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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介紹 

CDP Introduction 



CDP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環境報告系統 

 
CDP – the world’s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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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0 
來自87個國家超過7000家公

司向CDP報告 –約占全球股

票市值55% 

6300 companies from 87 

countries report to CDP 

750 
城市、州及區域及分享最佳實踐 

750 cities, states and regions 

report to CDP 

120 
全球供應鏈專案合作夥伴 
115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 

with $3300B spent using CDP 

to collect data from suppliers 

 650 
投資機構通過CDP要求環境披露 – 

約全球投資資金三分之一 

650 intuitional investors request 

environmental data through CDP 

 

 87 兆美元資產 

$8700B AUM 

 



結合投資機構及採購機構的力量 
Combine market power with investors and 

buyers 

降低企業重複披露負擔 
Reduce burden on responders  

CDP平台運作方式 
How CDP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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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授權 
INVESTOR 

AUTHORITY 

656 
投資機構  

investors 

 

客戶授權 
CUSTOMER  

AUTHORITY 

115 
 

供應鏈合作夥伴  
buyers 

 

7000+ 
回覆企業  
responders 

一次回覆 
One 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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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如何運用CDP數據 

Investors’ use of CDP data 



環境披露是綠色金融發展的重要基礎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forms the basis of green finance development 

 2018年G20峰會《可持續金融報告》梳理在全球資本市場部署可持續資產

所面臨的具體限制，其中資訊缺乏和資訊不對稱是重要的一項  

 2018年9月，香港證監會公佈 《綠色金融策略框架》，明確表示將會通過

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披露指引 

中國證監會修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確立環境、社會及治理(ESG)資

訊披露的基本框架 ，推動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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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CDP數據的投資者 
Many types of investors use CDP data 

退休金 
 

投資顧問 
 

券商 
 

指数提供商 

數據供應
商 
 

第三方研究機構 
 

學術機構 
 

社會責任投資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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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聯署機構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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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的國際認可度 
 

How credible is C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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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DP氣候，水和森林問卷評分 

2.RobecoSAM 企業可持續性評估 

3.Sustainalytics ESG風險評級 

4.MSCI ESG評級 

5.彭博 ESG表現評分 

6. ISS-Oekom 企業評分 

7. 富時羅素ESG指數評級 

 



 

投資人關注重點從信息透明度轉變為治理績效 
Switching the focus from disclosure to performance 

17% 

higher returns  

over 5 years 

88%受訪者表示
具有穩健永續發
展實踐的公司表
現出更好的營運
績效，最終轉化
為更好的現金流 

2. 
https://arabesque.com/research/From_the_stockholder_t
o_the_stakeholder_web.pdf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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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機構如何使用CDP數據
Buyers‘ use of CDP data 



2018 CDP供應鏈專案 
 
 120家企業聯合邀請戰略供應商參與 

   



企業氣候行動：從自身減排邁向聯合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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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的商品及服
務 

產品使用期間 燃料及能源 

資本財 運輸配送 廢棄物 

出差 通勤 租賃 

特許 投資 

範疇3: 需與利益相關方合作 範疇1+2: 直接營運活動排放 



降低供應鏈環境足跡是確保長期盈利的重要機遇 
Supply chain emissions reduction is a key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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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採購的力量帶動供應商從認知到行動 
Supply chain engagement-- The power of procurement to include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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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環境績效進入採購決策流程 
Signify  
(prev philips ligh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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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惠普 , 我們相信資訊透明度是提升產業內環境
永續性的重要基礎。 作為 CDP 供應鏈專案的成員
之一，我們希望能夠説明供應商瞭解、測量以及
分享他們的環境影響從而最終驅動可持續性的提
升。 在大中華區，我們也與供應商溝通，鼓勵他
們參與到我們的能源效率提升專案(EEP)以及零污
染物填埋專案來共同努力減少供應商的碳排放以
及污染物足跡。 供應商是使我們轉型成更循環以
及低碳經濟的重要合作夥伴。 

 

CDP Supply Chain Partners selecting suppliers  

惠普 



供應商合作路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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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供應商

向CDP報告 

 

計算及報

告排放 

設定減排目標 

減排活動 
 

與客戶合作

減少排放 

第一階段: 建立基礎 第二階段:  能力建设 第三階段: 提升表現 

減少排放，推

進低碳經濟 

 

 

 

再生能源

消費 

報告上游排放和

供應商參與 



CDP問卷指標整合氣候相關財務資訊披露工作組建議 
 

CDP framework well aligns with Task force of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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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FD關鍵披露建議 

 

管理 

CC1. 治理 

治理 Governance 

策略 Strategy 

風險管理  Risk management 

績效及目標 

\Metrics and Performance 

CC2. 策略 

CC3. 目標及行動 

CC4. 溝通 

風險及機遇 

CC5. 氣候變遷風險 

CC6. 氣候變遷機遇 

排放績效 

CC7. 計算方法學 

CC8. 排放數據 

CC9. 範疇一排放細分 

CC10. 範疇二排放細分 

CC11. 能源 

CC12. 排放趨勢 

CC13. 排放交易 

CC14. 範疇三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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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參與CDP報告的商業案例(以中國
企業為例) 

Business cases of companies 

participating in CDP 



企業開展長效減排機制並通過CDP進行國際對標 
 

例：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 China Mob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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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啟動以節能減排為核心的「綠色行動計畫」，
建立覆蓋全集團的節能減排指標體系及資料收集系統 

 2016年開展 CDP 對標工作，從 CDP 問卷的披露、認
知、管理和領導力四個維度對公司氣候變遷戰略、管
理體系、風險和機遇、碳排放管理工作成效、第三方
廠商認和供應商碳排放資訊等進行全面回應和公開披
露 

 範疇三排放管理：推動供應商全生命週期節能減排、
開展供應商溫室氣體排放管理，並加大宣傳號召員工
減少差旅，綠色出行。 同時進行碳交易應對策略研究，
針對公司碳管理短板環節進行重點提升。 

 經過全面對標，2016年中國移動首次進入CDP全球氣
候變遷A級別企業名單，並維持佳績至今。 

資料來源：中國移動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投資者持續主動聯繫企業促成披露 
例: 中國光大國際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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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一些機構投資者選擇了光大國際參加
CDP的「未披露者運動」（Non-disclosure 
Campaign）。  

 2018年，光大國際再次被選入「未披露者運
動」。 WHEB資產管理有限責任公司代表投
資者寫信致信光大國際。 投資者和CDP一同
與光大國際進行電話會議。 

 光大國際表示將認真考慮披露，隨後參加了
CDP 在上海的培訓活動，並通過電子郵件與
CDP討論了一些具體問題。 

 光大國際在2018年 首次通過CDP公開披露了
與TCFD一致的氣候相關資訊，他們作為首次
披露者披露的資訊已相對全面。 

光大国际CDP回覆中的一些优秀披露做法：  

 治理：關於氣候變遷相關問題的明確治理結構，具
有明確的責任和激勵 

 戰略：如何將氣候變遷納入戰略及其細節 

 風險和機遇：明確的風險評估程式和完整的風險徵
兆，包括直接營運或供應鏈中某些風險的量化財務
影響，具有明確的時間範疇、可能性等以及管理方
法。 有關風險如何 影響其業務和財務規劃的資訊 

 目標和指標：業務單元細分範疇一和二排放及方法
學；一些範疇三的排放與確定方法或部分不適用範
疇三排放不相關性的解釋；範疇一、二、三的第三
方廠商核證；減排行動 



中小企業通過CDP問卷框架完善氣候治理及戰略 
 

例：上海創元化妝品有限公司 Beukay Cosme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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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首次受到客戶要求填寫CDP

氣候問卷，當時企業未建立專門部

門，也未建立碳排放或能源的管理

體系。 領導高度重視客戶的低碳管

理要求，調配資源加強內部培訓。 

首年獲得C的好成績。 

 2018年成立EHS部門，完善碳排放

及能效管理，與客戶積極溝通回覆

CDP問卷所採取的行動。 第二年成

績更上層樓達到B-。 

 

伴隨全球環境保護的制度化趨勢，瞭解氣候變遷不僅僅是
一個環境問題，更是一個關係到全球各國生存和發展的政
治問題和發展問題。 因此，氣候變遷治理應該強調各國應
承擔的責任以及各國、各地區、各公司和個人應如何採取
有效減排行動為低碳經濟作出的貢獻。 全球氣候治理，是
我們共同的責任問題。 氣候變遷的風險包括自然風險(如惡
劣氣候)、法規風險(如能源效率標準的提高)、競爭風險(如
低碳技術的應用)和聲譽風險(如環保責任)。 因此，低碳戰
略包括碳風險管理、低碳發展機遇、管理戰略和碳減排目
標。 低碳戰略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創元的總經理曲顯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