂需于验证

前准备好相关的电子版文件、

相片、视频短片等资料并提交

至验证机构。

验证当日，数据审核、工厂参

观及员工面谈将通过网络平台

进行，验证范畴与“实地验证”

保持一致，评分要求及准则亦

维持不变。

“遥距验证”的优势：
• 避免了传播疾病的风险
• 验证日期及天数可因应进度而作出灵活改变
• 参与验证人数可灵活调配
• 避免了“实地验证”产生的碳排放

“遥距验证”的不足之处:
• 较难仔细察看周围环境或设备
• 较难察看设备的内部结构及状况
• 较难随机抽选员工进行访问
• 所有文件需要电子化，文件需要较长时间准备
• 现场走访的视频及音频质量会因不同因素，例

如网速、手机型号、现场位置等而有所差异
• 部分工厂因保密原因不能提供视频短片、工厂

参观或個別电子文件
• 因电脑屏幕大小限制，每次一般只能展示一个

页面，较难同时展示不同页面以比对数据，验
证时间相对延长



2020年取得
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

获认证

纯银

黄金

白金

工厂名称 位置 主要产品 验证次数

白金

东莞业基工业有限公司 东莞 毛衣 5

K+K Fashion Company Limited 越南 针织成衣 3

Maxturn Apparel Company Limited 越南 针织成衣 3

宁波凯耀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 LED灯 5

华宏达精密五金制造(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 五金配件 5

黄金

东莞飞达鞋业有限公司 东莞 鞋类产品 3

Hop Yick (Bangladesh) Ltd. 孟加拉 内衣及泳衣 1

宁波禾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 塑木型材 4

纯银

佛山市亮雅建材有限公司 佛山 马赛克 3



减碳成效

验证年度 2019 - 2020

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的公司数目(i) 19

业务的累计变动
(基准年与计算年间) 

这些企业的业务共增長了

+139%

平均每家企业的碳强度年度变化(ii) -6.8%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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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碳强度 - 碳强度是碳排放量除以业务量。



减碳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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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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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39％的业务增长情况下，19家
公司的总碳排放量从基准年的
572,509吨，减至计算年的423,006

吨，共减少了149,05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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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在设备或系统
上也提高了能源效益及改用更清洁
的燃料，令总碳排放量显著减少。

低碳制造计划使业务增长与温室气体
排放脱钩！

企业实施低碳制造计划后，纵使业

务增长了139%，与“一切如常
”的情况相比，碳排放减少了

292,354吨，相等于12,711,043
棵树整整一年的碳吸收量！

吨 吨

CO2 CO2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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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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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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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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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年度 19家取得
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的碳排放范围分布(v) 

0.25% 0.02%
(vi)

(vi)

(vi)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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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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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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碳和业务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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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MP标签升跌情况
2019-20年度16

( vii) 

家取得
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标签升跌情况

(vii)

于2019-20年度，16家低碳制造
计划认证公司已完成了两次或以
上的验证，另外三家低碳制造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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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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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i) (viii)



合隆（香港）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要生产内衣及泳衣的企业，公司于2019年对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时装业界气候行动宪章》签署了承诺书，
承诺会与同业及其他相关持份者，一同发展、实践及促进与时装业界有关的
气候行动议程，以协助实现《巴黎协定》，尽早实现二十一世纪后期温室气
体排放中和（即气候中和）的目标。

合隆于孟加拉的其中一家附属工厂于2019年参与了“低碳制造计划”，并于
同年获得黄金标签。截至2018年底，与13/14基准年相比，工厂每件产品的
能耗和碳排放分别已降低了31％和25％。工厂于18/19年设定新的目标，与
18/19基准年相比，到23/24年每件产品的能耗和碳排放分别降低20％和18％。

合隆集团可持续发展总监Caroline Briggert说：“‘低碳制造计划’的碳审
计软件可协助追踪能效，并提供具启发性的建议，让我们识别需要改善的地
方。此外，最佳守则有助我们订立优先改善事项。”

合隆致力于减少碳排放，亦深明集腋成裘的道理，于是决定在2020年，通过
Making Zero Impact Fashionable 项目，让位于中国、印尼和孟加拉国的另
外三家附属工厂也参与到“低碳制造计划”中，希望兑现应对气候变化的承
诺。

合隆（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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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6

33

4

2

1

2018 扩展至缅甸

于不同地区的
LCMP工厂数目

低碳制造计划扩展至印度、印尼及新西兰

4

2019 扩展至孟加拉

2020扩展至印度

1

2020扩展至印尼

1
2

2020扩展至新西兰



印度是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国家之一，约12％的地区易

受洪水侵袭，16%的地区易发生干旱，约有一半人口依赖农

业或其他与气候相关的行业为生。印度仅次于中国和美国，

是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年排放量在1990-2018年间增

加了近四倍，从少于7亿吨增加至超过26亿吨。印度承诺，

与2015年相比，到2030年降低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

33％至35％。

.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年排放量在

1990-2018年间增加了近三倍，从约2亿吨增加至超过5.5亿

吨，主要来自森林砍伐及广泛的泥炭地火灾，其次是化石燃

料燃烧。与“一切如常”相比，印尼设定了无条件及有条件

的减排目标，即于2030年分别降低29％及41%的碳排放量。

低碳制造计划扩展至印度、印尼及新西兰



新西兰敲响气候警钟。根据2020年10月由新西兰环境与统计
部发布的Our atmosphere and climate 2020报告指出，新西
兰因气候变化导致的种种问题正逐渐显现，并可能对后代造成
深远影响。在1909-2019年间，新西兰的年均气温上升了1.13
（±0.27）摄氏度，即每十年上升约0.1摄氏度，于过去三十年

间，该比率更增加至每十年上升0.31摄氏度；此外，自一百多年前有记录以来，
平均的相对海平面每年上升1.81（±0.05）毫米，在1961-2018年间，该上升比
率更比自有记录开始至1960年间增加两倍。新西兰亦设定了减排目标，2013-
2020年间的碳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另2021-2030年间的碳排放量比2005
年减少30％。

.
事实上，除了中国内地，“低碳制造计划”已于越南、柬埔寨、缅甸及孟加拉开
展，本年度更推展至印度、印尼及新西兰。参与其中的工厂均能有效地使用该计
划所提供的工具。由此可见，“低碳制造计划”的实施并不会因地理位置的差异
而受到影响。

低碳制造计划扩展至印度、印尼及新西兰



已参与低碳制造计划工厂数目
已参与起动低碳制造计划工厂数目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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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2020年10月31日

19家取得低碳制造计划标签公司的年均
碳强度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