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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背景
由於氣候變化和天然資源短缺，以及來自環保團體
的輿論壓力及更嚴格的環境法規等原因，現今的
商業活動及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日漸受到廣泛關
注。因此，那些對市場有具前瞻性的企業已逐漸地
將減少自身對環境的影響視為己任，開始與環境顧
問公司合作從而達到相應的環保指標。

由於環境問題逐漸受到商業社會關注，我們成立了
邦盟匯駿環境顧問有限公司（「邦盟匯駿環境顧
問」），以回應企業對環保諮詢顧問的訴求，為他
們解決因環境問題而對企業的業務及公司估值所產
生的負面影響，並且希望以建立更美好的生活環境
作為目標。作為一所專業的環境顧問公司，為應付
與日俱增的環保需求，我們致力為企業提供多元化
的環境顧問服務，其中包括：

環境審核

環境影響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

碳審計

能源審核

污染場地的評估和補救措施

廢物處理

商業回收

企業可持續發展

服務範圍
邦盟匯駿環境顧問作為一間多元化的跨國顧問公
司，我們在環保領域上擁有豐富的經驗和技術。因
應客戶不同的需要，我們在環境、可持續發展、碳
及能源等各方面，為他們提供最專業的服務，不論
是從降低成本和能源消耗量，或是提高營運效益等
目標出發，我們都可以為客戶制定最適合的解決方
案。



1   環境審核
環境審核是一個具有系統性、客觀、需定期進行和
有前瞻性的程序。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合規性審核
和管理系統審核。

環境合規性審核

在現今的法律及規則框架下，進行環境合規性審核
已經是一項責任而不是選擇。此外，這亦是一個可
避免違規的積極預防措施。我們的專業服務包括：

為企業提供整體現狀報告

為企業設計符合審核要求及標準的營運方法

探索改善空間

為管理層及員工提供所需的工具及訓練以符合
持續性的法規

環境管理系統審核

環境管理系統是協助不同類型和不同大小的機構提
高其環保成效的可靠及可作實證的系統。不過就大
多數國家或地區而言，環境管理系統審核的設立
都是自願性及非正規的，機構如選擇嚴格遵守國
際環保準則，例如： ISO14001、ISO19011、生態
管理和審核法案 (EMAS)、碳信託標准 (Carbon Trust 
Standard) 等，他們將會獲益更多，例如：

i) 加強企業營運及管理效率從而降低成本

ii) 降低潛在的法規風險和責任

iii) 維持及提高企業信譽從而獲得更多投資機遇

我們所提供的環境管理系統審核服務包括：

以環境管理系統審核標準分析企業現況

為企業厘定環保政策和程序

審核環境管理系統審核方案

協助企業選擇認證機構

2   環境影響評估
根據國際影響評估學會的定義，環境影響評估是指
“在做出重大決定或承諾前，對有關發展計劃所帶
來的生態、社會及其他相關影響進行識別、預測、
評估及緩解的過程”。事實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
就環境影響評估方面立法，譬如：

國家/地區 法規

澳大利亞 1999年環境保護及生物多樣性保
護法

中國 環境影響評估法

歐盟 歐盟環境影響評估指令 (又名環
境影響評估指令)

香港 1997年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馬來西亞 1974年環境質量法案127號

美國 國家環境政策法

表一: 國際環境影響評估法規

我們的專業顧問對本地及國際經濟社會和環境及不
同管轄區域的法例均擁有豐富的知識及經驗。我們
為客戶從項目最初的編制到實施以至停用等各階段
提供不同服務：

提供顧問服務

促進企業、利益相關者與司法機構之間的溝通

協助企業申請相關的環境批文及許可證

發展及實施環境管理計劃及系統

3   環境風險評估
環境風險評估既可以是一個獨立的評估程序，同時
也可以一個是環境影響評估的伸延。環境風險評估
亦名為機率風險評估和機率數量風險評估，通常用
於環境影響不確定性較大及重要的決策上。

環境風險評估將透過整合環境、社會及經濟這三方
面環境影響評估變得更為全面。它能量化由各種活
動及有計劃的環境干預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的頻率及
嚴重性，讓管理層在財政預算上作出明確的決策標
準。

我們的環境風險評估服務包括：

受污染場地解決方案

廢物處理

環境責任評估

規劃評估

環境盡職調查



4   碳審計
碳審計亦稱為碳足跡審核，是指定期量度及記錄一
個單位於完整生產或服務週期所直接及間接釋放的
二氧化碳或溫室氣體。對企業來說，進行碳審計的
用途及好處包括:

i) 建立有系統性的碳排放策略

ii) 藉由減少碳足跡以履行社會責任，提升品牌價值

iii) 滿足本地及國際有關低碳產品的法例要求

iv) 更進一步瞭解公司運作並減少能源消耗，同時
 達至減低成本的效果

v) 減少碳排放所衍生的稅項

我們遵照 ISO14064、ISO14065及其他國際認可溫室
氣體指引及準則的相關宗旨及要求來提供有關碳審
計的服務:

i) 由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 W B C S D )  及世
 界資源研究所 (WRI) 於1998年所發起溫室氣體盤
 查議定書 (Greenhouse Gas Protocol)

ii) IPCC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南

iii) 碳信託公司定立的碳信託標準

我們的顧問擁有豐富的經驗以提供以下服務：

碳排放策略顧問服務

就碳足跡的調查報告提供意見 

溫室氣體排放量查證

在京都議定書及歐盟溫室氣體排放配額交易體
系  (EU ETS) 所提出的排放減量信用額度  (CER) 
及排放減量單位 (ERU) 框架下提供碳排放貿易支
援服務

5   能源審核
能源審核是一種有效的能源管理工具。這是一個能
源流動的定期調查、測量及分析的程序，目的是在
工序系統或建築物中減少能源使用但亦不影響生產
或服務的品質輸出，從而提升能源效益。

透過能源審核，企業可節省能源損耗並提升成本效
益。從宏觀角度來看，此將會減少化石燃料的燃
燒，以及減少排汙物和有關副產品，最終有助於持
續發展。

因此，

能源審核 =節省金錢 + 環境保護 + 持續性發展

我們的能源審核服務包括：

基準化及考核能源系統中所使用的能源數量

檢查能源的運用情況

識別節能條件及區分能源用途的優先次序

提供改善建議方案

6   污染場地評估和補救措施
受污染場地是指場地，例如礦場、工廠、油庫、果
園及木材處理工廠等場地，因生產過程中受到有害
廢物或污染物污染，而對人類健康或環境造成負面
影響。

污染場地評估能有效地確定場地受污染的程度及範
圍，然後提出補救方案。目的是從土壤、地下水或
沉積物等清除有關的污染物，令場地可得以再發
展，保障人類健康。

我們的服務包括：

初步及詳細場地勘察與監測

健康及環境評估

補救策略及工程工具

確認及實施補救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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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廢物處理
廢物處理是指對廢料的收集、運輸、棄置、管理以
及監控等的處理，利用不同的方法減少廢物，降低
處理成本及減少固態、液態、氣態或放射性廢物對
環境的影響。

我們提供的廢物處理服務包括：

廢物收集、處理及運輸

廢物審計及廢物承包商的審核

垃圾堆填區的設計，包括氣體及滲漏液的處理

異味處理

場地複修及再發展計劃

廢物回收及減少廢物規劃

再生能源及資源回收計劃

8   商業回收
透過回收，減少棄置廢物，是最有效達到可持續發
展的方法。  透過周詳及實用的廢物管理計劃，企業
可在設施及其他資源上節省開支，提升營運效率。

在許多國家，某些廢料是強制性回收的。而一些商業
設施亦受嚴格規管，必須回收其生產的廢料，如辦公
大樓、酒吧和餐廳及提供紙品、塑膠、玻璃和金屬製
品的公司。

透過回收，客戶可有效地進行廢物利用。就此，我們
可提供以下的服務：

開發詳細及實用的回收計劃

提供減少廢物的方案

確定循環再用及轉售商機

尋找適合廢物利用的市場

9   企業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性」這一詞在有關環境方面的討論上一直
以來都沒有明確的定義，而且它常常被誤會是與
「發展」相對的。而普遍受大眾接受的概念是可持
續性或可持續發展是需要達到經濟、社會和環境的
一致或平衡的。

Johann Dréo 提出的
可持續發展的結構

企業要在現今商業環境中得到社會認同，企業可持
續發展是成功的重要元素。企業在經營業務時建立
長期的綠色形象及道德策略，履行企業可持續發
展，層次相比只着重企業社會責任及企業公民權利
和義務更高及更深。

我們提供的企業可持續發展服務包括：

檢討及比較現時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履行企業責任審核，包括為企業挑選適當的表
現指標

發展及推行企業責任策略和政策

在環保管理系統運作中提供協助

編寫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聯繫我們
邦盟匯駿環境顧問致力於保護環境事業並希望通過我們的工作可以為客戶達到可持續發展。我們深信環境保護刻不
容緩，歡迎所有公眾及廣大企業的諮詢。我們將竭盡所能，利用我們的專業及經驗為保護地球出一份力。

香港總辦事處
香港灣仔港灣道6-8號瑞安中心33樓
電話: (852) 2802 2191 傳真: (852) 3184 0186 

聯絡人: 鄭澤豪博士 直線: (852) 2593 9633 電郵: tcheng@bmintelligence.com

聯絡人: 施德志先生 直線: (852) 2593 9630 電郵: msze@bmintelligence.com 

公司網址: www.bmie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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