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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0多家資產超過 130 兆美元的機構投資者要求公司通過CDP進行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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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多家總採購金額超過 5.5 兆美元的採購機構要求其供應商通過 CDP 揭露

2021年超過13,000家公司向CDP揭露環境資訊

CDP是一家運行全球環境資訊揭露系統的全球非營利組織
協助投資人、公司及城市測量、理解並管理他們的環境影響

2021年超過1,100個城市和區域向CDP揭露環境資訊

2021年向CDP揭露的企業佔全球股票市值的64%

www.cdp.net



公司採取行動應對氣候危機、
保護水資源並防止森林破壞

資本市場及
採購機構

公司 (包含供應商)
通過 CDP 請求環境

揭露

衡量環境影響以
提高績效

公司和供應商提供有關環境影響、風險、機會、
投資和策略的資訊

資本市場和採購機構使用 CDP 數據做出明智的決
策，獎勵環境管理表現出色的公司並推動行動

CDP的工作方式

4 www.cdp.net



CDP 揭露系統演進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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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CDP創立

2002

CDP代表35家機構投
資者寄出第一份氣候
變遷問卷請求，獲得

245家企業回覆

2007

CDP供應鏈計
畫啟動

2010-2011

CDP與WWF、WRI、
UNGC共同創立科學基

礎減量目標倡議
(Science Based 

Targets initiative , 

SBTi)

2015

CDP 遵循TCFD建議
進行問卷改版

2022

2018

CDP 將生物多樣性問題加入氣候變
遷問卷

CDP 將授權方拓展至商業銀行、淨
零資產管理者倡議(Net Zero Asset 

Managers Initiative)及 RE100

CDP啟動水安全
問卷 (2010) 及森
林問卷 (2011)

www.cdp.net



參與揭露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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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及利害關係人
溝通

預先於監管收緊之前
提早準備

跟踪和與國際同行比
較績效

維護聲譽

識別環境風險和機會 CDP 揭露完全符合氣候
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
(TCFD)

www.cdp.net



CDP數據的活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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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揭露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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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及利害關係人
溝通

預先於監管收緊之前
提早準備

跟踪和與國際同行比
較績效

維護聲譽

識別環境風險和機會 CDP 揭露完全符合氣候
相關財務資訊揭露建議
(TCFD)

www.cdp.net



台灣氣候政策速覽

淨零排放

綠電

強制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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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會公司治理3.0

自2023年起要求公告申報永續報告書之上市櫃公司參考
TCFD建議揭露氣候財務相關資訊

自2023年起銀行與保險業進行氣候風險相關財務揭露

經濟部: 2021年起規範契
約容量5,000kW以上用
戶，必須在5年內設置契
約容量10%的再生能源

台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

臺灣2050淨零排放路徑及策略總說明_簡報 www.cdp.net

https://ws.ndc.gov.tw/Download.ashx?u=LzAwMS9hZG1pbmlzdHJhdG9yLzEwL3JlbGZpbGUvMC8xNDc2Mi80NGIzM2YxMC1lZjQ2LTRmNjctYmM4OC02OTUxNjkwNGE4NWYucGRm&n=6Ie654GjMjA1MOa3qOmbtuaOkuaUvui3r%2bW%2bkeWPiuetlueVpee4veiqquaYjl%2fnsKHloLEucGRm&icon=..pdf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提出氣候揭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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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擬議規則與 TCFD 框架大體一致，

如果比照 TCFD 或相關揭露框架（包括已

將 TCFD 建議完全整合到其問卷的CDP，

及部分符合 TCFD 建議的其他框架和/或標

準），將降低大部分或全部參與揭露的公司

的額外合規成本。」

“Since the proposed rules are broadly consistent with 

the TCFD framework, we would expect lower 

incremental compliance costs for registrants that 

provide most or all disclosures according to the TCFD 

or related frameworks, including the CDP, which has 

fully integrated the TCFD disclosure elements into 

its disclosure questionnaire, and other frameworks 

and/or standards partly aligned with the TCFD 

recommendations.”

www.cdp.net



CDP 主題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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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森林 水安全

 氣候相關風險和機會

 碳排放及能源數據

 遵循TCFD建議: 治理、策略、

風險管理、指標和目標

 專注於４種毀林風險商品: 牛

製品、棕櫚油、大豆、木材

 以從直接營運及供應鏈移除

毀林風險為目標

 3種未評分的毀林風險商品: 

橡膠、可可、咖啡

 評估水安全保障相關風險

及機會

 設施級別水核算

 指標和目標

www.cdp.net

完整版問卷題數 130 78 71

簡版問卷題數 44 47 41

* 僅以供應商身分向客戶填報的企業，年營收低於2.5億美元，可選擇填寫簡版問卷，其回覆內容將適用簡版評分方法。
* 回覆投資人邀請的企業，第一年雖可選擇填寫簡版問卷，但無法取得簡版評分。如果希望取得評分，請填寫完整版問卷。



Disclosure

揭露級別
完成度水平

Awareness

認知級別
公司對環境問題如何

影響其業務的評估全

面性

Management

管理級別
公司是否已採取具體

行動來應對和管理環

境風險機會

Leadership

領導力級別
公司是否正在採取雄

心勃勃的行動並展示

最佳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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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P評分- 環境管理之旅

各評分水平代表的意涵

D-, D

C-, C

B-, B
A-, A

www.cdp.net



2022 CDP揭露週期時間表

www.cdp.net13

欲取得評分的截
止日期

7月27日

四月 七月 九月三月

評分發表

十二月

寄送給董事長的信 線上回覆平台於
4月11日當週開放

線上回覆平台關閉

9月28日

2022年揭露重大變動

 問卷及評分方法年度更新
 CDP幫助中心
 新的問卷請求方

 必須同時提交給所有問卷請求方
 補貼後揭露行政費用(Subsidized admin fee)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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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遷挑戰
- CDP 氣候變遷問卷

www.cdp.net

 整合 TCFD 建議，指引公司衡量和管理氣候風險機會的框架

 向投資者提供數據以了解風險和機會所在，獎勵公司的最佳實踐，並從氣候風險投資中重新分配資本

 帶領公司通過指南、洞見、工具和評分來激勵變革，踏上與《巴黎協定》保持一致的旅程

 通過與供應商和投資者的有效合作，為零碳產品和服務創造新市場，並允許公司展示創新和最佳實踐



CDP氣候問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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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問卷架構

C0 簡介

C1 治理

C2 風險和機會

C3 商業策略

C4 目標和績效

C5 排放計算方法

C6 排放數據

C7 排放細分

C8 能源

C9 額外指標

C10 核證

C11 碳定價

C12 議合

C15 生物多樣性

C16 簽署

SC 供應鏈模組

注意事項

◥ C13 其他土地管理相關影響- 僅限於
農業、食品飲料、造紙和森林行業

◥ C14 投融資組合影響: 僅限於金融業

◥ FW- FS 森林及水安全之金融業模組: 

僅限於金融業

◥ 70%的問題維持不變，移除10個問題，
新增25個問題

◥ 新增技術指南: 

◥ 氣候轉型計畫 (Climate Transition 

Plan)

◥ 產業別範疇三相關性(Relevance of 

Scope 3 Categories by Sector)

C1.1d 董事會成員氣候議題的能力

2022年新增問題

C3.2b 情境分析細節
C3.5 1.5˚C 溫控目標下的支出或營收

C6.5a 範疇 3 排放的重述

C5.1 基準年排放的重述

C8.2g 按國家劃分非燃料能源消耗

C12.1 供應鏈氣候議合納入採購流程細節

新增模組

www.cdp.net

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3/101/original/CDP_technical_note_-_Climate_transition_plans.pdf?1643994309
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3/504/original/CDP-technical-note-scope-3-relevance-by-sector.pdf?1649687608


氣候轉型計畫路徑
企業面臨的主要挑戰在於規劃轉型路徑，即從揭露和目標設定轉向展開行動

www.cdp.net16 CDP STRATEGY 2021–2025

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omfy/cms/files/files/000/005/094/original/CDP_STRATEGY_2021-2025.pdf


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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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董事會監督

b) 董事會在氣候相關的專業知識

治
理

(C1.1d) 貴公司是否至少有一名具備氣候相關問題能
力的董事會成員？

是/否，但我們規劃未來2年內引入具備氣候
相關問題能力的董事會成員

用於評估董事會成員在氣候相關問題上能力的標準，
展現企業達成氣候轉型計畫的能力及成功機率

新增

www.cdp.net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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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公司策略是否包含與控制全球溫度上升
不超過 1.5°C相一致的氣候轉型計劃？

 是否具備低碳轉型計畫
 是否公開
 從股東收集關於低碳轉型計劃意見回饋的
機制

 意見回饋機制說明
 意見收集頻率
 附上任何低碳轉型計畫的相關文件（選擇
性提供）

新增欄位

www.cdp.net

策
略

符合「1.5°C 世界」的轉型計劃被整合至
策略及股東溝通中

*CDP認為使氣候轉型計畫 與「1.5°C 世
界」保持一致，該計畫可公開獲得，並具
有收集股東回饋的機制。同時已識別和量
化企業向 1.5°C 世界轉型的支出/收入，才
達到領導力級別要求



情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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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2) 貴公司是否使用氣候情境分析，以便採
取對應策略？

量化或質化分析
如果沒有，請提供理由

(C3.2a) 請提供貴公司氣候情境分析詳情

氣候情境: 轉型情境、實體情境
情境分析覆蓋範圍
使用情境所對應的溫升程度
情境分析所使用的參數、假設、分析方法
選擇

(C3.2b) 請提供貴公司試圖使用情境分析解決的
焦點問題的詳細資訊及其結果

焦點問題
針對焦點問題的情境分析結果

新增

www.cdp.net

策
略

情境分析細節

*CDP認為公司報告 2°C 或更低的
轉型情境和2°C或更高的實體情
境，覆蓋全公司範圍，並描述所進
行情境分析的結果，給出區域、部
門或營運背景，才達到領導力級別
要求

新增欄位

新增欄位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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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與「1.5°C 世界」相關的財務規劃

b) 低碳產品或服務

財
務
規
劃

(C3.5) 在貴公司的財務會計中，是否識別出
有朝向溫控1.5°C 目標相一致的支出/

收入？

是/否，但我們規劃未來兩年內導入

(C3.5a) 請量化貴公司朝向溫控1.5°C 目標相
一致的支出/收入之百分比。

 財務指標: 營收、資本支出、營運費用
 報告年的百分比
 規劃2025年的百分比
 規劃2030年的百分比
 描述用於確定與溫控1.5°C 相一致的支
出/收入的方法

新增

新增

www.cdp.net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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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減排目標- 絕對目標及強度目標

b) 其他氣候相關目標
目
標

c) 淨零排放目標

(C4.1a/b) 請提供絕對排放目標/強度目標和針對
這些目標的進展詳情。

目標適用的時間範疇
減排力度
基準年範疇一、二、三排放
目標年範疇一、二、三排放
 (對於進行中的目標) 衡量進度情況
 (對於已完成的目標) 列出對實現此目標貢
獻最大的減排舉措

新增欄位

*增加範疇三相關欄位以符合科學基礎減量目標
SBTs要求

www.cdp.net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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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2) 請提供基準年的範疇一、二、三排放

*鼓勵公司不論範疇三各類別的相關程度皆進
行揭露，但如果公司在基準年尚未計算特定範
疇三類別，可以空白

(C6.5) 公司的全球範疇 3 排放，揭露並解釋任何排
除項

*領導力級別要求所有類別都進行計算，且基
準年的範疇一、二、三排放總和高於報告年的
總和

(C6.5a) 揭露或重述前幾年的範疇 3 數據

全面的排放核算及第三方核證
指
標

新增欄位

新增

*新增的A級別要求: 範疇三排放的70%經過第三方核證

修改評分

www.cdp.net



議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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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倡議-直接營運

價值
鏈議
合及
低碳
倡議

價值鏈議合

(C12.2) 在公司採購流程中，是否要求供應商必須滿
足氣候相關要求？

(C12.2a) 請提供公司採購流程和現有合規機制中，供應
商必須滿足的氣候相關要求的詳細資訊。

 氣候相關要求
 佔採購支出%

 合規機制
 如果供應商不符合氣候要求的情況

新增

新增

*鼓勵公司將占採購金額或範疇三排放的40%以上的供應商
納入議合範圍

www.cd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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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特定描述
(Company-specific Information)

公司特有的業務、活動、計劃、

產品、服務、方法或營運地點的

引用，足以和同一行業和/或同一

區域的公司進行區分的細節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提供對特定情況的描述，並提供行

動結果和實施時程表

建議採用Situation-Task-Action-

Result (STAR)的結構性描述

www.cdp.net



生物多樣性

25 www.cdp.net



 目標
 收集企業在多大程度上制定了生物

多樣性策略的相關資訊，
 指引公司若需報導生物多樣性，應

報導那些資訊

 反映利害關係人的關注趨勢
 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 vs.. 自然

(Nature)

 環境風險正在逐漸以「氣候相關風
險」及「自然相關風險」進行分類

 參考框架
 IUCN Corporate Biodiversity 

Reporting

C15 生物多樣性

26

C15 生物多樣性 (6 個問題)

(C15.1) 生物多樣性議題是否納入董事會監督?

(C15.2) 是否有生物多樣性的公開承諾？

(C15.3) 是否評估價值鏈對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C15.6) 是否發布生物多樣性相關的公開文件? 

(C15.5) 是否使用生物多樣性指標來監測進展？

(C15.4) 採取了哪些行動推進生物多樣性承諾？

2022年新增模組，未納入評分

www.cdp.net

https://portals.iucn.org/library/node/44861


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
生物多樣性推動生態系統服務的提供

27

Diagram taken from the Natural Capital Protocol

www.cdp.net



生物多樣性(或自然)如何影響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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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跨政府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服務平台IPBES評估報告)

9成的生物多樣性喪失壓力來自4種價值鏈
• 食品行業 (50%)

• 基礎建設與交通 (25%)

• 能源 (10%)

• 時尚 (<10%)

風險
• 實體風險

• 轉型風險

• 系統性

依賴程度
任何依賴生態系統服務的價值鏈
• 食物/纖維 (土壤、授粉)

• 房地產 (水災)

• 採礦 (新鮮水的獲得)

• 所有?

機會
• 新市場
• 改進的價值主張和品牌
• 獲得資本和營運綜效
• 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

ENCORE可用於評估
產業影響和依賴程度
以及由此產生的風險
和機會的工具

1 BCG, 2021

www.cdp.net

https://encore.naturalcapital.finance/en
https://web-assets.bcg.com/fb/5e/74af5531468e9c1d4dd5c9fc0bd7/bcg-the-biodiversity-crisis-is-a-business-crisis-mar-2021-rr.pdf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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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重點 金融行業 倡議

 從「影響」到「依賴程度」

 生物多樣性補償（biodiversity 
offsets）

 EU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Initiative

 WBCSD 企業提出自然方面行動
的成熟度

 CBD COP15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Science Based Targets for Nature 

 Taskforce on Nature Related Disclosures 

(TNFD) Beta framework

 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 304 on 

Biodiversity (update)

 CDSB Application Guidance for 

Biodiversity-Related Disclosures

 EU Business and Biodiversity ‘Aligning 

biodiversity measures for business 

(ALIGN)

 European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E4: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IFC Performance Standard 6

 荷蘭央行、央行綠色金融網絡
NGFS

 生物多樣性會計金融平台
(Partnership Biodiversity 
Accounting Financials, PBAF）

www.cdp.net

https://www.wbcsd.org/contentwbc/download/13832/200307/1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archives/business/index_old.html
https://www.wbcsd.org/contentwbc/download/13832/200307/1
https://sciencebasedtargetsnetwork.org/partner-portal/
https://tnfd.global/tnfd-framework/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standards/standards-development/topic-standard-project-for-biodiversity/
https://www.cdsb.net/biodiversity
https://ec.europa.eu/environment/biodiversity/business/align/index_en.htm
https://www.efrag.org/Assets/Download?assetUrl=%2Fsites%2Fwebpublishing%2FSiteAssets%2FESRS%2520E4%2520on%2520biodiversity%2520and%2520ecosystems.pdf
https://www.wbcsd.org/contentwbc/download/13832/200307/1
https://www.ifc.org/wps/wcm/connect/topics_ext_content/ifc_external_corporate_site/sustainability-at-ifc/policies-standards/performance-standards/ps6
https://www.dnb.nl/en/green-economy/sustainable-finance-platform/biodiversity-working-group/
https://www.ngfs.net/en/biodiversity-and-financial-stability-exploring-case-action
https://www.pbafglobal.com/


因應水安全保障挑戰
- CDP水安全問卷

30 Image by tingyaoh from Pixabay

 將商業經營和經濟增長與不可持續的用水進行脫鉤

 增加資金流向有利於水安全保障的投資機會

 加強水資源政策和監管

www.cdp.net



CDP水安全問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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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狀况 風險管理流程 風險機會 水核算 治理和商業策略 水目標

• 取水量
• 耗水量
• 排水量
• 水循環利用
• 從水資源緊張

的來源取水
• 價值鏈議合

• 風險識別及應
對

• 風險敞口
• 水污染管理流

程

討論風險類型（風
險敞口和風險因應
方式）與機會

從已識別出有水安
全保障風險的設施，
提供取水量、排水
量和耗水量的水核
算細節

• 全公司範圍的水
政策

• 董事會監督
• 公共政策參與
• 策略
• 情境分析
• 內部水資源評估

水的質化和量化目
標

www.cdp.net

W1.3 取水效率資訊 W6.2 董事會成員水安全議題的能力

W7.5 低水影響的產品和/或服務



W1 –當前狀態
(W1.3)總取水效率(water withdrawal efficiency)的數值。

 取水效率指標: 追蹤其收入對水的依賴性，並對其用水量進行基準對比，藉此推動成本節約、提高

品牌價值以及產品或服務創新。

 相對於側重於產品級別水強度的產業別問題相比，這是一個與永續發展目標6.4.1一致的更高級別的

全公司範圍的指標。

www.cdp.net32

營收 總取水量 (1000m3) 總取水效率 預期未來趨勢



W7-商業策略
(W7.5) 低水影響(low water impact)的產品和/或服務

www.cdp.net33

低水影響的產品和/或服務 低水影響的定義 無法分類出低水影響的產品服務的原因 請解釋

 促進在價值鏈的生產或使用階段減少產品對水資源的影響

 現行對「低水影響的產品和/或服務」沒有通用定義，因此要求公司自行提供用於將產品和/或服務歸類為低水

影響的標準和閾值。



促進零毀林經濟
- CDP森林問卷

www.cdp.net34

 確保實體經濟將森林風險、管理和恢復納入其商業和投資實踐，以使私營部門不再推動全球森林砍伐。

 為接觸牛製品行業的所有利害關係人推動制定和實施相關的永續生產和消費轉型計劃。

 將森林風險商品的生產與森林砍伐、森林退化和土地轉化脫鉤，同時保持企業盈利能力



森林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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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商品評分方法

 評分: 牛製品、棕櫚油、大豆、木材

 尚未評分: 可可、咖啡、天然橡膠

www.cdp.net

2022 森林問卷

F0 簡介

F1 當前狀況 依賴性、可測量、有害影響

F2 流程 如何評估森林相關風險

F3 風險機會 識別潛在實質性影響的風險/ 機會

F4 治理 董事會監管、員工激勵和政策

F5 商業策略 公司策略是否包含森林議題

F6 實施 目標、可追溯性、認證、巴西森林
法

F7 審驗 第三方核證或認證

F8 障礙及挑戰

F17 簽署

關鍵訊息

 景觀管理方法(landscape approach，包
括轄區管理方法 jurisdictional approach)

 繪製價值鏈地圖 (value chain mapping)

 土地轉化或毀林足跡(deforestation or 

conversion footprint )

https://www.cdp.net/en/articles/forests/the-value-of-landscapes-and-jurisdictional-approaches-to-achieving-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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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首年揭露企業的建議

www.cdp.net



首年回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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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 溫室氣體範疇1和2排放、碳排

放强度或計算碳排放的方法學

◥ 正在識別氣候變遷相關風險和/

或提供不受風險影響的原因

森林

◥ 揭露有關其營運/供應鏈中的森

林風險商品及其來源地的部分

資訊

◥ 在風險評估過程中，對公司因

毀林而可能面臨的風險展現初

步認識

◥ 對制定與森林問題有關或針對

特定森林風險商品的永續性政

策進行初步瞭解

水安全:

◥ 揭露水資源使用相關資訊，說

明業務對水資源依賴程度

◥ 正在監控和測量部分設施的取

水量和排水量

◥ 處于將水安全納入風險評估的

早期階段

◥ 對制定包括與水相關的永續性

政策進行初步瞭解

https://www.cdp.net/en/guidance/guidance-for-companies/organizational-guide-for-environmental-action

www.cdp.net



發展中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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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

◥ 全面揭露範疇1和範疇2溫室氣

體排放

◥ 設定絕對和/或强度减排目標，

並報告實現目標進展

◥ 識別短期環境風險機遇

◥ 相關部門經理負責氣候議題

◥ 與價值鏈利害關係人開展部分

合作

森林

◥ 展現出對森林風險商品的知識，

提高對森林風險商品來源國資

訊的透明度

◥ 識別出已存在的毀林風險

◥ 正在購買一定量認證商品

◥ 通過永續採購或追溯系統設定

減少毀林風險的目標

◥ 與一些供應商開始互動，共同

管理毀林風險

水安全

◥ 識別出水相關的實質性風險，

能將風險細分至特定流域

◥ 提供按來源劃分的總取水量，

按目的地劃分的總排放量和總

消耗量的水核算數據

◥ 能夠識別出哪些設施位于水資

源緊張地區

◥ 設定某種形式水相關目標

https://www.cdp.net/en/guidance/guidance-for-companies/organizational-guide-for-environmental-action

已有2-3年回覆經驗的企業

www.cdp.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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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與資源

www.cdp.net



CDP指南、評分報告、公開檢索

40

通過年度評分報告確定重

點工作的方向

使用公開檢索功能進行標

竿對比

利用公開指南提高回覆品質

Guidance Pagewww.cdp.net

https://www.cdp.net/en/guidance/guidance-for-companies


CDP幫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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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尋文章

 進入CDP知識庫

 通過My Support尋求技術支持

https://casemgmt-crm.cdp.net/en-US/
www.cdp.net



其他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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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及指南

 企業指南頁面

 2022 評分簡介

 揭露平台使用指南

 常見問題

 幫助中心

 關於投資者問卷請求

 Case Studies from 

Global Investors on 

CDP data

 2022 Investor 

Signatories

 2022 Investor 

Requested Companies

 More Investor Case 

Studies

 技術指南

 Accounting Scope 2 Emissions

 Carbon Pricing: CDP Disclosure 

Best Practice

 CDP Technical Note on Water

 CDP-TCFD Technical Note

更多問題請聯繫bcsd@cdp.net 或 asia@cdp.net

www.cdp.net

https://www.cdp.net/en/guidance/guidance-for-companies
https://cdn.cdp.net/cdp-production/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0/233/original/Scoring-Introduction.pdf?1639144388
https://6fefcbb86e61af1b2fc4-c70d8ead6ced550b4d987d7c03fcdd1d.ssl.cf3.rackcdn.com/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1/573/original/CDP-disclosure-platform-guide.pdf?1554984152
https://www.cdp.net/en/info/admin-fee-faq
https://casemgmt-crm.cdp.net/en-US/
https://b8f65cb373b1b7b15feb-c70d8ead6ced550b4d987d7c03fcdd1d.ssl.cf3.rackcdn.com/cms/reports/documents/000/001/760/original/Better-Information.pdf?1503575202
https://www.cdp.net/en/investor/signatories-and-members?authority_type=Signatory&page=1&per_page=all
https://www.cdp.net/en/companies-discloser/how-to-disclose-as-a-company/investor-requested-companies
https://www.cdp.net/en/investor/investor-case-studies
https://6fefcbb86e61af1b2fc4-c70d8ead6ced550b4d987d7c03fcdd1d.ssl.cf3.rackcdn.com/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0/415/original/CDP-Accounting-of-Scope-2-Emissions.pdf?1594046712
http://b8f65cb373b1b7b15feb-c70d8ead6ced550b4d987d7c03fcdd1d.r81.cf3.rackcdn.com/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1/561/original/CDP-technical-note-water-accounting-definitions.pdf?1523617481
https://b8f65cb373b1b7b15feb-c70d8ead6ced550b4d987d7c03fcdd1d.ssl.cf3.rackcdn.com/cms/guidance_docs/pdfs/000/001/429/original/CDP-TCFD-technical-note.pdf?1512736184


www.cdp.net

wanyu.sung@cdp.net

聯絡我們

43 www.cdp.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