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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是一個充滿國際挑戰

前達到碳中和的政策。這也是香

平衡街頭藝人與其他使用者的不

與 風 波 的 一 年。因 受 到

港第一個民間制定的減碳藍圖。

同需求。

全球，對公共衛生，經濟以

我們發表的政策報告：「邁向更

思匯也完成了兩個階段的水資源

及市民身心健康都帶來了

美好的香港：2050年實現淨零碳

管理政策，揭露了政府目前在長

巨大的影響。儘管困難重重，我

排放藍圖」匯聚了一年內所有持

遠政策上的漏洞，並制定了加強

們必須為未來的復原作好準備，

份者的意見諮詢和數據分析及建

本地 水資 源安全與可靠性的策

並樂觀地迎接復甦的來臨。更重

模，證實香港在技術上可達到淨

略，以提高香港對未來氣候變化

要的是，現在我們擁有一個能夠

零排放的目標。並將帶來龐大的

帶來的水源短缺問題與危機應對

改變政策根源的機會，藉此回顧

經濟，環境及公共衛生的效益。

能力。

個低碳世界。我們將邁向一個更

我們必需將藍圖上 政 策目標 與

思匯的核心工作將 繼 續 深 入研

好，更可持續，更宜居的香港。

措施的願景盡快落實。思匯將基

究，邀請橫跨社會、經濟與不同

於這個藍圖並透過 Hong Kong

政 府 部門的持份者共同參與研

中國宣布將在2060年前達致碳中

2050 is Now，深入研究經濟體

究，推動香港邁向一個綠色，社

和，這是中國第一次為減碳訂立

系內的減碳排放潛能，並針對幾

會平𧗾，氣候友善的未來。大自然

長遠目標，並將推動香港制訂一

個重要行業，包括：能源生產，建

與社會發展是可共存的，香港現

套與中國共同轉型為綠色經濟體

築能源效益與運輸。

時面對的疫情是我們減碳轉型的

2019冠狀病毒疫情籠罩著

我們的經 濟體系並攜手打造一

機遇。這個機遇亦會刺激綠色就

糸。特首林鄭月娥在2020年行政
長官施政報告裡立下宏大的目標，

另外，我們在「動感街道管理」

業機會及商業活動，讓香港重新

力爭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

的後期報告裡拓展了在可步行性

成為一個讓市民擁有更美好未來

與使用公共空間上的研究，從而

的城市。

思 匯、世界資 源 研 究所、A D M

制定一個適合香港發展的現代街

RS

頭表演管理系統。街頭藝人能成

Group共同打造的「Hong Kong

為增進公共場所文化中的關鍵角

2050 is Now」提供了一個平台以

色。思匯以建立務實共識為目標，

歐陽杞浚

交流和推動有助香港於2050年

使街頭藝人再次融入公共空間 —

主席

Capital

Foundation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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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與社區聯繫資金贊助來源
本年度資金贊助：

HK$ 6.2 百萬

1%
78 %
21%

資金來源
香港基金
政府機構
香港企業

1%
4% 47%
項目：
Hong Kong 2050 is Now
動感街道管理：香港街頭
表演政策
香港水資源管理政策現代化

17%

資金運作

設計一個香港人對話機制
建立團隊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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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研究報告

水

影響摘要：
修訂法例
建議
1

設定使用20%再造水作非飲
用用途，這包括沖廁，工業以
及建築用途。

2

重新考慮海水化淡供應食水
為後備方案，使用低能源消耗
的供水方式及更嚴謹控制節
約用水等，更符合經濟與環保
效益的方法。

3

水務署及渠務署建立更強的
密切合作關係，共同負責發
展具成本效益的方案，以改善
應對水浸的能力與提升集水

延續2019年「節約用水：邁向智

區。

能用水的香港」的研究工作，思
匯進一步檢視香港目前有潛力的
水資源。
在【水資源管理政策現代化：第
二部分】的報告裡，指出了水務署
在長遠對水資源安全問題的深度
不足，除了過於依賴天雨，也缺乏
長遠計劃提升水資源應變能力以
抗禦氣候變化帶來的危機。我們
重點擬定了政策上可持續地確保
本地水資源的多元化，政策由以
下四個主要範疇組成：

4

提高數據細緻度和透明度以
改進食用水源規劃，加速水管
網絡維修，預備足夠時間通知
使用者。

思匯在七個主流媒體及兩個電台
採訪訪問期間，呈現了我們對水
資源安全與水源多元化的研究發
現與重點建議。
這兩個報告跟進了我們在2017年
【水沛蜃樓】的報告中所探討香
港管理水資源可持續發展性及責

根據我們【水資源管理政策
現代化】報告，水務署聯合發
展局建議修訂《水務設施條
例》以及在2020年11月展開
公眾諮詢。
《條例》主要的修訂建議包
括：
• 水管工程與水喉物料的
管制
• 保障用戶水龍頭供應的食
水安全
• 飲水罉及飲水機的管制
• 強制「用水效益標籤計
劃」
• 妥善保養內部水喉系統公
用部分及糾正食水流失
思匯歡迎這些改善用水需求
管理的措施，以減少寶貴食水
源的流失與浪費以及確保飲
水質量達到標準。但是，在節
約用水與應對氣候變化帶來
的長遠影響方面上的措施明
顯不足。我們繼續呼籲政府在
水議題上發展更全面的願景
與令人鼓舞的策略，對應提升
水資源的應變能力需求以及
快速和深度在經濟上減碳。

任管理所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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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研究報告

公共空間
我們找到關鍵成員後研究了他們

則作為自我管理。我們也在香港

之間的關係及權利動態 對 街頭

複雜的機構制度架構內評估了這

管理方案和政策而帶來的影響。

些政策在香港的應用性，目前本

我們聯繫了來自11個組合，總共

港一共有六條法例通過不同政府

28位的持份者，其中包括政府機

部門管理街頭表演。

構、商業、居民關注組、區議員及

思匯拓展我們長遠的城市發展，
在可步行 性 與公共空間上的工
作，發表了【動感街道管理2：香

街頭藝人。我們概述了各個持份

我們 在中期報告裡 總 結了第一

者在咨詢裡提出的三大憂慮-噪

期的研究，證明了本港的街頭管

音，阻擾公共空間與表演質素，

理有很大的改善空間，並需要一

這些憂慮也直接影響他們對街頭

個更積極主動的全面政策。第二

表演的合法性的看法。通過大量

期研究也正在進行中，目標定於

的文獻研究與訪問專家，我們探

2021年初完成。在這個階段我們

討了全球七個城市三個主要策略：

會提出政策上的具體建議，並會

（一）發牌與登記制度，（二）規

設計一個有效及適合香港的街頭

劃表演地區，（三）自願措施讓非

管理方案。

營利組織管理街頭藝人或自願守

港街頭表演政策】。
在2018年【動感街道管理】的初
步研究裡，我們發現街頭表演成
為街頭管理最重大的挑戰和糾紛
源頭，這是過時而無效的條例及
被動的行政機制帶來的後果。
【動感街道管理2】的出發點是
在於提供具體建議，從而建立適
用於現今本地管理街頭的系統。
参考著國際社會的經驗，這些建
議是通過主要社會持份者的研究
和作出最佳作法所產生的。

5

已完成研究報告

氣候變化
為了避免全球暖化帶來的災難性

HK2050IsNow展開了有關氣候

指標，譬如污染物質濃度、現金

後果，全世界一定要限制全球平

變化的研究。

流量、發電容量及科技市場佔有

均溫度上升不超過工業革命前的
1.5°C。

率。

調查公眾對氣候變化態度

在2050年前要達到淨零排放及

的結構、輸入資料來源、預期結

深度經濟轉型，就必須在2030年

果、限制、未來發展及香港EPS的

前促使全球溫室氣體排放能减至

網絡界面。這個工具可以協助決

一半的成效。
2017年香港發布《氣候行動藍圖
2030+》的草案中立下了對减碳
濃度與碳排放的承諾及目標，但
基本上仍缺乏了長遠的減碳略策
及在2030年後應對氣候變化的
行動計劃。
在ADM Capital Foundation與
RS Group 的支持下，2019年思
匯與世界資源研究所聯手打造了
「Hong Kong 2050 Is Now」

我們在技術報告裡描述了模擬器

策者預測實行決 策的成本及 對
經濟帶來的長遠影響。模擬裡的
為了啟動HK2050IsNow這個計

一些決策從未在香港推行，因此

劃，香港民意研究所針對以上項

提供決策者嶄新的選擇。除此之

目展開了民意調查，目的是探討

外，這個互動網絡界面是一個簡

公眾對氣候變化的了解程度以及

單直接和開放取用的科學工具，

對香港轉型成碳中和城市的接受

能讓公眾自行創作、探索及預測

程度。雖然只有16%的受訪者認

各種達到減碳决策的組合結果。

為氣候變化比生計（經濟倒退，
房屋問題）及健康問題更重要，
卻有84%絕大多數的受訪者更認
為氣候變化將帶來重大的影響。

(HK2050IsNow)。建立一個共融
市。

香港能源決策模擬：方式，
數據與決策預測2050結果

這個 行動 連 結了不同行業 — 由

思 匯 聯 同世界資 源 研 究所及

平台，啟動香港轉型成碳中和城

科 技、媒體、商業到政府，提供
可行的途徑協助香港在2050年
前達到碳中和。這平台除了提供
實 證 研 究，也 給 予 社 會不 同 團
體 與 持 份 者共同 參 與，更 讓 社
交 媒 體 推 廣，為公眾提 供 信 息
與 教 育等服務。因此 思 匯 通 過

Energy Innovation LLC 開發了
一個情境預測工具「香港能源決
策模擬」
（EPS）來協助制訂2050
深度減碳策略。這個模擬器可以
檢視各種不同政 策 對 溫室氣體
排放 所帶來的中期至長期性 影
響，主要包括了經濟，社會及環境

6

已完成研究報告

邁向更美好的香港:205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藍圖
思 匯、世界資 源 研 究所、A D M
Capital Foundation 與 RS Group
進行了一個長達一年的研究，採納
了咨詢，數據分析，及EPS顯示香
港在2050年前能達到淨零排放
的可行性。
我們從科學、技術、經濟的角度
上在《邁向更美好的香港：2050
年實現淨零碳排放藍圖》報告裡
證實了香港有很大機會在2050

這個報告也強調了2050年的措

這 意義重大的報告能為未來

施，並必需在2030年前實踐現有

2020-2022作出一系列的深度研

的政策。我們三個最有減排潛力

究，探討每個減排領域的挑戰與

的範圍包括電力，管道燃氣，及建

機會，制訂一個有效而合理的轉

築物能源效益。另外我們也探討

型路線。

了廢物管理，國際旅遊及生活方
式上更深層的減排機會。

在2019年6月29號舉行的報告媒
體發表會吸引了超過140個新聞

除了建立一個更綠化、更舒適、碳

報導，包括思匯及世界資源研究

中和的未來，深度減碳也可帶來

所的報章評論，及137則網絡新聞

對經濟與環境的效益—相等於在

報導。

2050年前援救26,000個生命，累
計460億上的經濟受惠。

年前，減少2 0 0 5年碳排放 量的
9 0 %，及 抵 消 餘下最 難 減 碳 的
10%。

7

已完成研究報告

管治
政策記分卡
思匯開發了「環境記分卡」來評
估不同政黨的環境平台。這個記
分卡的設計輸入了政府發表的文
章、報告、參選政綱、宣傳工作、
政黨措施、立法會發言及投票歷
史。我們對政黨在這迫切環境與
可持續性發展的承諾作出評估及
辨識政黨和候選人個別領域的長
短處。
記分卡的架構是我們與不同政派
維持緊密聯繫的長期工作之一，
並能評估及傳達我們在環保與可
持續發展上將面對的挑戰及與建
議，培養持久意識及迫切感。

建築業勞動力研究
思匯也為新加坡發展部提供了一
篇有關宜居城市中心（CLC）建築
業勞動力的研究文章，對照了兩
地供應勞動力的來源和政策上的
不同。香港的勞動資源主要來自
本地，政府採取不干預主義的政

策。但新加坡的勞動力主要是來
自外國，政府擁有強勢主導的位
置。我們並從歷史，社會及規管
角度分析了香港建築業在勞動力
裏的發展、討論他們的生產力、
成本上的優缺點、借鑑經驗從而
完善新加坡自身的外勞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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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中研究

氣候變化
建築

我們也與建築業裡的主要成員—

HK2050深度研究，分析及對比

建環評組織、政府決策局、理事

了全 球八個不同城 市綠 建的環
評。主要集中於能源使用效應，
包括分析了中國的GCBL、香港的
BeamPlus、英國的BREEAM、澳
洲的Green Mark與 NABERS和
美國的LEED及EDGE。
為了分析建造期內的碳排放，我
們研究了香港與十個國際最佳採
用的政策，例如分區條例、建築、
賣地、採購、廢物管理裏的作法。
我們也確認了26個在建造及維持
建築物日常的碳排放內可通過適
當的條例或獎勵達到可觀減排的
政策。

包括地產發展商、環境顧問、綠
會商討及理解了主要的障礙，從
而發掘有潛能的構思與先導計
劃。
綠色建築認證報告於2020年第四
季度的發布會上發布。詳細的政
策研究工作，後續圓桌會議及認
證報告檢討將隨後完成。

發電（電力和管道天然氣）
本港 65%絕大多數的溫室氣體
排放來自於發電，另外5%來自本
地管道天然氣。從能源的源頭減
碳—如發電，是讓香港能夠達到
減碳目標的關鍵途徑。

GREEN BUILDING
RATING SYSTEMS
Energy Benchmarking Study
December 2020

都市交通減碳
都市交通是本港第二大溫室氣體
排放（17.8%）來源。但是，我們
仍不具有一套邁向零碳交通及增
加可行度的藍圖。思匯將進行一
個應對都市交通減碳政策上的深
入研究。
我們將為不同陸路交通工具（如
巴士或輕型與重型貨車）策劃減
碳的路線圖，極力提倡電動及氫
氣車輛。
為了得到廣大市民的支持並展示
淨零排放車輛在香港的可行性，
我們會在研究期裡鼓勵各個政府
持份者、民間社會、相關組織的
積極參與。

通過HK2050IsNow的平台，我
們進行了一項從科學、技術、經濟
方面的詳細研究，探討香港如何
能改造電力能源行業以便2050年
以前達到淨零排放的目標。從而
組成了項目活動，時間表和一系
列圓桌會議引領了持份者之間的
交流。一個條件不變 (BusinessAs-Usual)的假設和邊界參數也
在這次研究裹制訂了界定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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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社交平台，線上互動
HONG KONG 2050 IS NOW網絡平台

全球方案，把概念變成實際的行
動。TEDX思匯通過一系列的虛
擬聚會介紹了氣候變化的社會領
袖、設立了小組討論會、圍繞四個
主要主題展示了2020年10月到11
月裡的個案研究，包括：

這個在2020年初啟動的網絡平
台(www.hk2050isnow.org)是
Hong Kong 2050 is Now 的
一個核心支柱。我們的宗旨是聯
繫 私營和公營持份者從而建立
一個密切互動平台，建立一個轉
型淨零 排放 與 經 濟體系的改革
聯盟。平台亦提供有關氣候變化
的雙語（中英 語）資訊、涵蓋能
源、交通、建築、廢物還有生活方

• 亞洲綠色新政：研究邁向綠
色與公正的未來政策
• 企業領袖的遠景：建立一個強
韌而平等的香港
• 香港政府的施政議程：重新構
做更宜居的香港

通訊
我們 為7, 5 0 0
訂戶一共發行
了18篇定期通
訊。以 更 有 深
度的寫作方 式 來 改良故事的內
容，藉此激活社會，加強與思匯
關注者的互動。通訊現以雙語並
發，以思匯與HK2050IsNow平
台的雙週刊登，提供活動要點，
更新及成就慶賀等的信息。

• 新型企業與民間社會：制止氣
候變化就在此時

社交平台關注度與社會互動

式、時事新聞、交流活動、研 究

思匯通過Facebook, Instagram

為了接觸更年輕的讀者(18 -35

和報告。我們的夥伴 — Global

及Linke din社交平台上吸引了

歲)，我們也開展HK2050IsNow

Footprint Network開放的碳足

94,400關注者。思匯Facebook亦

Instagram的平台，提供簡單而

跡計算器也可在平台上使用，讓

在過去一年裡增翻了十倍的接觸

具有教育性質的內容，鼓勵及促

民眾深入了解和減低自己的碳足

率。HK2050IsNow Facebook將

進他們聯同參與氣候行動。我們

跡。

繼續成為我們的故事講說與社會

從創建I G平台以來已經 達到了

活動平台。

5.5倍的觀眾。

TED X思匯
思 匯 成 為了 可 主 持 本 地 分 會
TEDxCountdown的三個授權持
有人之一。這個TED分會是為了
提 倡及 加 快可應 對 氣候 危 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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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2020年1月13日

2020年9月18日

思匯向立法會提交了推行電動車

根據HK 20 5 0 I s N ow的減碳研

會刺激勞工市場及商業活動，抵

輛與電氣化道路系統的意見書。

究，思匯建議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銷2019年冠狀病毒帶來的嚴重

我們相信一個全面，有策略性和

於2020年施政報告內強調重新

經濟損失，重申對香港的承諾，為

可持續發展的陸路交通方案應由

調整減碳政策，利用這次機會作

人民及世界建立一個更美好的前

以下三個措施開始：

為香港復甦及未來發展轉變的關

途。

鍵。今天實行的重要減碳行動將

1

擬定一個香港未來交通系統
的共同願景，以淨零排放為主
軸，減少噪音污染，優化覆蓋
率及減輕對經濟上的負擔。

2

設置一個合適的目標，包括交
通業具體的溫室氣體排放指
標。

3

創立改革聯盟，包括個別交通
工具與不同持份者的合作策
劃，測試及推行方案，使交通
運輸成功轉型至可持續性發

我們對行政長官的主要建議：
1

在全港各種經濟領域促進低碳工作及商機

2

辨認氣候變化的風險及投放資源，增加抵禦氣候變化的能力

3

栽培香港可再生能源行業，發掘大灣區更多低碳發電的來源

4

提升本港的建築能源效益

5

擬定與推行採納低碳交通的方案

6

增強循環使用材料

7

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8

增加香港的更易行性

9

改善城市空間與都市成長

10

提供一個清晰的2050願景，以全面的藍圖提供短期和長期的行
動作為基礎

展的系統。

2020年9月18日
在思匯的帶領下，我們聯合14個民
間環保及錄色組織提交了聯署意
見書。建議政府必須密切與持份
者合作，維護環境及提高宜居度，

1

增強復甦行動，走出新冠肺炎陰影

2 採納一個清晰，長遠的減碳願景，跟藍圖上的短期和長期行動密

切相連
3 增強不同政府部門的決策目標，增加參與度，才可統一通過政策

決定，邁向一個明確及長遠的宏景

迅速轉變成低碳城市。

4 促進本地智庫、綠色組織、社會成員的協作、公眾互動及建立不

聯署意見書裡的建議包括：

5 提高對智庫及綠色組織體制和財務上的支持，加強政府在制定

同管道維持持份者之間的雙向溝通
政策過程中，與公眾相互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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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書

影響摘要：2020年施政報告裡的減碳承諾
HK2050IsNow一樣，她亦呼籲

我們 歡 迎 政 府 深 度 減碳的 舉

各個行業攜手合作，為我們的城

措，深度減碳是2020年6月的

市推行低碳轉型，尤其針對以下

「20 5 0年實現淨零 碳排放 藍

方面：

圖」的一個主要議題。可持續

• 發掘不同的淨零排放的能源

發展委員會也在公眾互動報告

與減碳科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2 0 2 0年
的施 政報告裡保證了在2 0 21
年中前 更 新 香 港 的 氣候 行動
藍圖，及在2050年前達到碳中
和。跟思匯董事局一直推廣的

裡響應我們提出的建議。我們

• 加強新舊建築物的能源效應

希望政府履行他們的承諾，於

• 推廣淨零排放車輛及綠色交

2021年擬定一個藍圖，促進逐

通
• 建立大型轉廢為能的設施

步令社會毋須付出過大轉型碳
中和的社會代價。

• 爭取低碳生活方式與經濟轉
型支持
• 發展香港綠色金融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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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2019

2020

商業與氣候變化挑戰研討會

記者會與民間組織圓桌討論
「香港沒有氣候變化緊迫性」

十月

思匯以支援者的身分，這是匯豐銀行及香港科技
大學聯手舉辦的研討會，並包含了政府間氣候變
化專門委員會內的科學家及香港天文台台長的
主旨發言。

十一月
未來路向論壇
作為協助主辦單位，思匯舉辦了一場500名參加
者的論壇。參與的國際專家分享及提供了他們
的看法和現行的措施。目的是為了促進交流及
解除社會上的糾紛。

十二月
馬德里COP25
為了了解聯合國協商上的最新發展，思匯代表團
出席了COP25，學習工業抵抗氣候變化的措施及
參與了YOUNGO — 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裡的
主要青年團體。

SWEDTALK －
設計一個可持續性發展的未來
思匯參與了由瑞典駐港總領事館，瑞典商會和瑞
典商業連同舉辦的探討。從商業的角度去看減低
對環境造成影響的重要性，及如何平衡環境，社
會及經濟的需要。

報告發表與媒體招待會：水資源
管理政策現代化（第二部分）

一月

為了啟動HK2050IsNow這個平
台，思匯呈現了HK2050IsNow
通過香港民意研究所進行的研究
調查，從而透露了公眾對氣候變
化的態度及了解程度。

HK2050ISNOW氣候危機合作
思匯主辦了一個民間組織合作會議，討論了香港
減碳的機遇和挑戰，同時亦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民
間組織互相分享主意，資源和合作機會。

COP25後香港論壇
思匯在香港科技大學環境研究所舉辦的論壇分
享了COP25的青年團體參與，回顧COP25在香
港的前景及精華。

SUSTAINHK活動｜香港科大ECO-CHAT
活動｜青年氣候峰會
思匯被邀請分享2019年12月聯合國環境規劃
署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發表的排放差距報
告，亦討論了COP25成功達成的協議以及展望
COP26。

亞洲領袖圓桌討論
「重寫投資策略」
氣候變化與糧食安全：思匯跟投資者和其他出席
成員分享氣候變化如何影響糧食安全，引道投資
者可以如何推動改革。

思匯向傳媒及公眾傳達這報告裡有關香港未來
食水資源的重要研究成果及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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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2020
一月

六月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報告發佈會與媒體招待會

思匯呈交了在推廣電動車輛的看法與建議，並
出席了一個探討如何推廣電動車的使用率的會
議。

思匯及世界資源研究發表了具有意義《邁向更美
好的香港：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放藍圖》的報
告，呈現一個讓香港達到深度減碳的藍圖與里程
碑，並進行了一個與民間組織專家和前天文台台
長的小組討論。

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工作組會議
思匯聯繫了綠色金融裏的主要持份者，與綠色建
築業組成一個新聯盟，目的是為了增強綠色項目
的資金管道及提供市場主導上的建議，引領政
府的政策及投資項目。

七月
新中環討論會

HK2050ISNOW氣候意見交流會

思匯與街道管理的主要持份者參加了Colliers
International HK 和 Walk DVRC 聯辦的討論
會，研究如何在中環建立一個商業改進區。

思匯聚集了60個傑出民間組織代表，分享他們
在四個主要領域對香港轉型成碳中和的期望，包
括：減碳，綠色金融，廢物處理及保育。

五月

US FOR PLANET網絡研討會

抗禦氣候變化能力專題小組

提倡可持續發展的平台，思匯在一個由青年主導
的平台－Us For Planet舉辦的青年氣候討論會
發表了我們在HK2050IsNow的工作及如何鼓
勵更多年輕人參與氣候變化。

思匯集合了可持續發展，地產及金融領袖，討論
私營機構在建立可抗禦氣候變化城市的貢獻。
他們討論了氣候變化的意識，抗禦措施，私人和
公共機構與市民合作
的生態系統。

贊助者小組會
思匯與主要贊助者主持了一個虛擬聚會商討氣
候變化，適應，緩解，抗禦能力，及如何有效地推
動這個動力，提升公眾及領導機構的知識與支
持。

世界資源研究所網絡研討會
思匯與世界資源研究所主持了網絡研討會及小
組討論分享HK2050IsNow的政策報告，一共吸
引了多達100位國際觀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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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摘要

2020
八月

九月

各種交通工具協調－
數據共享項目會議

SHARED VALUE 共享項目

思匯分享了香港交通減碳的見解，這個會議也讓
本地與全球的私營機構，創新人才，研究者，及
對交通環保問題上有關注的公民聚集在一起。

思匯協助 Shared Value Project Hong Kong
分享概念，及就他們如何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建
議。

香港科大ECO-CHAT
九月
與環境局的會面
思 匯、世 界 資 源 研 究 所 和 A DM C apit al
Foundation 向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副局長謝展
寰、環境局及環境保護署的成員分享及討論了有
關《邁向更美好的香港：2050年實現淨零碳排
放藍圖》報告裡的主要議
題。並強調擬定一個宏觀
及具體減碳藍圖的重要
性，為了增加政策推行的
機遇，從而達到香港淨零
排放的目標。

HK2050IsNow 團隊被邀請到向大學學生介紹我
們在公共政策智庫的工作和崗位。

報告發佈會與媒體招待會
動感街道管理2：香港街頭表演政策－中期報告：
思匯向媒體和市民呈現了研究結果以及第一期研
究對街頭表演管理帶來的
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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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思匯政策研究所
研究
2000年成立的思匯政策研究所是一間香港獨立的
公共政策智庫。我們透過深入研究，促進不同持份
者與公眾對環境及發展等的參與，匯聚各方不同的

經濟

環境

管治

社會

意見，設計新政策，引導香港應對環境及發展等方
面的挑戰。
為了建設一座更宜居的城市，我們的研究集中於四
大範疇：環境保護、經濟、社會及公共管治。自2011
年起，本研究所獲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勞德研究所

宜居城市

列為頭50之全球環保智庫。
學術界

非政府組織
媒體
政府

商界

立法會
工業界

參與

我們如何運作
持份者參與

推動政府、學術界、非政府組織與
公眾參與討論，就爭議焦點促進各
.
方諒解，尋求可行解決方案

進行研究

進行獨立、跨學科，並
以實證為基礎的研究

識別議題

辨識社會議題
與現行政策之
間的落差

重塑議題

透過研究結果，重新
認識社會議題，修正
與政策相關的爭議
焦點

推動改革

夥拍持份者推動改革，
促進公眾在心態與行為
上作出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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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成員

歐陽杞浚

陳美瑩

陳恩怡

Lisa GENASCI

司馬文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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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機構及個人捐助者
ADM Capital Foundation

羅若安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綠色就業計劃：大專畢業生資助項目)

香港特區政府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

埃克森美孚香港

麗明慈善基金有限公司

High Tide Foundation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保就業計劃）

River Star Foundation
WYNG 基金會

合作機構及人士
ADM Capital Foundation

Beth ELLIOTT

Barbara KARNI

Ah Sun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局

KK

沛然環保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

林超英

Anna

The Lantau Group

Arrvin

香港特區政府食物環境衛
生署

奧雅納

Rhys GERHOLDT

李煜紹

建築環保評估協會有限公司

J Robert GIBSON

中國節能皓信環境顧問集團
有限公司

粵港澳大灣區綠色金融聯盟

Jay LEE

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綠惜地球

香港特區政府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署易行度
工作小組

香港大學水資源技術與政策
研究中心

Gustavo

Lawrence MACDONALD

尖沙咀居民關注組

Heyman

Emily MATTEWS

US Green Building Council

Cheddar Media

Hogan Lovells

Mong Kok Roman

行德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Mr Kong

Romain WARNAULT

港燈電力投資

港鐵公司

香港特區政府水務署

香港青年協會

Netherland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Cherry WONG

香港特區政府立法會體育，演
藝，文化及出版界功能界別

WYNG 基金會

鄭麗琼
中國綠色建築委員會
中國水風險
中華電力有限公司
香港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DESIGNORM
Joshua DOMINICK
竇瑞云
香港特區政府渠務署
Bill DUGAN
香港特區政府機電工程署

香港綠色建築議會
香港綠色金融協會
香港特區政府警務處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香港科技大學

劉可頌

PIE Strategy
龐一鳴

匯豐銀行

Royal Danish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IFC’s China Green Building
Advisory

RS Group

Shenzhen Deefon
Building Technology Co.,
Limited
謝如意
Emilia SUAREZ

世界資源研究所
葉溵溵
Ivy YEUNG
余德寶
Ye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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