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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及節能團隊一直緊密合

作，以規劃集團可持續發展的路線圖，其中一項重點為

制定減少能源消耗的短、中期計劃及目標。董事會已調

配充足資源供團隊執行節能措施並監察表現，藉此應對

氣候轉變，實現減碳目標。

集團成功並穩健地發展，有賴員工的努力耕耘。我們視

員工為最重要的持份者之一，遂實行以人為本的管理模

式，責無旁貸地確保員工享有安全舒適，並能夠多元共

融、彼此尊重的工作環境。透過實行一系列的防疫措

施，我們努力保護員工，減低受到感染的機會，營造清

潔衛生的工作環境。此外，集團亦關心員工的精神健康。

集團榮獲「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連續第五年頒贈的「開

心企業」，藉以證明集團建立快樂工作文化的努力。

此外，集團深受顧客支持，建立長遠的成功。我們不只

為顧客提供清潔安全的環境，亦致力提升服務水準以滿

足顧客的需求和期望。我們深信溝通是雙方長遠合作的

重要基石，為了更深入了解顧客的意見，我們透過會面

及問卷等不同渠道接觸顧客以了解他們的需要和期望。

我們將繼續保持有效的雙向溝通，以促進集團的長遠發

展。

我們致力關懷社區並滿足他們切身的需要。年內集團有

感新冠病毒疫情對基層及低收入家庭的長久負面影響，

故此集團積極運用其資源，透過捐贈物資至策劃親子工

主席的話 作坊等，幫助他們改善生活狀況以度過此段非常時期，

並為社會帶來正能量。來年我們會繼續服務基層，提升

集團對社群的正面影響。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向我們的專業團隊致以深切謝意，

並感激他們過去一年優秀的工作表現和付出。未來集團

將繼續貫徹融入可持續性元素的方針，致力為社會帶來

裨益。

傅金珠
主席

香港，二零二二年三月二十四日

各位持份者：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發表集團的二零二一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

報告」）。

二零二一年為我們帶來各方面的挑戰，包括穩健經營、員工安全，

以及達致環境目標等；但同時，這些挑戰也為我們帶來新的機遇。

正如今年的報告主題「用心開創未來」，我們續將可持續性的理念融

會至日常營運當中，藉此應對挑戰和掌握機遇。我們致力促進關懷

負責的經營方法，造就社群、環境及營商環境。

鑒於香港特區政府所訂立於二零五零年達致碳中和的目標，我們正

持續努力地減輕集團營運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正如我們與持份者

皆認同集團需要積極回應環境問題，故此集團針對氣候變化的適應

力而制定了環境政策，顯示我們強化集團業務的可持續性及減低對

環境造成影響的決心。此外，我們致力於識別與排放、資源運用及

氣候相關的風險與機遇。我們亦銳意提升未來投資物業的綠色建

築元素，締造更具氣候適應能力的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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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載列的《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而編撰，以重要性、量化、平衡及一致性為匯報原則披露我們期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詳情請參

閱下表。

原則 匯報原則應用

重要性 報告內容乃根據重要性矩陣，即透過進行重要性評估邀請持份者填寫問卷，藉此評估不同

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議題的優次結果所預備。重要議題會在報告中被識別及披露，以回應

持份者的關注。

量化 在可行的情況下，集團關鍵的環境及社會績效指標會以量化形式披露。

平衡 集團會不偏不倚地匯報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以確保讀者能夠理性及客觀地評估表現。

一致性 除另有說明外，本報告的匯報範圍及方法普遍與二零二零年相同。年度數據比較會在可行的

情況下披露。

關於本報告

報告期、標準及範圍

本報告概述了金朝陽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金朝陽」或「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期間（「報告期」或「年內」）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表現、成績及重點。有關集團企業管治的詳細資料載於年

報中的「企業管治」一節。

本報告涵蓋集團在香港的標誌性物業的樓宇管理業務、租賃業務和地產發展業務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營運表

現。報告的環境和社會關鍵績效指標涵蓋了集團主要營運的物業。基於集團的建築業務在報告期內影響不大，因此

未有包括在本報告之內。下表總結了本報告涵蓋的物業：

物業 樓宇類型

金朝陽中心 商業樓宇（包括總部辦公室）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商業樓宇

諾士佛臺十號 商業樓宇

THE SHARP 商業樓宇

曦巒 住宅樓宇

尚巒 住宅樓宇

iPLACE 工業樓宇

相較於去年的披露事項，集團擴大報告範圍，加入商業樓宇「THE SHARP」，藉此提供更全面的披露並提高客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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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
勞動力分佈

概覽

66%
男性

34%
女性

性別分佈 年齡分佈

15%
31以下

15%
31–40

19%
41–50

51%
50以上

1%
高級管理層

7%
 管理層

26%
辦工室員工

65%
一般員工

僱傭類別分佈

環境
密度：

0.040 噸二氧化碳當量╱平方米
–6.57%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1

溫室氣體排放量

密度：

0.064 兆瓦時╱平方米
–6.28%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2

耗電量

密度：

0.57 立方米╱平方米
–4.87%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3

耗水量

密度：

14.01 公斤╱平方米
+0.05%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4

廢棄物棄置

密度：

0.03 公斤╱平方米
–34.72% 
與二零二零年相比5

廢棄物回收

因工受傷數目：

2
連續3年因工死亡事故：

0

職業健康和安全

顧客服務
公共空間整潔度：

91.2%

顧客服務滿意度：

86.2%

社區
 

與17 個慈善組織合作

專注於

與弱勢社群交流 贊助社會服務機構 身體力行貢獻社區

1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溫室氣體排放密度調整為0.043噸二氧化碳當量╱平方米。
2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耗電密度調整為0.068兆瓦時╱平方米。
3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耗水密度調整為0.60立方米╱平方米。
4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廢棄物棄置密度調整為14.00公斤╱平方米。
5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廢棄物回收密度調整為0.07公斤╱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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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方式

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架構

董事會

審核委員會 環境、社會及
管治委員會

節能團隊

樓宇管理團隊

集團深信建立具有堅定信念的領導團隊、策略方向和有效執行能力的健全管治架構，對集團持續的成功至關重要。

董事會委任環境、社會及管治委員會（「ESG委員會」）管理集團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其成員包括金融及會計、

法律、物業管理、行政及人力資源，以及企業傳訊部門的高級管理人員。ESG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定立策略框架及

可持續發展的方向供董事會批核，並審查工作成果、可持續性相關政策及表現的進度。ESG委員會亦提出相關的優

化政策及程序，並向董事會匯報以尋求批核及審查，以逐步提升集團的可持續性。

集團已成立節能團隊制定策略及計劃，具體地改善集團的能源使用效率、減低碳排放及強化節約能源。節能團隊與

樓宇管理團隊通力合作，監控節能措施的效用並定期提交優化資源運用的進度報告。

未來計劃

報告期內，董事會與ESG委員會及節能團隊緊密合作，探尋集團有關可持續性方面的發展方向，並以制定減少能源

消耗的短、中線計劃及目標為其中一項重點。董事會已調配充足資源供團隊執行節能措施並監察表現，收集數據用

作制定節能目標。董事會相信相關目標及資訊可於下年報告內披露。

合規及舉報

集團致力維持高誠信和道德操守的環境，並已制定一套穩固的企業管治框架，旨於保障持份者及股東的權益。集團

的獨立內部審計團隊制定防止賄賂準則，進行定期稽查及審查。根據集團內部的「防止欺詐及貪污政策」，集團禁止

所有員工，包括董事會成員和高級管理人員，接受、授權、支付或提供賄賂，或任何其他形式的貪污行為。集團已

委任獨立核數師，以確保賬目的完整性和公正性。報告期內，集團沒有違反相關賄賂法例而被檢控的個案。

集團的行為準則為員工的道德操守提供指引，任何違反指引或參與不當行為的員工都會根據內部指引受到紀律處

分。員工亦可以透過集團的舉報機制，匯報任何涉嫌不當的行為。如經調查後證實不當行為屬實，有關紀律機構將

會跟進處理。

環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管理

集團深明持續監察及主動管理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風險對集團維持穩定的業務營運至關重要。董事會授

權審核委員會審查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並審查及向董事會提出建議批准管理層編寫及呈交有關集團的風險

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之政策、指導方針和程序。透過ESG委員會的協助，審核委員會於內部審核時評估及監察環

境、社會及管治相關風險因素。集團發展及營運時將會參考風險清單以判定策略及政策。

報告期內，董事會成員及相關委員會已經就識別及管理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議題的業務營運風險作出相關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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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互動

集團高度重視每個與持份者溝通的機會。為此，集團與

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透過不同渠道恆常溝通。下表總

結了報告期內我們採用作了解更多持份者的關注和期望

的溝通渠道：

股東╱投資者

• 年報及中期報告、財務報表及公

告

• 週年大會

• 公司網站

• 投資者關係查詢熱線及電郵

• 新聞公布

顧客

• 客戶服務熱線及電郵

• 與前線員工直接溝通

• 問卷調查

• 「Soundwill Club」手機應用程式及

社交媒體

供應商╱承辦商╱服務供應商

• 持續直接溝通

• 定期審核及評估

社區╱非政府組織

• 公司網站

• 社交媒體

• 新聞公布及會議

• 盛事、活動及展覽

• 贊助及捐贈

員工

• 年度表現檢討
• 員工手冊及操守守則
• 環境、社會及管治問卷調查
• 集團活動
• 內部通訊
• 內聯網
• 定期會議
• 電郵

租戶

• 客戶服務熱線及電郵

• 與前線員工直接溝通

• 會議

• 問卷調查

媒體

• 媒體查詢熱線及電郵

• 新聞發布會

• 新聞公布

• 訪問

重要性評估

除恆常溝通渠道外，我們向員工及外部持份者發放

可持續性問卷以收集意見。可持續性問卷旨於識別

每項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的重要性，並幫助集團

因應持份者的需要及期望校正環境、社會及管治策

略。重要性評估的流程如下：

釐定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議題

收集持份者的回應

訂定重要議題

1

2

3

根據《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的內容和關鍵績效指標，集團於調查中已經識別出二十一個與環境、社會及管治

相關的議題。重要性評估亦參考聯交所及行業趨勢中與集團所營運的市場相關的指引。內部及外部持份者受邀對

每個議題在於集團的長遠業務發展及對其個人的重要性作出評分。根據參與的持份者的評分，我們總結為一重要

性矩陣：

對
持
份
者
的
重
要
性

對業務的重要性

對環境及
天然資源的影響

供應鏈風險管理
材料

水資源
社區投資

氣候變化

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 廢棄物

噪音

能源 負責任營銷及廣告

知識產權保護

服務質素與安全

產品責任

僱傭制度

舉報機制

培訓與發展

人權

健康、安全與福祉

多樣性與包容性

商業道德及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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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要性評估共收到四十八個有效回覆，其中最主要的參與者為內部持份者，即員工及董事會成員。他們對於議

題重要性的排序與整體結果相近，皆集中於員工相關議題及企業管治。而顧客、商業伙伴、供應商及承包商等外部

持份者則表達了有關企業管治及環境議題等更多樣的關注。

透過重要性矩陣，集團識別了五個內部持份者認為最重要的議題：健康、安全與福祉、僱傭制度、人權、培訓與發

展，以及商業道德及誠信。外部持份者則認為舉報機制、人權、商業道德及誠信、知識產權保護及氣候變化為首五

個最重要的議題。基於持份者對於上述重要議題的高度關注，集團已於對應的章節評定及說明量性及質性資訊，以

表集團對可持續發展的決心。

動員回應疫情需要

新冠疫情爆發擾亂世界各地的日常工作及生活節奏。儘管如此，集團責無旁貸專注保護我們的持份者，並已採取最

即時的回應。

保護員工安全

新冠疫情既為我們營運帶來困難，同時威脅我們的員工健康及安全。為此，集團鼓勵員工在身體狀況可行的情況下

接種疫苗，並推出每接種一劑疫苗即可享有一天有薪假期的措施，讓員工可以安心療養，減低接種疫苗帶來的不

適。

集團作為社會一份子，為防止及穩控新冠疫情，我們推出以下防疫措施以保障安全：

向前線員工提供防疫物
資包括口罩、潔手液及溫
度計，讓他們能夠安心

工作

容許員工在家工作，以
減低工作間人群聚集及保

持社交距離

鼓勵減少舉行派對、聚
會、會議、外出及員工間

不必要的接觸

鼓勵員工避免面對面的
會議，並改用網上會議，

減少社交接觸

於辦公室採用
germGUARD光觸媒殺菌

塗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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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租戶及顧客健康

集團高度關注新冠病毒對租戶及顧客的健康及安全造成的潛在影響。面對持續的疫情，我們已針對疫情對營運造

成的挑戰，採取多項預防措施。

確保物業管理前線員工已全部接種疫苗

設置潔手液、口罩棄置筒、體溫探測儀、紙巾及訪客登記表，並於入口設置「安心出行」
二維碼

於服務臺設置防唾沫隔板，並為電梯安裝免觸碰式感應器及空氣消毒器

於物業地下大堂裝設最高等級的空氣淨化器

於公共地方採用germGUARD光觸媒殺菌塗層

以稀釋殺菌劑清潔樓宇的洗手間、門把手及其他相關設備，並提高清潔頻率

為樓宇公共地方的中央空調系統及風機盤管機組進行化學清洗

除了採取以上措施，集團為支援因應政府防疫措施而受到嚴重影響的租戶，向他們提供租金舒援措施以支持其營

運。我們盼盡力減輕租戶壓力，幫助社會度過艱難時刻。

相關政策、體系、法律及法規

政策
• 員工手冊

 

體系
• ISO 45001 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

 

法律及法規
• 僱傭條例

• 僱員補償條例

• 性別歧視條例

• 殘疾歧視條例

• 種族歧視條例

• 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用心 
維繫人才

概覽

集團以尊重及公平對待員工，並推動平

等機會的工作文化

集團的管理以人為本，透過全面的僱傭

策略及方法，全力吸納、保留及建立最

佳人才

集團對於任何形式的現代奴隸，包括童

工、強迫勞動及人口販賣，採取零容忍

態度

集團支持多元及包容，清除一切隔閡、

偏見，以及針對不同種族、族群、性別、

年齡、宗教信仰、殘疾和性取向的排斥；

並擁有具教育、性格、技能、經驗和知

識差別的工作環境

員工對業務發展至關重要，他們的個人成長能夠策動集團的擴展。故此集團致力為員工建立優質的工作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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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多元共融工作間

集團營造互相尊重、彼此勉勵的工作環境，銳意建立員工間深厚的連結，

作為長遠關係的基礎。集團僱傭員工時不會因為種族、血統、原籍、膚色、

族群出身、語言、國籍、信仰、宗教、性別、性取向、年齡、婚姻狀況、身

體及╱或精神障礙，或經濟能力而有所偏頗。集團透過各種具激勵性的回

饋機制，例如工作評估、薪酬調整、晉升、長期服務獎及員工優惠等，對

員工的優秀表現予以認可。集團會根據員工的資歷、能力、表現及其他相

關條件，予以相應的福利及晉升機會。

集團提供各種福利予員工作為他們努力的酬勞，以此吸納、保留及建立最

佳人才。在法定假日以外，集團員工可獲不同種類的有薪假期，包括婚假

及恩恤假，旨在關懷員工的特殊需要。年內，集團亦舉辦了小組活動、每月

一次的生日派對及聖誕派對，一同分享歡樂時光，並提高員工士氣。

除了優良的工作環境和配套，集團相信讓管理層了解員

工的需求和感受，保持有效的員工溝通亦非常重要。

集團以恆常會議、問卷及周年評定等不同渠道收集他

們的意見及回應。員工亦可以就任何投訴或違反集團

政策的行為，透過現存的匯報機制立案進行調查。

就日常溝通而言，集團會透過內部電郵及公司內聯網

發放最新消息，員工亦可以透過季度員工通訊了解有關

環保措施、社區服務、個人福祉及員工活動的提示及

消息。

集團致力保留人才並獲得其他社會上的持份者的肯定。

我們已經連續第十年獲得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所頒發

的「商界展關懷」榮譽，以表揚集團以人為本的管理方

針。集團亦獲得「積金好僱主5年+」及「積金推廣獎」，支

持我們繼續推行良好方案。

248
男性

128
女性

55
31以下192

50以上

4
高級管理層

28
管理層

99
辦公室員工

245
一般員工 376

香港

僱員人數6

性別分佈 年齡分佈

僱傭類別分佈 地區分佈

58
31–40

71
41–50

報告期內，集團有一宗涉及離職員工的勞動爭議，並已於法庭進行聆訊。除滿足合規要求之外，集團亦會繼續關心

員工的需要，維持健康及和諧的工作環境。

6 數據包括兼職員工，以提升數據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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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僱員健康

集團非常重視員工的健康與安全，並致力為所有持份者

提供安全及健康的環境。集團所制定健康及安全指引不

但保證我們嚴格地遵守所有營運所在地的司法管轄區內

適用的法律責任，同時所有附屬公司及業務的相關風險

都受到妥善管理及緩減。集團旗下的物業管理公司金衛

物業管理（「金衛」）現採用較法定要求更嚴格的 ISO 45001

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旨於預防工傷及健康問題。

為確保上述政策及措施得以有效執行，健康及安全委員

會每月舉行會議檢討每月工傷事故及執行改善方案。

集團深信員工的精神健康及身體健康同樣重要。為維持

工作及個人生活的平衡，我們已按照本地勞工法例訂立政策及指引，於員工手冊中清楚規定員工的工作時數。我們

採用五天工作週安排，並為超時工作的員工提供補償假期，以保障員工的權益。

在工作以外，集團亦關心員工的個人健康。為推動健康生活方式，我們參與了戒煙計劃，支持及創造無煙環境。另

外我們透過員工通訊定期發放健康生活的資訊。

為避免發生童工和強迫勞動的情況，行政及人力資源部亦會於聘任前要求所有求職者出示由官方所發出合資格的身

份證明，以履行核實求職者年齡的責任。相關身份證明文件的副本和所有其他法律要求的文件會在受僱期間存檔。

如發生任何違規事件，集團應根據本地僱傭法律及法規補償員工。

報告期內，集團遵行所有與職業健康及安全相關的法律及法規，而過去三年並沒有發生任何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個

案。

因工受傷數目 因工死亡事故

2021 2 0

2020 1 0

2019 4 0

締造成功階梯

集團相信培訓是業務及員工發展的重要一環，故此集團為員工定期提供多元化的培訓及發展機會，旨在提升員工工

作相關的技能及個人成長。我們相信憑藉培訓計劃的幫助，員工能夠加以發展他們的能力，並找到成功之途。

報告期內，集團員工參與多項專業訓練，包括商業道德、職業

健康及安全及資訊科技。集團為支持「種族多元共融工作間約

章」簽署運動，安排了員工參與約章相關培訓，以締造及支持

工作間種族多元共融，同時認識如何制定政策及實踐以推動

多元共融目標。關於資源管理方面，集團員工參與了國際標準

相關研討會及能源消耗探討課程，以提升旗下物業的資源管理

及使用。此外，我們亦就資訊科技方面，向員工提供有關網絡

安全及資訊保安的培訓，以增強員工對處理網絡危機的知識及

信心。

嘉許

報告期內集團榮獲多項殊榮及嘉許，以表揚集團支援員工的努力：

2021「友商有良」嘉許計劃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開心工作間」推廣計劃2021 

— 開心企業
香港生產力促進局

2020–2021積金好僱主5年+

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

精神健康友善卓越機構
衞生署

種族多元共融工作間約章
平等機會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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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 
服務大眾

相關政策、體系、法律及法規

政策
• 員工手冊

• 私隱政策

 

體系
• ISO 9001 品質管理系統

 

法律及法規
• 商標條例

• 版權條例

•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概覽

我們的目標是通過提供卓越的服務與顧

客保持良好和長遠的關係

我們最寶貴的資產是與顧客和其他持份

者的長期和值得信賴的關係

我們尊重和保護集團以及第三方的知識

產權

我們有責任保護顧客的資料，確保在未

經顧客同意下，資料不會被任何未經授

權的第三方使用

為顧客提供優質的服務體驗一直是集團的基本價值。我們通過積極主動的顧客溝通，了解並滿足顧客的需求和期

望，以建立信任和忠誠度。

提供貼心服務

我們致力提供高質素的發展和服務。憑藉標準化的管理系統、

精幹的團隊和創新的理念，我們積極為客戶提供卓越的服務。

金衛已獲得 ISO 9001認證，以確保客戶獲得穩定的優質服務。

此外，為了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我們的全方位平台Soundwill 

Club為會員提供獨家折扣優惠和不同形式的工作坊，以推動親

子互動及環保教育。Soundwill Club亦可作為意見反饋、查詢和

投訴的渠道。我們相信客戶的意見有助我們提供卓越的服務，

以提高市場的佔有率。

同時，集團致力確保客戶的健康和安全。根據我們在報告期內

進行的調查，91.2%的客戶對金朝陽中心和 Midtown的公共空間

的整潔度感到滿意。我們大部分物業亦設有自動體外心臟除顫

器 (AED)，以應對緊急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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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廣傷健共融的概念，集團已採取相關措施及提供合適的設施，為殘疾人士擴闊無

障礙環境。我們歡迎導盲犬與視障人士一同使用相關設施，以助視障人士融入社區。

另一方面，我們在Midtown加設了無障礙設施，包括提供電動輪椅充電站、協助電召無

障礙的士和提供後備輪椅服務，確保殘疾人士在我們的物業能享受輕鬆舒適的體驗。

此外，Midtown的員工亦參加了相關培訓，學習輪椅操作及引路技巧，致力讓傷健顧客

都能享受輕鬆、愉快和安全的環境。

保持顧客良好互動

與顧客保持雙向溝通對集團提升服務質素及顧客滿意度至為重要。金衛嚴格按照 ISO 

9001處理有關物業管理服務的投訴，並指派物業及設施經理參與住客的恆常會議及物

業管理委員會。所有投訴或查詢需於24小時內向物業經理或其他負責管理人員報告，並

在不多於12小時內跟進，而與衛生有關的投訴需在物業經理收到通知後4小時內處理。

金衛已向員工提供顧客服務守則和操作流程指引，統一處理方法及標準，以保持優秀的

服務質素。

集團相信，顧客的意見可改善客戶體驗，並優化集團業務。因此，集團定期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以了解顧客的期

望。報告期內，我們通過現場訪問及Soundwill Club電子平台進行一項顧客調查。調查結果如下：

合共362位金朝陽中心和Midtown的顧客參與調查

對集團不同方面的表現進行了調查，包括：

86.2%  

的受訪者對金朝陽中心和Midtown的

顧客服務感到滿意

91.2%  

的受訪者對金朝陽中心和 Midtown的

公共空間的整潔度感到滿意

集團整體服務質素

Soundwill Club的易用性和活動

新型冠狀病毒防範措施

金朝陽中心和 Midtown的環境衛生

集團會繼續評估顧客的意見、審視我們的服務，及積極考慮其建議，持續改進並引入創新的服務體驗，以達到顧客

的要求。報告期內，集團並無接獲客戶服務和物業管理方面的重大投訴。

除顧客服務外，物業的質素及相關管理服務亦是集團業務發展的關鍵。因此，我們經驗豐富的交樓團隊會在交付單

位予業主及租戶前進行全面檢查和評估，確保單位的質量和安全。新顧客亦可獲全面的兩年維修保證和可靠的售後

服務。此外，樓宇管理團隊會提供以下服務，以確保物業安全且保持最佳狀況：

 
維修及保養

經驗豐富的工程師隨時候命，
提供24小時技術支援，務求提
供日常保養，並在最短時間內

進行緊急維修

 
清潔及環境衛生

專業清潔人員為旗下所有物業

提供全面的清潔服務

 
安全及保安

訓練有素的保安人員進行日常

巡邏工作，同時檢查物業是否

受到任何損毀，確保大廈狀況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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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及資料保障

集團明白尊重和保護集團及第三方的知識產權對其名譽至為重要。因此，集團明確強調資訊科技部員工在未獲持有

者准許下，不得使用其版權的資料。

有關數據和信息保密方面，我們已經制定了內部程序，在操作時為所有數據和信息提供充分的保護和加密。員工手

冊亦規定員工必須尊重知識產權，並承諾不可作出侵犯知識產權的行為。同時，集團對個人資料的收集和使用制定

了嚴格的政策。此外，集團已修訂集團及其附屬公司的隱私聲明，以提高對客戶的保障。

報告期內，集團遵行所有與產品責任及資料保障有關的法律及法規。

新型冠狀病毒無疑改變了企業的營運方式。為了保護我們員工的健康和安全，遠端工作模式可以在維持我們日常運

營的同時防止病毒傳播。因此，集團的資訊科技部門建立了加密的虛擬專用網路，讓員工遠端控制辦公系統，防止

機密數據洩露。此外，我們亦加強了相關數據保密措施，保障在遠端工作模式下顧客資料的安全。

在網絡安全方面，Soundwill Club採取了以下措施以保障顧客資料：

已安裝防火牆和監控
系統以監控數據讀取

伺服器只允許從特定
位置讀取數據系統

會員數據已加密處理，
未經授權人士無法
讀取相關資料

相關政策、體系、法律及法規

政策
• 環境政策

• 可持續採購政策

 

體系
• ISO 14001 環境管理系統

 

法律及法規
•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

• 廢物處理條例

• 水污染管制條例

概覽

我們了解氣候變化的影響，並努力減輕

對業務帶來的潛在風險

我們加大力度推動低碳轉型和實踐可持

續發展

我們遵循4R廢棄物分層等級，包括物盡

其用、循環再造、減少使用和負責任採

購，以改善廢棄物管理。我們將繼續監

測我們的環境足跡，並在整個業務範圍

內實施節水措施

我們鼓勵供應商遵循更環保的業務運營

方式，努力提升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

氣候變化對全球天氣和環境惡化的影響日漸加劇，導致資源稀缺。有鑑於此，集團高度重視資源運用和排放，以及

在業務經營中對周邊環境的影響。

報告期內，集團制定了相關的環境政策，以加強集團業務的可持續性並約束其對環境的影響。集團的節能團隊將繼

續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並制定一系列關於節能和使用效率，綠色辦公室和資源保護的環保措施，促進社會的可持

續發展。

用心 
保護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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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能源效益

節約能源是集團於環境管理的重點領域。如去年報告所述，集團在報告期內定下的目標是減少百分之二的能源消耗

密度。我們已成功達到這節能目標，並將在下一個報告期內繼續減少百分之二的能源消耗密度。集團已識別以下五

項行動以提升節能績效：

逐步淘汰低能源效
率的白熾燈泡

逐步淘汰低能源效
率的電器

於金朝陽中心調適
機械通風及空氣調
節系統

優化冷水機組運行
模式

探索在集團的物業
中應用可再生能源
的可行性

集團加大力度推動低碳轉型和可持續發展。報告期內，集團在旗下葵涌倉

庫天台安裝太陽能板，協助減低溫室氣體排放。此外，集團從香港電燈購入

可再生能源，通過可再生能源計劃購入了2000千瓦時可再生能源。

報告期內，集團的環境方面表現如下：

耗電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概覽

耗電量

旗下物業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分比變化

金朝陽中心 兆瓦時 2,442.88 2,508.10 –2.60%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兆瓦時 1,092.79 1,191.29 –8.27%

諾士佛臺十號 兆瓦時 1,012.09 973.32 +3.98%

THE SHARP 兆瓦時 121.85 N/A7 N/A7

曦巒 兆瓦時 350.12 376.89 –7.10%

尚巒 兆瓦時 337.19 335.42 +0.53%

iPLACE 兆瓦時 344.46 361.02 –4.59%

總用量 兆瓦時 5,701.39 5,746.03 N/A8

密度 兆瓦時╱平方米 0.064 0.0689 –6.28%

溫室氣體排放量

旗下物業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分比變化

金朝陽中心 噸二氧化碳當量 1,734.45 1,780.75 –2.60%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噸二氧化碳當量 775.88 845.82 –8.27%

諾士佛臺十號 噸二氧化碳當量 374.47 360.13 +3.98%

THE SHARP 噸二氧化碳當量 86.51 N/A10 N/A10

曦巒 噸二氧化碳當量 248.59 267.59 –7.10%

尚巒 噸二氧化碳當量 239.40 238.15 +0.53%

iPLACE 噸二氧化碳當量 127.45 133.58 –4.59%

總排放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3,586.76 3,626.01 N/A11

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 
平方米

0.040 0.04312 –6.57%

7 THE SHARP並不包括於集團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
8 由於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有別於2020年，故未能提供2021年及2020年有關總耗電量的直接比較。
9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耗電總密度調整為0.068兆瓦時╱平方米。
10 THE SHARP並不包括於集團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
11 由於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有別於2020年，故未能提供2021年及2020年有關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直接比較。
12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溫室氣體總排放密度調整為0.043噸二氧化碳當

量╱平方米。如以2020年的報告範圍比較，2021年總電力用量及溫室氣體排放量分別為5,579.54兆瓦時及3,500.24噸二氧化碳當量，

即相比2020年各自下降2.90%及3.47%。此下跌可歸因於節能措施的成效及疫情的影響。此如曦巒會所於疫情期間關閉，因此用電

量相比去年減少了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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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下物業 措施

金朝陽中心 — 更換了168組LED燈管以取代所有後樓梯的電磁鎮流器 (EMB)驅動的 T8熒光燈，

並安裝了移動檢測器

— 更換了90組LED燈管以取代省電燈泡，以減少用電量

金朝陽中心二期 —

Midtown

— 更換了234組LED燈管以取代電磁鎮流器 (EMB)驅動的 T5熒光燈，並安裝了自動

調光器

— 香港電燈已進行能源審核，以檢討現有的節能措施及研究潛在的節能方案

諾士佛臺十號 — 更換了40組LED燈管以取代省電燈泡

除了硬件配套，大眾的節能意識對提高能源效率亦非常重要。報告期內，集團積極與外部團體合作，提升員工、客

戶及公眾的節能意識。報告期內的重點項目如下：

項目 內容

地球一小時2021 我們參與了「世界自然基金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2021」，集團旗下物業響應活動關

燈一小時，以推動節能和減少碳足跡

無冷氣夜2021 為支持緩解全球暖化，Midtown及 iPLACE積極參與由「環保觸覺」舉辦的「無冷氣夜2021」

展望未來，節能團隊正在積極檢討和分析集團的能源消耗表現，並將在下一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中訂立綜合目

標和行動計劃。這些目標是我們對低碳經濟的長期承諾，也為我們進一步制定長期營運目標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減緩氣候變化風險

隨著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和機遇的意識日益增強，集團開展了相關的節能減排工作。金衛已獲得 ISO 14001 環

境管理體系認證，以管理環境影響，並在可持續性上取得成果。隨著極端天氣頻繁發生，集團的業務運營可能會受

到更嚴重影響。

針對極端天氣對公共安全和基礎設施的潛在影響，集團已採取預防措施，包括在黑色暴雨警告和八號颱風信號等

惡劣天氣情況下的工作安排。

另一方面，若能夠及早做好準備，採取適當的措施，氣候變化也可以成為我們發展的契機。低碳轉型的新趨勢令我

們將更多的氣候韌性元素納入新發展中。集團已經為新發展項目申請了綠建環評 (BEAM)認證，亦計劃在未來申請更

多的綠色認證，以維護和降低未來的運營成本。

善用水資源

集團將繼續監測環境足跡，並在整個業務範圍內實施節水措施。集團年內總用水量為50,924立方米，較2020年相對

平穩，只輕微增加0.72%。我們將繼續監測及查證數據，並提出節約用水的措施，以改善往後的水資源管理。

此外，集團對廢水排放系統進行定期檢查和監測，確保廢水排放符合本地環保法規。

耗水量概覽

旗下物業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分比變化

金朝陽中心 立方米 24,290 24,047 +1.01%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立方米 3,271 3,756 –12.91%

諾士佛臺十號 立方米 10,104 10,388 –2.73%

THE SHARP 立方米 N/A13 N/A14 N/A

曦巒 立方米 708 706 +0.28%

尚巒 立方米 1,132 1,120 +1.04%

iPLACE 立方米 11,419 10,543 +8.31%

總用量 立方米 50,924 50,561 +0.72%

密度 立方米╱平方米 0.57 0.6015 –4.87%

13 THE SHARP並沒有提供任何消耗水資源的公眾設施。
14 THE SHARP並不包括於集團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
15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耗水總密度調整為0.60立方米╱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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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集團的廢棄物管理遵循廢棄物分級的4R廢棄物

分層等級，包括物盡其用、循環再用、減少使用

和負責任採購。

集團深信回收無害廢棄物可幫助我們減少碳足

跡。因此，集團已在旗下物業安裝廢棄物收集

設施，以減少廢棄物並促進回收。我們與不同

的慈善機構合作，包括綠領行動、食德好和文

具銀行，收集並回收已使用的利是封、節日食

品、金屬盒和文具等。

報告期內，集團收集的回收物包括：

紙製品

鋁罐和金屬盒

膠樽

發泡膠

已使用的電池

利是封

電子垃圾

文具

節日食品

集團希望通過舉辦宣傳活動和教育工作坊，提高公眾的環保意識及實踐回收工

作。這些活動有助推動公眾參與，同時減少浪費。

報告期內，集團的物業共產生1,247,290公斤無害廢棄物並聘用合資格的分判商收

集以便妥善處理。

另一方面，集團於報告期內致力改善廢棄物管理措施，並以最大限度提高旗下物

業的資源運用。集團推廣無紙辦公室文化，鼓勵以電子文檔取代紙本溝通。通

過數碼化營運，我們的會員平台Soundwill Club發行了超過70,000張電子禮券以替

代紙本。此外，集團改用電子報銷系統，鼓勵員工善用電子通訊方式傳閱文件，

促進可持續發展。

集團廢棄物棄置及回收的整體表現如下：

廢棄物棄置及回收量概覽16

無害廢棄物棄置

旗下物業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分比變化

金朝陽中心 公斤 29,110 26,370 +10.39%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公斤 22,070 29,528 –25.26%

諾士佛臺十號 公斤 7,900 6,375 +23.92%

THE SHARP 公斤 24,138 N/A17 N/A

曦巒 公斤 473,452 434,168 +9.05%

尚巒 公斤 241,900 255,600 –5.36%

iPLACE 公斤 448,720 425,537 +5.45%

總廢棄物量 公斤 1,247,290 1,177,578 N/A18

密度 公斤╱平方米 14.01 14.0019 +0.05%

16 報告期內，集團的樓宇管理及租賃業務並無產生任何有害廢棄物。
17 THE SHARP並不包括於集團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
18 由於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有別於2020年，故未能提供2021年及2020年有關廢棄物總棄置量的直接比較。
19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廢棄物總棄置密度調整為14.00公斤╱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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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回收20

旗下物業 單位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百分比變化

金朝陽中心 公斤 1,393.00 823.73 +69.11%

金朝陽中心二期 —Midtown 公斤 491.56 519.74 –5.42%

諾士佛臺十號 公斤 831.00 2,840.00 –70.74%

THE SHARP 公斤 633.00 N/A21 N/A

曦巒 公斤 374.60 230.10 +62.80%

尚巒 公斤 211.00 1,287.98 –83.62%

iPLACE 公斤 202.57 283.90 –28.65%

總廢棄物量 公斤 4,136.73 5,985.45 N/A22

密度 公斤╱平方米 0.05 0.0723 –34.72%

20 報告期內，已回收的廢棄物包括紙製品、紙板、膠樽和鋁罐。這些廢棄物於總部辦公室和旗下管理的物業中收集和處理。
21 THE SHARP並不包括於集團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
22 由於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有別於2020年，故未能提供2021年及2020年有關廢棄物總回收量的直接比較。
23 經調整載於2020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報告範圍內的物業總樓面面積，2020年廢棄物總回收密度調整為0.07公斤╱平方米。

供應鏈管理

集團明白其供應鏈的可持續性表現不只影響集團的營運。因此，集團制定了

可持續採購政策來指引和監督集團所有相關採購活動。為確保供應商及分

判商遵守我們對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的基本要求，集團要求其業務合作夥

伴在業務上採用可持續及負責任的原則，包括維持高安全標準，以及嚴格

管理環境和社會風險。所有供應商及分判商都根據正式評估和篩選，以確

認他們的表現符合集團的篩選原則。

金衛亦建立了合資格的承辦商名單，並將承辦商分為不同等級。我們優先考

慮在環境管理（如：ISO 14001）、質量管理（如：ISO 9001）和職業健康與安全

（如：ISO 45001和 OHSAS 18001）方面表現出色並獲得 ISO認證的業務合作夥

伴。此外，所有集團選用的新木材都必須經過森林管理委員會 (FSC)認證。

我們亦會參考其他評估標準包括公司架構、過往的服務或建築記錄、專業

牌照及許可，以及僱傭保險等，讓我們更確認供應商的質素並減低供應鏈

風險。金衛選擇工程及非工程項目的承辦商時，會優先考慮其服務承辦商入

選名單中獲高評分的供應商。

在選購辦公用品方面，我們優先選用符合環保和可持續標準的供應商，包

括採用FSC認證的紙張和具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子設備。

集團已通過可持續採購政策並在營運中實施。透過收緊可持續採購程序及

評估供應商有關的環保、社會及管治表現，集團正與更多供應商及分判商邁

步向前，提升資源保護及可持續性。

集團一直在供應鏈管理中實施明確規範的政策和程序。作為我們可持續採

購方案的一部分，我們正在探索與業務合作夥伴的合作方案，並定期進行

供應鏈風險評估，以識別及評估環境和社會風險，以協助我們制定各種營

運策略。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

香港
二零二一年供應商數目：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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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

集團致力減少業務營運對環境的影響。集團於報告期內獲得各項環保獎項及認證包括：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減廢證書
環境運動委員會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  

節能證書
環境運動委員會

綠色辦公室獎勵計劃及
健康工作間2021

世界綠色組織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
大獎2020 —  

環保傑出伙伴
香港工業總會

室內空氣質素檢定證書 

（良好級）
環境運動委員會

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環境運動委員會

「減少使用╱派發雨傘膠袋」
審核認證計劃 — 金級
綠領行動

概覽

用心建設社區

我們相信與社區建立良好關係是集團可持續

經營的關鍵 

我們透過慈善計劃、義工服務及籌款活動，

致力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集團致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鼓勵員工回饋社會。我們非常積極舉辦各種不同形式的社區服務，為社會帶來正面影

響。報告期內，ESG委員會聯同「金朝陽義工隊」與十七個慈善組織合作，參與了各種社區服務、慈善活動及籌款活

動，支持弱勢社群。

面對新型冠狀病毒對弱勢社群帶來的嚴重影響，集團致力投入資源，以減輕他們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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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弱勢社群交流

於社交距離措施實施期間，集團舉辦親子工作坊，以回應兒童社交需要並發掘其潛能。復活節期間，集團為弱勢社

群兒童舉辦環保迷你足球機手工藝工作坊。參加者可以利用回收的物料製作獨一無二的迷你足球機，度過愉快的兒

童節！此外，金朝陽邀請低收入家庭和少數族裔家庭參加Midtown紙粘土藝術工作坊，導師在工作坊中使用回收物

料將環境藝術的概念付諸實踐。

另一方面，為擴闊基層青少年的視野，集團與「學校起動」計劃合作，為數名學習條件稍遜的中學生安排了為期兩週

的工作體驗計劃，培育年青人才。通過輔導、實戰工作和技能培訓，學生可體驗他們感興趣的工作，為未來求職做

好準備。

贊助社會服務機構

集團高度關注社群需要，透過捐款及贊助支持不同受惠機構工作，其中包括環保團體及社區服務組織等。報告期

內，我們支持樂施會慈善義賣米包活動，通過我們的網上購物平台 Soundwill Club網上義賣，並將所有收益捐助香

港樂施會。此外，集團旗下至尊迷你倉向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免費借用迷你倉，協助他們臨時儲存分發物資，以支援

他們為貧困家庭提供服務。

除此之外，集團亦向慈善機構捐款，為其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身體力行貢獻社區

為了進一步貢獻社區，「金朝陽義工隊」身體力行，參加了多項義工服務。

報告期內，「金朝陽義工隊」參加了香港青年協會舉辦的「送米助人」活動，

將米包派送到長者家中，關心他們。此外，義工隊亦參與民社服務中心活

動，於節日中與居民一同製作節日食品，為長者送上祝福。

集團對社會企業的社會價值予以肯定，並在我們的宣傳活動中支持他們。

我們於中秋節和聖誕節期間向社會企業購買月餅和聖誕薑餅禮盒，並於

Midtown宣傳活動中送贈予顧客，以示支持。

此外，我們參與了「PeaceBox祝福大行動」及文具回收的計劃，活動期間收集了

超過50公斤文具並捐贈予有需要人士。集團善用黃金地段和顧客網絡的優勢，

推動慈善回收幫助弱勢社群，並同時保護環境。

展望未來，集團於二零二二年將繼續關注弱勢社群，以協助他們應對新型冠狀

病毒的影響。集團將制定更完善的社區參與策略，並協助更多機構和項目，以

進一步提高社會參與度及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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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

集團一直重視以集團收益貢獻及回饋社會。集團相信可持續的社區和社會能夠為集團的健康和長遠發展提供源源

不絕的動力。集團在報告期內亦獲得多個獎項及嘉許足證我們回饋社會所付出的努力：

有心企業2021–2022

香港青年協會

「工業獻愛心」表揚計劃2021

香港工業總會

商界展關懷2020/21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愛心行動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關鍵績效指標概覽

環境績效

主要環境績效指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單位
溫室氣體排放24

商業樓宇 2,971.31 2,986.70 噸二氧化碳當量

住宅樓宇 487.99 505.74 噸二氧化碳當量

工業樓宇 127.45 133.58 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3,586.76 3,626.02 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按面積） 0.040 0.043 噸二氧化碳當量╱ 
平方米

無害廢棄物25

商業樓宇 83,218.00 62,273.00 公斤

住宅樓宇 715,352.00 689,768.00 公斤

工業樓宇 448,720.00 425,537.00 公斤

無害廢棄物總棄置量 1,247,290.30 1,177,578.00 公斤

無害廢棄物密度（按面積） 14.01 14.00 公斤╱平方米

廢棄物回收
商業樓宇 3,348.56 4,183.47 公斤

住宅樓宇 585.60 1,518.08 公斤

工業樓宇 202.57 283.90 公斤

廢棄物總回收量 4,136.73 5,985.45 公斤

廢棄物回收密度（按面積） 0.05 0.07 公斤╱平方米

能源消耗
電力
商業樓宇 4,669.61 4,672.71 兆瓦時

住宅樓宇 687.31 712.31 兆瓦時

工業樓宇 344.46 361.02 兆瓦時

能源總消耗量 5,701.39 5,746.04 兆瓦時

能量消耗密度（按面積） 0.064 0.068 兆瓦時╱平方米

水資源消耗
商業樓宇 37,665 38,191 立方米

住宅樓宇 1,840 1,826 立方米

工業樓宇 11,419 10,543 立方米

水資源總消耗量 50,924 50,560 立方米

水資源消耗密度（按面積） 0.57 0.60 立方米╱平方米

24 集團並沒有產生範圍1溫室氣體及空氣污染物排放，而只有產生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其為源於生產由總部辦公室和旗下管理的物

業中購置的能源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
25 集團並沒有生產任何有害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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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

關鍵績效指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僱員總數26

按性別劃分 男性 248 175

女性 128 99

按年齡組別劃分 31以下 55 29

31–40 58 53

41–50 71 51

50以上 192 141

按就業類型 全職 302 274

兼職 74 N/A

按地區劃分 香港 376 274

按僱傭類別劃分 一般員工 245 162

辦公室員工 99 88

管理層 28 18

高級管理層 4 6

總計 376 274

流失比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按性別劃分 男性 15.7% 7.74%

女性 23.4% 13.98%

按年齡組別劃分 31以下 29.1% 16.39%

31–40 27.6% 13.33%

41–50 29.6% 15.22%

50以上 8.3% 5.3%

按地區劃分 香港 18.4% 9.96%

總計 18.4% 9.96%

健康和安全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工傷 2 1

工傷日數 5 4

因工亡故 0 0

受訓比率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按性別劃分 男性 13% 7%

女性 22% 22%

按僱傭類別劃分 一般員工 3% 4%

辦公室員工 39% 23%

管理層 46% 50%

高級管理層 25% 0%

總計 18.9% 12.7%

26 數據包括兼職員工，以提升數據準確度。

平均培訓時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按性別劃分 男性 0.96 0.31

女性 1.66 0.36

按僱傭類別劃分 一般員工 0.02 0.27

辦公室員工 2.33 0.49

管理層 4.09 0.56

高級管理層 3.75 0

總計 1.20 0.44

供應商總數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按地區劃分 香港 89 134

總計 89 134

反貪污培訓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員工參與反貪污培訓總時數 4 0

董事參與反貪污培訓總時數 2 0

環境、社會及管治目錄索引

層面 說明 頁次 備註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

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24–33 年內，集團沒有

任何違反相關法

律法規的事項。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不適用

A1.2 直接（範圍1）及能源間接（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

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25–27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不適用 集團並無產生任

何有害廢棄物。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

每項設施計算）。

29–31

A1.5 描述所訂立的排放量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25–27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及描述所訂立的減廢目標及為達

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2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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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說明 頁次 備註

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24–33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量（以千個千

瓦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25–27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28

A2.3 描述所訂立的能源使用效益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25–27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所訂立的用水效益目標及為

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不適用 集團於採用水源

方面沒有問題。

然而，集團一直

積極讓員工參與

節水措施。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不適用 集團沒有使用任

何包裝材料製成

品。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24–33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的

行動。

24–33

A4 氣候變化

一般披露 識別及應對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宜的政

策。

28

A4.1 描述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宜，及應對行

動。

28

層面 說明 頁次 備註

B1 僱傭及勞工常規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會、多元化、

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14–18 報告期內，集團

有一宗涉及離職

員工的勞動爭

議，並已於法庭

進行聆訊。除滿

足合規要求之

外，集團亦會繼

續關心員工的需

要，維持健康及

和諧的工作環

境。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如全職或兼職）、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

數。

39–40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39–40

B2 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17 集團遵守所有與

建築管理和租賃

業務職業健康和

安全相關的本地

法律及規例。年

內沒有任何違反

職業性危害的事

項。

B2.1 過去三年（包括匯報年度）每年因工亡故的人數及比率。 17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17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17

B3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動。 18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

比。

39–40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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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說明 頁次 備註

B4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17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17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17

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32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32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以及

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32

B5.3 描述有關識別供應鏈每個環節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的慣例，以及相關執

行及監察方法。

32

B5.4 描述在揀選供應商時促使多用環保產品及服務的慣例，以及相關執行

及監察方法。

32

B6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

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19–23 集團遵守所有與

建築管理和租賃

業務相關的本地

法律及規例。年

內沒有任何違反

相關的法律及規

例。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不適用 集團沒有出售或

運送任何產品。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21–22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23

層面 說明 頁次 備註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21–22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23

B7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8 集團遵守所有與

建築管理和租賃

業務相關的本地

法律及規例。年

內沒有任何違反

貪污相關的事

項。

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

訴訟結果。

8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8

B7.3 描述向董事及員工提供的反貪污培訓。 39–40

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

區利益的政策。

34–37

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體育）。 34–37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3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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