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CDP氣候變遷問
卷及回覆系統簡介 
CDP 2019 Climate Change questionnaire 
and online reporting platform 

張譯戈，CDP中國項目主任
sabrina.zhang@cdp.net 

April 18th, 2019 

 



2 

總覽及變化 Overview and Changes 

給第一年回覆企業的建議 Tips for 1st year responders 

分析2018年大中華供應商回覆結果後的建議 Learning 

from suppliers’ responses in 2018 

線上回覆平台介紹 Introduction to online reporting 

platform 

 

 

 

議程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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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覽及變化  
Overview and Changes 



CDP 2019 氣候變遷問卷概覽 
Overview of CDP 2019 Climate Change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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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簡介 Introduction C1治理 Governance 
C2 風險及機遇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3 商業戰略 Business 

strategy 

C4 目標和表現 

Targets and 

performance 

C5 排放計算方法

Emissions 

methodology 

C6 排放數據 

Emissions data 

C7 排放細分 Emission 

breakdown 

C8 能源 Energy 
C9 額外指標 

Additional metrics 
C10 核證 Verification 

C11 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C12 溝通合作 

Engagement 

C13 其他土地管理 

Other land 

management 

impacts 

C14 簽署 Signoff 
SC 供應鏈模組 Supply 

chain module 

評分scored 不評分 not scored 



CDP 2019 氣候變遷問卷概覽 
Overview of CDP 2019 Climate Change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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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簡介 Introduction C1治理 Governance 
C2 風險及機遇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3 商業戰略 Business 

strategy 

C4 目標和表現 

Targets and 

performance 

C5 排放計算方法

Emissions 

methodology 

C6 排放數據 

Emissions data 

C7 排放細分 Emission 

breakdown 

C8 能源 Energy 
C9 額外指標 

Additional metrics 
C10 核證 Verification 

C11 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C12 溝通合作 

Engagement 

C13 其他土地管理 

Other land 

management 

impacts 

C14 簽署 Signoff 
SC 供應鏈模組 Supply 

chain module 

定性 qualitative 定量 quantitative 



2019: 超過9成的題目不變 
Over 90% of the questionnaires remain the same 

採納企業意見無重大變化 

確保跨年比較可行性，「複製去年回

覆」功能上線  

超過九成題目屬於「無變化」或「細

微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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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questionnaire changes from 2019 

No change Minor Modified



2019年變化 
 Change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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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a) 識別負責氣候相關議題的人員在董事會中的職位 (不包括任何姓名)  

在董事會職位----“董事會委員會”----中增加了新的下拉選項, 因為董事會監督可能由一個委員會, 而不是
個人進行  

(C1.2) 提供負責氣候相關議題的最高管理層職位或委員會文本编辑 

“董事會級別以下” 改為 “管理級別“，以緩解對此問題和董事會監督問題之間差異的混淆。 

C2.3a, C2.4a 風險和機會可能產生的財務影響增加最小/大值範疇 

C8 能源在所有要求指定熱值的問題中, 增加了一個新的下拉選項: "無法確認熱值"  

C8.2f 請詳細說明在 C6.3 中報告的基於市場-範疇2數值中, 適用於低碳排放係數計算的電
力、熱量、蒸汽和冷卻量 

SC1.1 根據您在此報告期內銷售的商品或服務, 將您的排放分配給下面列出的客戶。應供
應鏈成員組織的要求增加新欄目, 以便更詳細地瞭解分配水準 
 

 

 

 

 

 
 



CDP評分 - 環境管理之旅 Scor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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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級別 

Disclosure 

•  追蹤、透明 

認知級別 
Awareness 

•  理解環境議題對組織的
意義 

管理級別 
Management 

•  採取行動解決環境問
題，減少風險並實現機
會 

領導力級別 
Leadership 

•  環境管理的最佳實踐 



CDP評分 - 環境管理之旅 
Scoring Approach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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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D 認知C 管理B 領導力A 

1. 回覆問卷 

2. 提供GHG數據 

3. 敘述了治理、戰略

及風險管理 

 

1. 提供公司案例

說明 

2. 健全的企業風

險及機遇識別

過程 

1. 具備因應氣候變遷

治理結構 

2. 風險管理方法 

3. 執行減排行動 

 

1. 具有野心的目標 

2. 卓越的减排行動 

3. 與價值鏈開展合作 

4. 符合TCFD要求的環

境披露最佳實踐 



A

A-

B

B-

C

C-

D

D-

管理

认知

披露

领导力

 每個等級有兩個評分，例如 A 和 A- ； 

 每得到一個等級的所有得分點的44%，可以達到該等級的「-」評分，例如A-， B-等等；得到一個等級得分

點的80%及以上，則可以進入下一個等級的評分點； 

 問卷裡的每道題都會在「披露」等級評分，其他等級的分數分佈以及加權比例則依據行業、問卷版本等不同

而不同； 

 被要求披露但沒有提交問卷的，和資訊不夠充足不足以評分的企業，會被標為 F（F不代表在環境治理上面

的失敗） 

評分等級、比例和門檻 
 Score Levels and Threshold 

 

 

等级 气候变化 水 森林 分数

0 - 44% 0 - 44% 0 - 44% A-

45% - 79% 45% - 79% 45% - 79% A

0 - 44% 0 - 44% 0 - 44% B-

45% - 79% 45% - 79% 45% - 79% B

0 - 44% 0 - 44% 0 - 44% C-

45% - 79% 45% - 79% 45% - 79% C

0 - 44% 0 - 44% 0 - 44% D-

45% - 79% 45% - 79% 45% - 79% D
披露

认知

管理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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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披露 Disclosure 82%

C 认知 Awareness 89%

B 管理 Management 66%

A 领导力 Leadership 25%

D 披露 Disclosure 82%

C 认知 Awareness 32%

B 管理 Management 20%

A 领导力 Leadership 10%

評分等級舉例 
 Score Level Examples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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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 ABC 
2018氣候變遷問卷所有
問題在四個等級的分佈 

 

C - 

企業 123 

B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披露 认知 管理 领导力 

披露 认知 管理 领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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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第一年回覆企業的建議 
Tips for first year responders 



第一年回覆企業 
 For 1st year responders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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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 簡介 Introduction C1治理 Governance 
C2 風險及機遇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3 商業戰略 Business 

strategy 

C4 目標和表現 

Targets and 

performance 

C5 排放計算方法

Emissions 

methodology 

C6 排放數據 

Emissions data 

C7 排放細分 Emission 

breakdown 

C8 能源 Energy 
C9 額外指標 

Additional metrics 
C10 核證 Verification 

C11 碳定價  

Carbon pricing 

C12 溝通合作 

Engagement 

C13 其他土地管理 

Other land 

management 

impacts 

C14 簽署 Signoff 
SC 供應鏈模組 Supply 

chain module 

重點在於建立企業自身溫室氣體排放清單 



溫室氣體盤查步驟- 關鍵是建立好習慣! 
 Good housekeeping is the key! 

 常見方法學：ISO 14064, GHG Protocol 

 高層主管承諾，成立跨部門推動小組 

 定性：邊界設定、決定基準年、排放源鑑別(最好是全球範疇的製造廠點及辦公室) 

 定量：蒐集活動數據(製造廠點的能源經理/財務經理；明確數據單位、數據年度日期、數據彙整模

板、紀錄數據收集方式)、選用排放係數、排放量計算、建立排放清單 

 內部溝通(與數據提供方溝通報告CDP問卷的原因及重要性、填報工作的時間線及截止日期) 、數

據品質管理、程序文件化、內部查證、外部查證 

 確保來年可以再次檢查歷史數據如何得出: 建立專門的線上文檔方便多個數據提供方及填報人上傳

文件；準備一個方法學概覽一個CO2計算模型架構概覽文件，以便新的填報人能夠快速了解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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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源的擁有權或控制權：範疇1，2，3排放 
 Scope 1, 2, 3 

Pa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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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1:直接燃料 

 

範疇2:間接-能源 

 

範疇3:其他間接 

 固定源：化石燃料內燃 

(如熱風爐、緊急發電機) 

移動源 

(如公務車、工務車、堆高機) 

製程 
生物、物理或化學等產生GHG 

逸散性 
(如冷藏及空調的HFC排放、廢水處理

廠CH4逸散等) 

外購電力、熱、

蒸汽、冷卻 

 
• 基於市場的排放因子 

• 基於位置的排放因子 

購買貨品及服務 
(如原材料開採、加工處理、製造） 

交通相關活動 

(如通勤、出差、貨物) 

廢棄物處理 

(如廢棄物、回收) 

售出產品使用期間 



C1治理 
C1 Governance 

C1.1 貴組織董事會層級是否對氣候相關議題進行監督？ 

C1.1a 界定董事會中負責氣候議題的職位（*為何由這職位負責） 

C1.1b 
請進一步提供董事會監督氣候相關議題的細節(*請閱覽評分方法
瞭解文本題須填寫的內容) 

C1.2 在董事會層級之下，負責氣候相關議題的最高管理職位或委員會 

C1.2a 

請描述這些職位和/或委員會在組織結構中的位置、相關職責，以
及如何監督氣候相關議題(*請閱覽評分方法瞭解文本題須填寫的
內容) 

C1.3 
貴公司是否提供管理氣候相關議題的獎勵機制，包括目標實現時
的獎勵方法？ 

C1.3a 請進一步說明管理氣候相關議題的獎勵機制 

16 



C2風險及機遇 
 C2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C2.1 貴組織對短中長期範疇的定義（*鼓勵考慮各時間維度的氣候風險） 

C2.2 選擇符合貴組織識別、評估和管理氣候議題並納入風險管理的流程 

C2.2a-d 
頻率和時間範疇，識別及評估流程細節並定義重大財務影響，考慮哪項風險類型及
其相關性，管理流程細節並針對物理/轉型風險機遇舉例說明 

C2.3 是否識別出任何可能對業務造成重大財務或戰略影響的氣候風險？ 

C2.3a 進一步說明 

C2.4 是否識別出任何可能對業務造成重大財務或戰略影響的氣候機遇？ 

C2.4a 進一步說明 

C2.5 請描述已識別的風險/機遇在哪裡以及如何影響您的業務 

C2.6 請描述已識別的風險/機遇在哪裡以及如何影響您的財務規劃流程 

17 

*請務必閱覽Guidance 



C3 商業戰略 
C3 Business strategy 

C3.1 貴公司是否將氣候議題整合至商業戰略？ 

C3.1a 貴公司是否使用氣候情景分析？ 

C3.1c 請解釋氣候議題如何融入商業目標和戰略 

C3.1d 請提供氣候情景分析詳情 

18 

怎樣才能稱作是氣候議題整合至商業戰略? 如果以下情形已納入貴司策略文件 

 減少碳排放的必要性 The need to reduce carbon or othe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需要適應氣候變遷、《巴黎協定》和相關的能源(正面或負面)影響  The need to adapt to climate change, the 

Paris Agreement, and related energy impacts (positive or negative);  

 需要利用氣候變遷和/或氣候變遷帶來的機會 The need to capitalize on opportunities presented by climate change 

 需要更多地溝通及瞭解氣候變遷 The need to communicate on/learn more about climate change 



CDP Introduction 

19 

分析2018年大中華供應商回覆
內容後的建議  
Learning from suppliers’ 
responses in 2018 



公司治理披露重點:治理結構以及該結構如何影響決策過程 
 Tips: the governance system and how the system drives decision making 

73% 

57% 

22% 

32% 

25% 

40% 

2% 

3% 

78% 

68% 

0% 20% 40% 60% 80% 100%

C1.1 气候议题纳入董事会监督 

C1.3 管理阶层气候相关的激励措施 

C1.1a 识别出董事会中负责气候议题的职位 

C1.3a 识别出管理阶层气候相关的激励措施 

是 否 空白 

20 
來源: CDP中國 2018報告 

 

治理結構:公司如何協調內部

各部門及調動外部資源 

激勵機制: 公司如何確保決

策如何有效地執行及追蹤 

在大中華供應商中，僅有2-

3成企業清晰地界定相應負

責人的崗位及職責，以及治

理結構的有效性 



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有助於提升風險管理成熟度 
 Optimizing governance structure facilitates matureness of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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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中國上市公司及全球上

市公司的回覆內容，公司治

理結構完善度與企業風險評

估成熟度呈正向關係 

 企業在回覆風險定量財務影

響和定量管理成本上仍具挑

戰，但此資訊對利益相關方

的決策至關重要 

 

來源: CDP中國 2018報告 

 



採用跨部門管理以因應氣候風險衍生的財務影響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is key for managing financial impacts of climate-related risks re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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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識別出的氣候相

關財務風險對於損益表

及資產負債表的影響 

 因應氣候風險的管理體

制應有效連接至財務、

研發、採購、生產、公

關等部門 

22% 22% 9% 6% 5% 5% 5% 26% 

0% 20% 40% 60% 80% 100%

气候相关重大财务风险因子 

生产能力下降导致收入减少 (例如运输困难、供应链中断) 

政策和法律: 业务费用增加 (例如合规费用增加、保险费增加) 

运营成本增加 (例如, 水电站供水不足或核燃料和矿物燃料厂冷却不足) 

减少收入, 提高对劳动力的负面影响 (如健康、安全、缺勤) 的成本 

资本费用增加 (例如设施损坏) 

声誉: 对商品服务的需求减少所造成的收入减少 

技术: 新技术和替代技术方面的研究与开发支出 

其他 

來源: CDP中國 2018報告 

 



風險管理披露重點: 完善閉環體系 
 Build a closed loop risk management system 

23 
来源: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Toolkit User Guide”, created by RMIT University, Net Balance Foundation, and the City of Greater Geelong 

收集證據>識別重大性>量化影響程度>制定及實施行動方案>追蹤管理>納入文件化流程 



運用情景分析設定長遠目標 
 Set up a long-term target by scenario analysis 

24 

 運用情景分析來假定不同參

數及限制條件的變化下，氣

候議題會對營運及價值鏈造

成什麼影響 

 少數企業設定較長遠的減排

目標，並結合情景分析來設

定科學碳目標(Science-

based Targets) 

在2017/18財年，聯想著手評估2020年後第三代氣候目標的發展路徑。 

我們採用「科學碳目標倡議」方法學，以評估依據科學減排途徑以限制
全球溫升的最佳方法。 我們使用SDA工具根據2℃溫升情景來評估當前
的目標。 參數選擇了「其他」的工業部門、基準年2009年、目標年
2020年、基準年範疇1和2的排放量。 結果表明，我們當前的範疇1、2

及範疇1+2的減排目標應可達到氣候科學的要求。 

 

我們將目標和分析提交給「科學碳目標倡議」進行非官方驗證，瞭解到
我們的「年度目標減排幅度強勁且與氣候科學一致」。 建議我們在調
整後的目標年內使用相同的範疇1和2排放量，同時增加範疇3排放量的
目標。 採用10年時間範疇則與我司過往策略架構有關。 全集團-特別是
其範疇1和2的排放量，被考慮用於上述情景分析。 分析結果為我們未
來的業務目標和戰略提供了寶貴的見解，説明我們制定下一代氣候目
標，並直接影響了我們在2020年到期的當前氣候變遷目標之後的前進道
路。 

聯想運用IEA 2DS情景來設定2020年後的科學碳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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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線上回覆平台 
CDP online reporting 
platform 



4月底前：所有受邀回覆企業收到邀請函 
 In April, all invited organization will receive an invitation letter: 

26 

 CDP正式邀請函會發送到企業主要連絡

人手中。 其中包含進入對應公司資訊、

回覆者資訊的問卷的連結（紅框處） 

 點擊「登入sign in」進入問卷回覆平台

入口 

 此處示例表明該企業受投資者和客戶要求

回覆問卷。 如果只有客戶邀請，向投資

者披露欄處顯示選擇參加 

寄件者/sent by：CDP Respond, <respond@cdp.net> 



 這一欄顯示了誰邀
請您填寫問卷  

 CDP簽約投資機構 

 或：CDP供應鏈成
員 

 

• 這一欄顯示了問卷
填報截止日期 

• 受CDP簽約投資
機構邀請和受
CDP供應鏈成員
邀請的截止日期很
可能不一樣 

 

點擊此
處確認
貴企業
的參與 

 

 投資者 / 客戶 

 選擇相適應的專案（例
如森林問卷：棕櫚油，
橡膠等），然後點擊 

Confirm（確認） 

• 企業第一個進入系統的人
會自動成為 Main User

（主要消費者） 

• 付款事宜 Pays admin fee 

• 開始回覆 Starts responses 

• 回答問題 Answers 

questions 

• 管理和提交回覆 Manages 

and submits responses 

確認參與填報步驟 

1 點擊「確認參與」 2 選擇向誰提交回覆 

3 使用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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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頁面功能詳解 

Overview of dashboard 

 

複製貼上2018年回覆內容，自動貼上後請
核對是否對應到合適的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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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頁面功能詳解 
 Overview of dashboard 

29 

輸出／匯出鍵可以匯出Excel/Word版本
問卷，匯出的線下版本方便公司內部更改
和填寫，但不會自動更新到線上回複平
台。 請注意，excel版本可以直接上傳檔
導入，但是word版本中更改的內容不可
以直接全問卷上傳導入，需要逐題更新 



問卷頁面功能詳解 
 Overview of dashboard 

30 

今年新增「審核日誌」功能，點擊
按鈕可以查看使用者編輯記錄，包
括使用者登入時間、回覆的題目、
編輯過的回覆內容等資訊 



問卷頁面功能詳解 

Overview of dashboard 

 

31 

點擊「審核日誌」功能後，可查看
使用者編輯記錄，包括登入時間、
回覆的題目、編輯過的回覆內容等
資訊 



問卷頁面功能詳解 
 Overview of dashboard 

32 

線上問卷每3秒鐘自動儲存。 但是很多情況
下線上平台有可能出現停滯等情況，建議隨
時點擊左上角「保存」鍵進行保存 

請注意，切勿不小心在問卷完成前點
擊提交，提交後需要聯繫總部重開，
所費時間無法保證，過程會非常繁瑣 



提交回覆 

How to submit your response 

33 

選擇您要提交的回覆的

語言 (中文可以評分) 

選擇公開／非公開回覆 

選擇提交給投資者和／

或客戶 

確認提交供應鏈模組回

覆 



提交成功 

可以之后再提交供应链模块回覆 

最新提交详情 

查看已提交的回覆 

查看提交的回覆 
 Accessing Submitted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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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Support Team 

respond@cdp.net 

 查看問卷指南和評分方法學: 

https://www.cdp.net/en/guidance/guid

ance-for-companies 
 

 推薦使用Chrome瀏覽器，並確保能接
收從 @cdp.net 位址發來的郵件 

 如果您在5月初沒有收到CDP的郵件，
請聯繫respond@cdp.net 

 關於ORS或其他填報相關的諮詢，如
需中文支援，請聯繫bcsd@cdp.net 

(台灣企業), asia@cdp.net 

◥ 重要日期 
 

 4月中：ORS系統開放 

 4月底：啟動連結發至各企業郵箱 

 5月、6月、7月：每個月月中會有一
封提醒郵件發至企業郵箱 
 

 填报截止日期： 

 7月31日 
 

◥ 投資者專案聯繫 casey.guo@cdp.net 

◥ 供應鏈專案聯繫 wanyu.sung@cd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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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線上及進階培訓 

Webinar and Advanced Training 

線上研讨会 Webinar 

CDP問卷介紹及線上回覆系統 
進階培訓 Advanced Training 

五月 

May 

六月 

June 

七月 

July 

周五 Friday 10:00-11:30  報名連結 Registration: 

https://cdproject.webex.com/cdproject/onstage/g.php?M

TID=effb7a1405e3868d371f79d20045c8f3d 

14 
周五 Friday 10:00-11:30  報名連結 Registration:  

https://cdproject.webex.com/cdproject/onstage/g.php?M

TID=e0d5f87f71ebc1f81ec92a63381fde652 

12 
周五 Friday 10:00-11:30  報名連結 Registration:  

https://cdproject.webex.com/cdproject/onstage/g.php?

MTID=ec609be0cf2b0ef2561a9141ab05a29fe 

六月初：on-site advanced workshop 

六月中：online advanced workshop 

Details t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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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人逐題講解：根據CDP問卷、問卷指南、評分方法學做出的詳細解說 

差距分析及最後檢查：結合2018年的答題水準和2019年的評分方法學做出的差距比較，指出2019年填
寫問卷的上升空間  

先進企業案例舉證：在已有差距分析的結果上，進一步提供表現優秀的行業先驅企業的2018年問卷回
答並做出行業分析 

公開數據包：Excel版原始資料，包含所有2018年公開披露公司的每一題回答。 例如：已完成節能減
排專案的具體資料，公司對應氣候變化風險的披露和管理方法，公司內部碳價的具體資訊等 

雲端資料分析工具：由CDP開發的視覺化資料分析工具，方便會員自行對同行業做對標分析 

眾多線上研討會及networking：分享行內及CDP最新發展 

CDP報告者服務 

CDP report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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