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球公共投資人關注更多綠色債券投資 (INDEPENDENT, 2017/03/30)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renewable-energy-transition-from-fossil-

fuels-inevitable-canada-clean-energy-a7658891.html 

 

根據智庫官方貨幣金融機構論壇的研究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公共投資人計

畫增加綠色債券投資。 

在參與調查的公共退休基金、主權基金和中央銀行中，有 38％的受訪者表示計

劃增加綠色債券投資，35％的受訪者計劃在未來 12至 24個月內投資再生能源。 

首席經濟學家和 OMFIF的研究部主管 Kyriakopoulou，在週一的電話採訪說到：

「我們已見到他們可以投資的資產正實際的上漲」、「公共投資人主要是創造市場，

因為政府正在推動這項變化」、「綠色投資是 G20的優先事項」。 

今年的 G20峰會於七月在德國漢堡舉行的優先級文件中指出，20國集團認為「繼

續中國主席於 2016 年發起的綠色金融活動」十分重要。 

被問到關於美國總統川普最近決定退出巴黎氣候協議是否對全球公共投資人分

配綠色投資產生影響，Kyriakopoulou 表示：「我們認為這不會有影響，這個市場

正不斷地增長，這些資金的最大用途是從事綠色投資。」 

國際貨幣金融機構官方論壇（OMFIF）為一家位於倫敦和新加坡的獨立智庫，專

注於與中央銀行、主權基金、退休基金、監管機構和國債相關的全球政策和投資

主題。 

根據 OMFIF 出版的「全球公共投資人」報導，公共退休基金、主權基金和中央

銀行資產在 2016年底上升至 33.5兆美元。這在 750家公共機構的排名表中顯示

資產較 2015年增加了 1.4％，漲幅主要是受資產價值的上漲所影響。 

退休基金資產增加 4350 億美元，主權基金增加 1430億美元。同時，中央銀行的

資產卻下降了 1030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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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生能源價格的下跌將必定終結化石燃料的時代  (INDEPENDENT, 

2017/03/30)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renewable-energy-transition-from-

fossil-fuels-inevitable-canada-clean-energy-a7658891.html 

 

然而美國總統唐納川普承諾將重返碳生產，他無疑會受到抵制。他實行的結果能

以清淨能源為代價嗎? 

根據新的報告指出，因綠色能源成本降低，從化石燃料到再生能源的轉型現在看

來是不可逆轉的。 

在此轉型報告中(The Transition Takes Hold)，其中加拿大清淨能源中心提到，在

這個行業裡，全球有 670 萬人從事於此工作。在美國，每 50 個新工作機會就有

一個是由太陽能公司所釋出。 

報告中還強調一個預測，那就是到 2025 年，大型太陽能發電廠的發電成本有望

能下降 57%，陸上與海上風力發電則分別預期能下降 26%與 35%。 

報告的執行總結當中，加拿大清淨能源執行總監梅蘭史密斯寫到：「臨界點：當

科技成為主流時的難忘時刻。許多辯論寫到再生能源是否已經度過或正快速接近，

還是需要一段路來跨過這門檻。」 

「真正的臨界點只會在回顧中逐漸浮現，且其不會被單一時刻或突破時所定義。

它會因不同力量的驅動而跨越不同的時間與國家。」 

「但清淨能源轉型現在看來是不可逆轉的。」 

她說三大主要電力市場－中國、印度與美國－已「積極地追求再生能源」。 

史密斯女士說：「在中國與印度，再生能源為被汙染扼制的快速成長都市提供了

關鍵解決方案。」 

在美國，可再生能源產業已變成主要的創造工作機會者：自 2009年，每 80個新

工作機會就有一個是由太陽能產業創造的，並且當中數字增長最快的職位是風力

發電機技術人員。 

然而美國總統 唐納川普可能承諾要重返碳生產，他無疑會受到國會與州政府的

抵制，他實行的結果能以清淨能源為代價嗎? 

該報告指出，2016年再生能源的投資已從 2015 年的創紀錄水平逐漸下降。 

但亦補充到，由於建設成本較低，2016年實際增加的綠色電力容量仍然接近 2015

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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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女士提到加拿大有個商業機會來向全球其他國家出售再生能源。 

「我們的清淨能源技術部門能超出自身級別與企業渴望來販售解方案給他們。幫

助其他國家增加再生能源的使用可能是加拿大得在全球乾淨能源轉型中發現其

利基－與經濟機會。」 

「隨著美國政府退出國際氣候外交、清淨能源的創新與自由貿易，美國留下一個

缺口，而加拿大則剛好補上。而且很明顯的是，如果我們不加緊腳步，其他人會

不斷遞補上來。」 

  



3. 貴公司是否已經準備好參與 SDGs? (UNDP, 2017/04/19) 

http://www.undp.org/content/undp/en/home/blog/2017/4/19/Is-your-company-ready-

to-engage-with-the-SDGs-through-inclusive-business-.html 

 

政治的不確定性、民族主義以及保護主義的上升浪潮不斷，導致全球化的承諾逐

漸被覆蓋。因自動化的因素導致工作者流離失所的狀態下，收入的縮減與政策資

本的差距，世界各地開始意識到整體資源不僅分配不均，在某些狀況下全球化所

付出的代價可能超越利益的獲得。 

但“globalization hangover”不應該是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簡稱 SDGs)等全球協議的反指標。結合經濟成長與社會上的收益，企業與政府之

間的關係，也已有所改變。事實上，在社會、政治動盪不安的狀況下，世界各地

的利害關係人都有義務致力於結合更光明的一面，有更大膽的行動以及不斷變化

的進程。畢竟，要成功實現 SDGs 將需要更大的努力，而在未來的 15 年資金影

響將達到 30-45兆美元(24-26兆歐元)，目前公部門的估計僅約 2兆左右，占整體

所需資金僅約 4%。 

認知到這樣的狀態，所以 2030 年的議程不僅需要貨幣的支持之外，也將吸引從

微型企業到跨國企業等不同規模大小的組織，透過自身因應的措施與創新的模式

來解決永續發展的問題。 

UNDP、伊斯坦堡私部門發展中心(the Istanbul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Private Sector 

in Development)、Business Call to Action 以及 Deloitte，透過 SDGs 混和性的社會

影響價值提供簡單且清楚的結果。參與 SDGs不僅是表現對社會有良好的意識外，

亦是具主動力的永續型組織。利用 SDGs 在企業自身核心業務上，可有助於企業

有創新的收入、增加供應鏈的彈性、招募與留任人才、讓投資者產生興趣以及確

保營運的許可。 

在策略上，甚麼是企業既能結合目的又顧及利潤呢?企業該如何確定他們是否已

經準備好參與 SDGs? 

SDGs 的參與的概念包含了測試以及未來十年可以採取創新的形式：包容性企業

（Inclusive Business）。包容性企業的功能上意旨透過收入的增長、創造價值和加

速業務擴張以實現與其他公司相同的目標。然而，重要的是包容性企業可以為供

應商、經銷商、零售商和員工的服務提供者提供就業機會以及相關的社會經濟收

益。許多成功的公司，例如：Unilever、Philips 以及 Novartis 等都採用了這樣的

模式，透過創新和適應，讓企業能夠穩健的成長。 

這樣的模式是需要時間來進行開發的，所以為了確保商業模式的可行性與財務的

永續性，企業必須首先了解包容性企業的成熟度。而在”Uncharted waters”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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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也為各個階段的公司提供了一個明確的診斷，以評估其成熟度和準備狀況，並

採取適當的措施將包容性企業納如期核心策略中。最終的報告顯示，企業的成長

和社會經濟發展不僅可以存在，而且可以共同發展。該報告及調查結果是私部門

參與 SDGs 延續的下一個階段。更重要的是，她可以為企業本身和他們所在的社

區提供更好的答案。 

 

 

  



4. 承擔社會責任或面臨失去投資者 (Third Sector, 2017/05/26) 

http://www.thirdsector.co.uk/social-investment-offers-face-losing-investors-says-

report/finance/article/1434817 

來自慈善事業中心的一篇文章指出，慈善機構對於使用投資工具的問題，可能會

讓投資者撤資。 

卡斯商學慈善事業中心今天發表了一份報告「社會投資做為新的慈善金融工具」，

報告指出社會投資正在邁入一個轉折點，將不再被視為利基產品。但報告也指出，

許多慈善機構對於使用投資工具有道德與文化上的擔憂，並「陷入資助和捐款的

慣性思維」，並擔心如何償還資本。報告中也表示「投資者認為資金必須流動」，

如果最終具社會目的的組織並不能運用社會投資，那麼長期下來，投資者將會把

資金轉向其他去處。 

該報告內容就 2015 年到 2016年的 190家慈善機構、資助者與顧問進行調查，超

過 120 次的面對面訪談及舉辦一場邀請了 100 多個社會投資專家的座談會。但

是，如果社會投資要成功，解決受託人對社會投資的風險厭惡將會是關鍵。我們

必須允許受託人探索不同的商業模式，並承擔創新及變革的風險偏好。根據 Big 

Society Capital 的數據報導，社會投資市場每年增長 20%至 30%，達到約 15億英

鎊。 

而個人投資和貸款的平均值正在減少，以滿足該行業內小額貸款的需求。但補充

一點，社會投資並不是一枚銀彈，可以緩解所有融資的問題，而有些慈善機構在

沒有充裕的考量下，可能會把社會投資視為最近幾年捐款減少的解藥。該報告建

議慈善機構在使用社會投資時應考慮的九個要素，例如，投資者與慈善機構之間

投資動機的一致性、組織的文化和心態以及對社會影響的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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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缺乏中階管理階層的參與，阻礙 SDGs 的發展 (Sustainable Brands, 

2017/05/26) 

http://www.sustainablebrands.com/news_and_views/organizational_change/sustainabl

e_brands/report_reveals_lack_engagement_middle_manage 

 

根據 Frost＆Sullivan 和 GlobeScan 公司代表 CSR 歐洲發表的新研究，缺乏中階

管理階層的參與讓達成永續發展目標(SDGs)形成了阻礙。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 Frans Timmermans 說：「SDG 不僅為世界提供一個願景，還

建構了一個正面且可行的議程來保護我們的人民與地球，並讓這一代與下一代

獲得更光明的未來。這也是一個企業開始內化的訊息。」 

執行長們越來越明白，要在一個新的、互相連結與全球化的世界，他們必須在

進行 SDGs 中扮演關鍵角色。但這不僅是需要更多的執行長來調適他們的企

業，並基於永續基礎上的困難商業案例。這也是一種正在成長的概念，身為父

母與市民，他們希望能為改善世界做出貢獻，因為這是件正確且應該做的事。 

報告顯示處長層級與最高階的管理階層越來越關注把 SDGs 導入決策以及指導

策略之中，而中階管理階層與員工則大幅背離此想法。報告中也建議為了達成

UN 2030，必須加強內部共同努力。 

在這個變化的市場中，有超過 75%的企業領袖視永續投資為持續保持競爭力的

關鍵，這人數比起 2007 年成長了 6%。此報告宣稱，將 SDGs 納入他們的商業

策略會使企業具有潛力以開啟新的經濟機會，同時減少環境衝擊與成本並提供

明確的指南來告知決策，這將為股東與利害關係人創造價值。 

為達成這項目標，高階管理階層培養員工與利害關係人來理解 SDGs 如何連結

到何新商業策略是極為重要的。 

CSR 執行董事 Stefan Crets 說：「合作是實現改變的根本所在，而說起來很簡

單，要實行卻是十分困難。這也是為什麼 CSR 歐洲近其推出永續商業交易，目

的在於讓企業採取行動，共同創造永續成長模式。」 

CSR 歐洲通過其在歐洲的 10,000 多家公司的網絡以永續企業交易活動來推廣企

業轉型。公司可以通過兩種方式參與該計畫： 

 學習網絡，將幫助他們擁抱循環經濟、重新思考價值鏈、培養創新夥伴關

係與商業模式，以及永續消費與生產； 

 SDG的培養，將公司、民間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試驗項目來驅動對 SDGs 的

企業貢獻並應對共同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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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亞洲地區熱烈歡迎 GRI準則 (GRI, 2017/06/05)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Hundreds-

welcome-GRI-Standards-across-Asia.aspx?dm_i=4J5,50R5M,MKJ612,J5H2X,1 

 

最近亞太地區為永續性報導增長最快速的地區，這個快速增長的現象主要是受到

報導相關的政策和法規相繼推出所致，尤其是金融監管機關要求執行的法規。亞

太地區前百大企業中有 79%報告其永續性衝擊，遠遠超過歐洲及美洲地區

(Carrots & Sticks, 2016)。 

GRI準則有三種亞洲語言版本（正體中文、印尼文和越南文）分別發行於特定日

期，並強調透過更高品質的報導進一步朝永續性報導的格局發展。 

台灣：GRI準則提升市場應變力 

台灣GRI準則正體中文版的發表會由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BCSD-Taiwan)

主辦，並於 6月 6日在台北舉行，超過 200人與會，由此可見永續性報導在台灣

的重要性。 

在開幕致詞中，台灣證交所李啓賢總經理以及金管會黃天牧副主委強調企業的透

明度在提升市場應變力的重要性，最終將創造出更永續的經濟價值。 

台灣證交所李啓賢總經理提到 GRI準則對當地和區域發展的影響：「台灣證交所

要求特定行業的上市櫃公司編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透過 GRI 準則可望提升

透明度和當責性，並顯示出台灣市場承諾提升永續發展報導流程價值的決心。台

灣身為全球供應鏈的一環，這將能及時對不只有大中華地區，甚至是全球經濟產

生正面的影響。」 

印尼：透過 GRI報導建立永續價值鏈 

GRI準則於 6月 8日在印尼雅加達發行。在齋月期間舉行的半天活動約有 100多

人參加，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一場全為女性的座談會。座談會討論的焦點在於永續

性報導在價值鏈中的重要性，特別是以當地情況為例。 

瑞典駐雅加達大使館的能源顧問保羅·威斯汀(Paul Westin)在發表會的演說：「我

想先恭喜 GRI 在印尼發表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係永續性報導的倡導者，而瑞

典透過國際發展合作機構，多年來一直致力於支持 GRI 為新興國家經濟、環境

和社會的發展。」 

雖然印尼已經有一些關於企業社會責任的法規，但關於永續性揭露尚未有明確的

政策或法律。在座談會中，印尼聯合利華的總經理辛塔·卡尼瓦蒂（Sinta Kaniawati）

提到他們努力推廣永續發展的理念，以期待永續發展在印尼能夠普及。促進供應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Hundreds-welcome-GRI-Standards-across-Asia.aspx?dm_i=4J5,50R5M,MKJ612,J5H2X,1
https://www.globalreporting.org/information/news-and-press-center/Pages/Hundreds-welcome-GRI-Standards-across-Asia.aspx?dm_i=4J5,50R5M,MKJ612,J5H2X,1


鏈中的永續性報導將支持這項努力，並最終造就數百萬人的生活獲得切實地改善。 

越南：透過使用 GRI 準則監控 SDGs 進展 

越南文版的 GRI 準則於胡志明市舉行，約有 160 人參與，並受到當地媒體的爭

相報導。該活動由胡志明市證券交易所(HOSE)和越南工商聯合會(VCCI)於 6 月

13日共同主辦，並由自然資源與環境局、勞工局、身障與社會事務局、越南工商

聯合會以及河內和胡志明市的證券交易所高階管理階層代表出席。 

瑞士總領事奧斯馬·哈德格爾(Othmar Hardegger)代表瑞士經濟事務秘書處(SECO)

出席發表會的開幕致詞。他強調永續報導對於該地區中小型企業(SMEs)的重要

性：「永續報導為中小型企業與當地供應商整合融入全球價值鏈的關鍵。這最終

應有助於提供更多的就業和收入機會。」 

代表越南商會，副總幹事 Tran Ngoc Liem 表示：「我們鼓勵企業參與 GRI準則來

建立和監督永續發展指標，如此一來越南企業即可在整合性背景下永續地發展和

有效地競爭。」這將創造競爭優勢，並為越南實施 SDGs 貢獻卓著。 

 

 

  



7. 社會投資重點在於所有兒童都能繁榮發展 (SCOOP, 2017/06/07) 

http://www.scoop.co.nz/stories/PO1706/S00085/social-investment-priorities-where-

all-children-can-flourish.htm 

 

CPAG (Child Poverty Action Group，兒童扶貧行動小組)表示，隨著政府選舉即將

到來，將紐西蘭所有兒童的福利納入是至關重要的。如果”社會投資”政策用意在

確保兒童在生活各方面和社會經濟水平上的福利，我們將可以大大減少兒童住院

的人數。 

但目前”社會投資”政策的設計不佳。政策社會發展部根據實際經驗等相關標準，

為兒童提供了一筆資金。而這將可使用的兒童定義在潛在脆弱性或處於在高風險

的範圍內。雖然兒童身處弱勢的環境其決定性因素是貧困，但該項目並非是”社

會投資”的風險因素之一。實際上，許多的孩子在經驗等相關標準判斷上不會有

太大的差異，但會產生一個現象，就是真正有需要使用的孩子們可能得不到該有

的幫助，但有些不需要接受援助的孩子們卻可以享有這樣的福利。 

CPAG 發言人 Mike O'Brien 表示：「投資在孩子身上以及投資在良好的孩子身上

都是很好的理由，但他們所獲得的資源和機會都比他們所需要的更少。國際上也

有很多的明確的案例顯示，應投資在所有的兒童以及家庭之中，而並非僅是針對”

弱勢兒童”這個族群。」他接著說：「社會投資的方式顯然有很大的風險，政府與

相關機構皆應確保所有的兒童都能夠順利的成長及發展。」 

CPAG 在 2017 年的優先採取錯事就是希望可以大幅度的減少兒童在預防疾病上

住院的機會。而也列出三個關鍵要素必須盡速解決： 

 基礎醫療服務與教育程度的不足； 

 收入缺乏與物資難獲得； 

 缺乏負擔的起的健康住宅。 

單獨處理某個要素對於兒童的影響不大 

CPAG建立了一份完整的福利制度建議清單，清單內容涵蓋了全部有需要的兒童，

而不僅是只針對特定的群組。實施這些建議清單內容，將得以確保兒童到成年的

這段期間中需求能夠獲得滿足。 

 

  

http://www.scoop.co.nz/stories/PO1706/S00085/social-investment-priorities-where-all-children-can-flourish.htm
http://www.scoop.co.nz/stories/PO1706/S00085/social-investment-priorities-where-all-children-can-flourish.htm


8. 氣候變遷如何威脅到世界最貧窮國家的糧食安全  (INDEPENDENT, 

2017/06/21) 

http://www.independent.co.uk/environment/environment-climate-change-food-

security-worlds-poorest-countries-kiribati-micronesia-china-a7800361.html 

根據一項新的研究報告，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國家之一將因氣候變遷對於各地海洋

漁業的影響而遭受最大的衝擊。 

全球漁業總產值約為 900億美元(約 710億英鎊)，但由於海洋氣溫的升高導致許

多有價值的物種正改變牠們活動的範圍。水的溫度提昇可能會使提供其他海洋生

物生存的珊瑚礁致死，例如澳大利亞大堡礁，這將是一個特定的議題。研究人員

根據易受到海洋升溫影響水域的 147個國家之漁業及其應變能力進行評估。 

根據科學期刊 PLOS ONE 所刊登的文章指出，受影響最嚴重的脆弱國家大多為

小島嶼，名列前五名的島嶼如下：基里巴斯、密克羅尼希亞、索羅門群島、馬爾

代夫和瓦努阿圖。然而，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也排名在第 8 位；尼日利亞(第 15

位)和印度尼西亞(第 26 位)也名列前茅。愛爾蘭被預測為最不易受影響的國家，

排名第 147位，其次是智利、英國、冰島和納米比亞，美國則排名在第 6位。五

個最易受影響的國家的脆弱程度高於列表底部的國家八到九倍。 

文章中警告氣候變遷對漁業的影響可能會對糧食安全、民眾生活及公共衛生造成

損害，特別是能力較差的貧窮國家。該內容更指出超過 87%的開發中國家被列為

脆弱指數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則包括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富裕國家)。

這主要是從暴露或敏感指數來看，國家的適應能力並沒有巨大改變的趨勢。 

而那些最不會造成氣候變遷的少數國家，卻被預期其漁業會受到最嚴重的影響。

研究指出，脆弱性與人均碳排放為負相關，以及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群集，已跨

越脆弱性指數，並表明應增加門檻來履行全球減少不平等的承諾，以促進人類福

祉，確保城市和社區的永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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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發起責任勞動倡議，保障易遭受強迫勞動的工作者 (EICC, 2017/06/26) 

http://www.csrwire.com/press_releases/40124-Responsible-Labor-Initiative-

Launches-to-Promote-Rights-of-Workers-Vulnerable-to-Forced-Labor 

 

電子行業公民聯盟（EICC）是一個由領先電子業企業成立的非營利組織，致力於

改善其全球供應鏈中社會、環境和道德條件。EICC 今天宣布推出「責任勞動倡

議」，幫助企業解決強迫勞動的根本原因。這一倡議將 EICC 現有的世界級標準

和計劃擴展到其他行業，從而通過集體影響力和行動加速變革。 

EICC 的執行總監 Rob 說：「EICC 已經多年處於處理全球供應鏈強迫勞動問題最

前線成員，但是為了加速變革、推動勞動市場轉型，我們認為不同產業在人員招

募管道中都必須有盡職調查。」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報告，全世界約有 2100 萬人正在面臨強迫勞動。 

供應鏈包括數十萬外國移民工人，他們正為自己和他們的家庭謀求更美好的生活。 

不幸的是，部分工人在世界各地的許多行業和地區都因武力、詐欺、負債擔保或

其他脅迫遭到剝削。 

強制勞動的指導原則雖然已充分確立，但是解決方案往往在行業和地理位置上分

散化，只能解決工人行程中的某些方面或具體問題。責任勞動倡議（RLI）將建

立在領先的 EICC 標準、計劃和合作夥伴關係的基礎上，通過 RLI成員將擴展到

其他行業，並配合互補解決方案，更佳解決這些問題。 

人類聯合組織總裁 Ed Marcum 表示：「解決招聘過程中易受傷害的工作者其面臨

的風險需要採取集體行動。」 「責任勞動倡議為企業跨部門合作與共同行動創

造了必要的論壇。」 

RLI 是由多方利害關係人諮詢小組組成的，成員包括國際移民組織（IOM）、人

權與商業研究所（IHRB）、公平招募倡議（TFHI）、Verité、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

（ICCR）、CH2M、英特爾與沃爾瑪等公司。 

「ICCR 支持 RLI的願景，並透過實際改變招募和就業做法，將在全球供應鏈中

易受強制勞動之工作者權利和尊嚴放在這倡議的核心。」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的

高級項目主任 David Schilling說。  

在倡議發表會上，RLI與已經參加 EICC 的行業，如電子和汽車行業，將會擴大

此倡議，將此倡議的作用於主要採購領域發揮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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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抓住永續發展目標 (SDGs) 的經濟獎賞 (Eco-Business, 2017/07/05) 

http://www.eco-business.com/videos/seizing-the-economic-prize-of-the-sdgs/ 

 

數兆元的收益、新的消費者市場，還有幫助塑造更好的世界的機會：全球領導人

在最近於新加坡舉行的 Ecosperity會議上表示，這些是企業可以透過發表永續發

展目標（SDGs）來開拓業務的機會。 

由投資公司淡馬錫主辦的會議以「未來始於今日：保護我們在亞洲的永續發展未

來」為主題，今年的會議重點是企業如何能夠 - 並且必須將業務與永續發展目

標相結合，以創造經濟機會和長期的繁榮。 

於會議上，全球的執行長、創新者和思想領袖聚集在一起討論有關永續發展的最

新問題，而且對於企業來說，確保長期繁榮，同時使數百萬人擺脫貧困並永續利

用自然資源不僅可能，且是至關重要的。 

會議的一個重要亮點是商業與永續發展委員會發布了「更好的商業，更美好的世

界」報告的亞洲版，此份報告表示追求永續發展的業務為該地區的私營部門提供

了 5萬億美元的商機，並承諾到 2030年可創造 2.3億個工作機會。 

Ecosperity2017 也是創新企業的平台，展示他們如何成功地將商業與 SDG結合，

同時在全球取得商業成功。 

這些公司包括中國的自行車共享平台 Mobike、農業企業 Olam、冷卻系統公司 ST 

Engineering、城市農業專家 Edible Garden City 以及城市工業和基礎設施公司

Surbana Jurong等。 

會議上的講者包括消費品巨頭聯合利華首席執行官 Paul Polman、再生能源公司

Fluidic Energy的聯合創始人兼市場總監Dennis Thomsen，Olam集團負責人 Sunny 

Verghese以及印度尼西亞投資協調銀行（BKPM）董事長 Thomas Lembong。 

企業在舒緩貧困、提高生活水平以及保護環境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即使

他們追求長期的商業利益也可以達成。這些企業領導者強調自己的公司已經證明

平衡這兩個目標不僅可能，且能為公司帶來收益。 

正如 Polman 所說：「我們讓商業模式邁向永續發展目標，那就是具有目標的品

牌。他們增長速度更快，更有利可圖，因此它有很大的經濟意義。」 

http://www.eco-business.com/videos/seizing-the-economic-prize-of-the-sd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