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稿，請即發佈 (港聞／國際／財經／副刊／時裝版)
「時尚高峰（香港）2019」公佈
「時裝品牌可持續發展措施成效與透明度」調查結果
僅三成半「時裝產業氣候行動憲章」簽署企業設可持續發展生產線
〈2019 年 8 月 27 日－香港〉亞洲最大型可持續時裝盛事「時尚高峰（香港）
2019」
（「高峰會」）
，將於 9 月 5 及 6 日假座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並於 9 月 5
日高峰會首場專題討論上探討「時裝品牌可持續發展措施成效與透明度」調查結
果。
該調查由滙豐銀行贊助，由高峰會委託畢馬威（KPMG）會計師事務所進行，
藉此檢視 43 家在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4）簽署「時裝產業氣候行動憲章」
（憲章）的時裝企業（簽署企業），在可持續發展上取得的進展。據調查結果顯
示：
1. 43 家簽署企業旗下共有 93 個時尚品牌，當中有六成品牌的網站內設有
2.

3.
4.

「可持續發展」的頁面，然而只有三成半設有可持續發展生產線。
43 家簽署企業在時裝生產的過程中，其供應廠商所排放的溫室氣體佔
重大比重，然而只有少於 15%的簽署企業，在統計溫室氣體排放量時，
有包含其供應商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儘管 43 家簽署企業均承諾在 2030 年或之前減少三成的碳排放，只有
少於三成的簽署企業有披露此目標。
現時行業內已有相當足夠的工具可助時裝業界進一步加快可持續發展
的步伐，包括早於 2011 年成立的永續成衣聯盟（SAC）及其後推出、協
助企業自我評估成效的 Higg Index，以及由開雲（Kering）開發的環境損
益表。善用現有工具，有助簽署企業提升可持續發展措施的成效。

為促使時裝產業能推動及提升可持續發展效益，KPMG 建議時裝產業和組織：
1. 簽署憲章；
2. 善用現有工具進行評估，建立真正可持續的時裝產業；
3. 主動把供應商的溫室氣體排放計入整個產品生產過程當中，貫徹可持續
發展的承諾；
4. 引入第三方驗證自我計算的溫室氣體排放，提高可信度；
5. 運用新科技如預測分析、大數據和區塊鏈等，調節供應鏈減少過度生產。
畢馬威商業報告和企業可持續發展合夥人吳柏年表示：
「去年 KPMG 進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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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可持續消費意向調查』，高達六成四的受訪者支持可持續時尚；然而消費者雖
願意支持，唯目前取得可持續時尚產品資訊的渠道並不足夠，業界亦沒有統一的
認證標籤方法。」
「時尚高峰（香港）2019」由製衣業訓練局、立法會鍾國斌議員辦事處、香
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Redress、時裝企業持續發展聯盟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
分會合辦，並獲創意香港贊助。KPMG 將於 2019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正的「專題討論」中，公佈《時裝品牌可持續發展措施成效與透明度》（高峰
會日程詳見附件）
。
- 完 關於「時尚高峰（香港）2019」
時尚高峰（香港）是以「時裝的可持續發展」為焦點的亞洲盛事，包括為期兩天
的時尚高峰會及時尚未來挑戰大獎 。時尚高峰號召了時裝界翹楚、知名學者、非
政府組織（NGO）代表、傳媒朋友，以及來自各行各業的領袖和決策者在香港聚
首一堂，互相交流可持續時裝的最新動向、創新科技、解決方案及機遇等意見和
心得，齊心締造時裝的可持續發展。更多時尚高峰（香港）2019 詳情，可瀏覽：
http://www.fashionsummit.hk
此新聞稿由文心公關顧問有限公司代為發佈，傳媒查詢，請聯絡：
鄭堅楚(Danny CHENG)| + 852 3749 9878 / + 852 9035 4994| danny.cheng@mansumpr.com
陳可恩(Charisse CHAN)| +852 3749 9878 / +852 9228 4531|charisse.chan@mansump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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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時尚高峰（香港）2019」日程
第一天：2019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
0900
登記
0930
首日開幕儀式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鍾國斌議員致歡迎辭
0950
主題演講 I
• Lindita Xhaferi-Salihu 女士
聯合國全球氣候外展幹事
主題演講 II
• 莫君逸先生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理事及執行理事會成員
主題演講 III
• Frank Michel 先生
ZDHC 基金會執行董事
• Neliana Fuenmayor 女士
A Transparent Company 創辦人兼行政總裁
1100
專題討論 - 時裝品牌可持續發展措施成效與透明度
• Sandy Liu 女士
Lenzing Group 可持續發展經理(北亞區域)
• Susanna Wilson 女士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可持續網絡及創業全球負責人
• Amina Razvi 女士
永續成衣聯盟(SAC)執行董事

1215
1400

主持：吳柏年先生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商業報告和企業可持續發展合夥人
午膳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落實全球供應鏈可持續性
可持續發展目標實踐方向
• Ajay Sharma 先生
• Amina Razvi 女士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環球貿
永續成衣聯盟(SAC)執行
易及融資服務亞太區主管
董事
• Shevanthi Fernando 女士 • Frank Michel 先生
MAS Holdings 內衣部門
ZDHC 基金會執行董事
(可持續發展與多元共融) • Werner Lange 先生
主管
德國國際合作機構(GIZ)紡
• 何美娟女士
織集群協調員(孟加拉)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 楊維漢先生
企業可持續發展主管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集
• Joyce Tsoi 女士
團總經理
VF 集團高級經理(供應鏈
可持續發展)
主持：楊國榮教授
• Manuel Baigorri 先生
製衣業訓練局(CITA)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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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i Strauss & Co.可持續
發展高級總監

1600

主持：羅惠儀博士
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
究中心副主任及首席講師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從品牌角度探索可持續技術
發展
• Chris Moses 先生
GAP Inc.高級總監(創新與
技術)
• Janice Ngai 女士
HUGO BOSS Hong Kong
Ltd.運動服裝採購部主管
(亞洲)
• Brenda Tsang 女士
歐暉集團遠東有限公司部
門經理（紡織品和珠寶）
• Malin Lundahl 女士
H&M 大中華區可持續發
展經理
主持：Robert Meeder 教授
斯里蘭卡設計學院（AOD）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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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天人共融——區塊鏈試點案
例分享
• 譚天逸女士
雞仔嘜業務發展總監
• Amit Gautam 先生
TextileGenesis 行政總裁及
創辦人
• Harold Weghorst 先生
Lenzing 集團環球品牌副
總裁
主持：何美娟女士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企
業可持續發展主管

第二天：2019 年 9 月 6 日（星期五）
0900
登記
0930
次日開幕儀式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HKRITA）行政總裁葛儀文先生致
歡迎辭
0945
主題演講 IV
• Albert Brenninkmeijer 先生
C&A 基金會董事
主題演講 V
• Carol Hanlon 女士
Textile Clothing Footwear Resource Centre of Western
Australia Inc. 創辦人
主題演講 VI
• Mattias Jonsson 先生
Re:newcell 行政總裁
1100
專題討論 -亞太地區可持續時尚定位
• 鍾國斌議員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紡織及製衣界)
• 楊昌業先生
Jeanswest 營運總監
• Janice Wang 女士
Alvanon 行政總裁
• 司徒志仁先生
香港紡織業聯會會長
利華成衣集團執行主席

1210
1215
1400

主持：Alison Gwilt 博士
新南威爾士大學設計學系副教授
COP24《時裝產業氣候行動憲章》簽署儀式
午膳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可持續發展技術探討
可持續時尚教育跨學科合作
• 姚磊博士
•
Basia Szkutnicka 女士
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香港理工大學紡織及服
(HKRITA)總監 (項目發展)
裝學系實務教授兼課程
• Mattias Jonsson 先生
總監
Re:newcell 行政總裁
•
Robert Meeder 教授
• Cédric Vanhoeck 先生
斯里蘭卡設計學院
Resortecs 創辦人
（AOD）行政總裁
• Brooke McEver 女士
•
葛麗婧教授
Unspun 產品負責人（產
視覺德稻設計學院時裝
品及可持續性）
及毛織設計導師
• Renana Krebs 女士
•
Cristina Kountiou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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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alife 行政總裁

薩凡納藝術設計大學(香
港)時裝營銷與管理教授

主持：陳浩揚先生
南豐作坊聯席總監

1520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可持續時尚投入市場
•
Carly Vidal Wallace 女士
NOT JUST A LABEL 創意
社區策展人
•
張扶陽女士
YEECHOO 創辦人兼行政
總裁
•
丁潔絲博士
REDRESS 創辦人兼董事
The R Collective 創辦人
兼行政總裁

主持：丁潔絲博士
REDRESS 創辦人兼董事
The R Collective 創辦人兼行
政總裁
專題討論（同步進行）
小「成」大事齊行動
•
香港零售業的可持續發
展願景
Kapok 創辦人 Arnault
Castel 先生
•

出租時裝秀 – 延長產品
生命周期
PRET-A-DRESS.COM 創辦
人兼董事 Ellen Ng 女士

•

逐小建立可持續時裝系
列
RURI 創辦人 Dawn Lee
女士

•

把破衣服留給我們治療
Fashion Clinic 創辦人及
設計師
Kay Wong 女士 及 Toby
Crispy 女士

•

廢物 或 珍寶?
REmakeHub 創辦人 Sissi
Chao 女士

•

Ab Fab Sustainable！
Kevin Germanier 創辦人
Kevin Germanier 先生

•

年輕人口中的可持續生
活方式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
會的年青世代

主持：Divia Harilela 女士
時裝編輯/顧問

備註：主辦單位保留更改時尚高峰的節目、內容、題目和講者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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