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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稿 即時發佈】 

新加坡印度首次超越香港 

本港大型上市企業女性董事比例停濟不前 過往一年僅錄得 0.1%升幅 

 
 

香港，2019 年 3 月 7 日— 致力推廣社會企業責任及多元共融的非牟利機構社商賢匯發表最

新年度的香港企業女性董事概況調查結果 。數據顯示，過往一年本港主要企業的女性董事比例

僅錄得0.1%的微弱升幅。 

  

截至2019年1月2日，本港恆指企業的女性董事比例僅由去年的13.8%微升至今年的13.9% ，實際

數目更由611位董事中的87位女性減少至85位 。社商賢匯自2009年起發佈該領導同儕的年度研究，

但數字僅由11年前的8.9%微升5%至本年度的13.9%，增長速度十分緩慢 。 

 

今年機構推出網上資料庫，讓讀者緊貼本港恆指企業女性董事比例的最新狀況 。該網站展示了

50家恆指成分股於年度女性董事排行榜上的排名。目前恆生銀行位列榜首，其女性董事比例達

38.5%。緊隨其後的有新上榜的中國生物製藥(36.4%)、滙豐控股 (35.7%)及領展房地產投資信託

基金(33.3%)。2018年榜首的中國神華能源則下跌四位，女性董事比例為30.0%。 

 

經深入分析，僅得兩項正面結果：擁有女執行董事的企業升至38.0%，為歷年最高。目前恆指

企業中共有215名執行董事，當中女性佔25名。除此之外，女主席的數目則2018年的一名增至今

年的三名 。 

http://www.community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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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香港30% Club設立各項目標，期望恆指企業中的女性董事比例於2020年達20%，並

定下30%的長遠目標。30% Club同時希望所有恆指公司於2018年年尾前均有女性董事。可惜後

者未能如期達成，仍與目標有一段較大差異。而要趕及2020年達20%的目標，則必須於未來21

個月內有6.1%(增加額外38名女性)的急劇升幅。 

 

其他亞洲地區的情況較香港理想，部分市場更設立了強制目標以加快進程： 

馬來西亞：23.2% (2018年第三季) 設立30%女性限額 

新加坡：15.2% (2018年12月)自願目標 

印度：14.0% (2018年3月) 限定每間上市公司最少有一名女董事 

 

印度和新加坡的表現於過往一年超越香港，有見及此，本港商界必須立刻採取行動加快改善步

伐。此外與國際市場相比，香港的發展步伐明顯停滯不前。英國富時100指數 (FTSE 100) 女性董

事比例已於 2018年6月達29.0%，更定下2020年前增至33%的進取目標。另外，美國加利福尼亞

州近期亦通過法案要求該州份的公司於2019年年尾前委任最少一名女董事。其他地區如澳洲、

加拿大、新西蘭及美國的女性董事比例皆超過20%  

 

社商賢匯行政總裁魏余雪奕女士表示：「有鑑於亞洲區內市場升幅 ，及全球多個市場在沒有設

定限額卻逐步改善的情況下，香港需要採取行動以爭取董事局架構多元化，否則將失去其競爭

優勢。擁有一個性別多元化的董事局並非為迎合大眾要求，而是為鞏固企業根基。一個包含不

同觀點角度及人生經歷，甚至有爭議性的董事局鼓勵了凡是詢問的文化及健康的討論。越來越

多研究顯示這不但有效減低風險及加強管理，還確保商界企業有較高的成功機會。在這複雜多

變的時代，各企業需要建立穩健多元的董事局以證明他們未來的存在。我們敦促所有公司採取

行動，確保女性能公平地參與服務董事局及行政局，惠及商界以至全香港。」 

 

調查結果重點正面數據結果 

• 擁有女執行董事的企業百分比為歷年最高 (38.0%)。執行董事比例是女性於企業內升遷

管道的指標並可展示公司有否營造有利的工作環境，支持女性獲得晉升機會。11年前的

百分比只有31.0%，數字於2013至2014年間下跌至24.0%，隨後平穩回升至今天的38.0%。

目前215名恆指企業執行董事中共有25名女性。 

• 女主席數目由2011至2018年間的一位增至今年的三位，為歷年最高。 

 

調查結果重點負面數據結果 

• 2018年的調查結果發現有多達15間企業擁有最少20%女性董事。然而該數字於2019年卻

減少至14間。董事局多元化更由少數長期佔據排行榜上位的企業領導，餘下的大多數則

未有真實明確的承諾。 

https://www.communitybusiness.org/about-us/meet-our-team#detai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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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往一年只有6位新獲委任的女性董事，數字和百分比(6.8%)是自2009年以來最低。同一

時間共有82名男性獲恆指企業委任為董事。此下降趨勢與去年創新高有17位女性獲委任

的數字大相逕庭。 

• 除此之外，2018年6位新出任女董事中只有四名是新獲委任(其中兩名只是轉換職銜，分

別為紀文鳳女士由新世界發展執行董事轉為非執行董事，及楊惠妍女士由碧桂園副主席

晉升至聯席主席)。更只得一名女董事(中國旺旺控股的黎康儀女士)是從未出任上市公司

董事。此結果表示大多公司仍拒絕委任從未有董事經驗的女性出任董事，阻礙吸納入才

和女性高層晉身董事局的機會。 

 

香港企業女性董事網上資料庫現可於社商賢匯網站瀏覽。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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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商賢匯簡介  

社商賢匯是一家非牟利機構（香港慈善機構編號：91/6560），其使命是領導、啟發及支持商界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發揮企業對人群和社區的正面影響。社商賢匯的工作包括進行調查研究，

建立聯繫網絡，籌辦活動，主導社會運動和提供顧問諮詢及培訓，在亞洲有關企業責任議題上

建立了領導思想的地位。   

 

社商賢匯倡議責任營商，其工作使命主要包含四大範疇：  

 

• 培育「責任營商」領導思維  

• 改善職場不平等情況  

• 確保員工健康快樂  

• 促進社會多元共融  

 

社商賢匯於 2003 年成立，扎根香港，並於印度及英國設有服務點，支持亞洲區不同規模和行

業的公司，匯聚企業力量，推動社會進步。詳情請瀏覽 www.communitybusines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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