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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盈利時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概覽
盈利時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主要從事開發及生產精鋼錶帶、時尚飾物、手機外殼及配件，以
及皮革產品配件及部件，主要以OEM（原設備製造商）形式，為客戶提供服務。客戶包括瑞士及歐洲多個國家的國際著名品
牌。

我們致力為客戶提供全面及一站式的產品開發及製造方案，並以可靠的質量標準、靈活多變的設計風格及生產工藝、具競
爭力的價格及準時交貨等優勢，與客戶建立及維持緊密合作關係，切合其要求。

我們總部設於香港，並於中國內地設有兩個生產廠房，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僱員總數為3,482
名（二零一六年：3,272名）。

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採用產品多元化的模式，該模式提供重要平台以擴闊我們的客戶基礎和拓展我們在行業的市場佔有率。我們有策略
地調配資源、提升其技能和技術，以令產品種類更多樣化、質素更精密細緻。我們竭誠與客戶緊密合作，有效率地向客戶
交付優質及具成本效益的產品，從而保持我們與持份者的長期業務關係。我們訂下目標，將不斷努力鞏固我們的運營效
率，成就業務長遠的可持續性和進步發展。

我們每年均檢討可持續發展政策，務求減低經營運作對環境及天然資源所造成的不利影響，確保政策符合相關法規要求的
同時，亦切合業務需要，與時並進。本公司明白，若要為持份者及本地社區締造長期價值，必須減少業務營運對環境的負
面影響。除排放和資源使用外，本公司對環境或天然資源並無其他重大影響。

報告期及報告範圍
本報告乃載述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報告期間為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除非另有註明，本報告的涵蓋範圍包括本集團香港辦事處、中國內地辦事處及兩個生產廠房的數據及活動。

本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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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十七所載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
引」（「ESG指引」）編製。披露於報告期間在ESG指引中本集團重要而相關的方面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本集團的高級管理人員團隊已審批本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環保政策
作為一家具有環保意識的企業，本集團致力減低在經營運作及生產流程中對環境所造成的負面影響，全面考慮各種環境因
素，以有效善用資源及減少廢物，嚴格遵守所適用的環保法規及其他法定要求，並積極鼓勵各持份者為環保出一份力。

我們遵照以下原則，以盡量減低集團於營運上對環境的影響：

• 遵守相關的環保法規及其他法定要求；
• 定期監察及檢討集團經營活動對環境的影響；以及
• 要求員工履行環保責任，如於辦公室實踐綠色措施，以提高其環保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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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行動
本集團業務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主要與能源使用、污水及廢物產生有關。為了減少業務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我們致力減少
在生產過程中所造成的污染及碳排放量，以符合相關的環境、法律及其他法定要求，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
所規定的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制。

汽車排放量並非本集團空氣污染物的主要來源，並無於廢氣排放方面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本集團匯報的溫室氣體排放，
並不包括與香港辦事處相關之排放，該等數據對於整體的排放表現並沒有重大影響。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針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我們採取以下環保措施，設立常規檢查，密切監察運作情況，定期向環保
局呈交環評報告，並取得有關環境批文及獲得經營相關的排放污染物許可證。

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及溫室氣體 減低廢氣及溫室氣體措施

打磨、拋光、磨光工序的粉塵廢氣 設立風機收集粉塵廢氣、經循環水噴淋後、採用活性炭吸附處理後達
標排放。

  

噴油工序的揮發性有機廢氣 設立在密閉水簾櫃中，經風機收集廢氣、循環水噴淋後、採用活性炭
吸附處理後達標排放。

  

蝕刻工序的少量的酸霧廢氣 設立風機收集酸霧廢氣、採用鹼液噴淋處理後達標高空排放。
  

發電機廢氣 設立廢氣收集塔、採用鹼液噴淋處理達標後高空排放。
  

廚房煮食的油煙廢氣 設立風機收集油煙廢氣、經廢氣收集塔、採用鹼液噴淋處理、通過油
煙淨化器處理後達標高空排放。

  

以上廢氣處理設施曾進行升級改造，改造完成後，廢氣處理後排放達到廣東省《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值》規定的標準，從而降
低有害廢氣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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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
針對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污水，我們採取以下減低污水之措施，定期監測，以向環保局呈交環評報告，取得有關環境批文
及獲得經營相關的排放污染物許可證，以遵照內地環保法規及標準，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

生產過程中產生的污水 減低污水排放措施

綜合廢水
• 磨光清洗工序產生的廢水
• 乾溜、水溜拋光工序的廢水
• 酸蝕刻工序清洗廢水
• 噴油工序的水簾櫃循環廢水

自建污水處理站，設立網管收集各工序車間廢水到處理站、經二級加
藥混凝沉澱處理、再經石英砂、活性炭吸附、纖維精密PP綿過濾處
理，處理達標後回收再用於拋光、磨光清洗工序，剩餘按環保部門指
示排放。

污水處理站進行升級，改造完成後，處理達標後排放水回用到生產車間。二零一七年全年污水處理量為14,884噸，回用生
產的水量為12,393噸，污水回用率達83.3%，從而降低新鮮用水量，達到減少廢水排放量。

有害廢物處理
本集團有害廢物主要為污泥及廢蝕刻液。針對有害廢物處理方面，我們採取了以下措施，以符合相關法例，包括《中華人民
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 建立二次防漏設施；
• 設有危險廢物存貯倉庫，有專人管理收集及存貯；
• 聘請一間擁有處理危險廢物經營許可證的中國化學廢棄物處理公司，收集、儲存及處理於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化學

廢棄物；
• 僱用回收公司，以銷售及回收精鋼殘渣及生產過程所產生的廢物；
• 聘請受中國地方環保部門批准的外部代理安裝廢物處理設施；
• 在轉交危廢品予處理公司前，會先將化學廢棄物分類，正確包裝並貼上適當標籤，以便識別；以及
• 向內地廠房員工發出清晰的工作指引。

無害廢物處理
本集團內地公司設有生活垃圾倉庫，有專人進行收集及管理，生活垃圾交由大朗鎮環衛所集中處理，對有回用價值的廢物
（如紙類，塑膠類、五金類）進行分類存貯，交由廢品回收公司處理。此外，我們亦採取了減少生活垃圾產生量的措施，包
括在設備維修單、採購申請單方面，使用電腦系統登記，以替代手寫單；員工上下班使用指模拍卡機替代卡紙拍卡；以及
複印機使用電子拍卡監管使用等，以上措施有效降低紙品的使用量，減少廢物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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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管理
為了有效管理資源使用，我們在辦公室進行綠化管理，加強員工環保意識。我們於中國廠房引入節能設備，如廠內照明更
換為光二極管「light-emitting diodes, LED」），以增加能源效益。

在綠色辦公室政策下，我們訂立了辦公室之環保守則，要求員工履行環保責任，如不使用電器（如電腦或電燈）時，便關掉
電制，以有效善用能源。

廠房內大啤500T油壓機升級換代，由使用伺服控制500T油壓機(31.4KW)替代原500T油壓機(11KW)，節電效率提升約
38%，每台機每年節約用電量約12,540千瓦時，現有5台機器正測試中。我們亦使用空壓機餘熱生產熱水供生產車間使
用，每天生產熱水約3噸，每年節約用電量約8,136千瓦時。

此外，員工宿舍以熱泵熱水系統替代原柴油鍋爐生產熱水，飯堂由電磁爐替代柴油爐加工食品，實現火煙廢氣零排放。

此外，本集團加裝節能水簾系統，利用對流原理減低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熱氣及降低廠房的室溫，並保持整個區域空氣流
通。有關系統在一端裝上抽氣扇，將室內空氣往外排走；而在另一端則裝上水簾系統，將外界冷空氣導入室內，使室內濕
度提升及降低室溫。

另外，內地廠房內的供水主網管（鍍鋅管）、消防水管由於使用有十年以上，出現不同程度的鏽蝕穿孔滲漏。自二零一三年
開始，我們根據水管的腐蝕程度，有計劃的分段分區，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進行更換，至今已完成約60%供水主網管的
更換。

在原材料使用方面，本集團設立了一套特定的指標及獎勵制度，鼓勵員工盡量避免在生產工序中出現人為錯誤及造成損
耗，以控制備件用量，避免整體原材料成本超出預算，從而減少浪費，達到環保節約的目標。

另外，本集團內地廠房進行綠化園林計劃，不斷增加廠房園區的綠化面積，以改善空氣質素，為員工提供優質的綠化環境。

僱員
本集團所從事的業務屬密集勞動型，要求產品質素精密細緻，故一向視員工為寶貴的資產。他們為維持集團競爭力及提供
最佳服務的關鍵。我們信賴及尊重員工，以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為原則，訂立了清晰的薪酬及福利政策，符合或超過中國內
地及香港的最低法例要求，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國務院《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及
香港《僱傭條例》。

我們亦按照中國內地《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向國內員工提供社會保險，包括
基本養老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及基本醫療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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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歧視政策
本集團在制定聘用、薪酬、培訓、晉升、解僱及退休政策及實務方面時，均以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為原則，不容許因種族、
民族、社會等級、宗教、殘疾、年齡、性別、性取向、婚姻狀況等因素所造成的歧視情況。

我們亦不會干涉員工行使遵奉信仰及風俗的權利，保護員工的基本人權，務求公平對待每名員工。我們亦對在工作場所、
員工宿舍和其他設施範圍內，進行任何身體、心理或言語上騷擾、威脅、虐待、侮辱、歧視及剝削等，採取零容忍政策。

此外，本集團建立申訴及投訴機制，一旦發現有任何歧視行為，員工可直接向工人代表或高層代表投訴，並會安排沒有利
益衝突的指定人員徹查，及採取相應補救行動。

嚴禁聘請童工及強制勞工
我們嚴禁聘請童工及強制勞工，旗下所有員工均須符合中國內地及香港相關法例所規定的最低工作年齡要求。本集團內地
公司，在招聘時，將會採取有效措施，鑑別工人的真實年齡，嚴禁應徵者提供虛假年齡文件，確保工人入職時至少達16
歲，並將此禁止使用童工及強制勞工的要求應用於我們的供應商及分包商。

於二零一七年，本公司不曾獲悉在其僱用員工方面有任何嚴重違反與補償及解僱、聘任及晉升、工時、休息時間、平等機
會、多元化、反歧視及其他福利及福祉相關的僱傭及勞工常規法例及法規的事宜。

持續改善員工工作及生活環境
本集團持續改善中國內地員工的工作及生活環境，提供多項康樂設施，包括運動場、大型足球場、籃球場、乒乓球場、羽
毛球場、健身徑、圖書館、超級市場、上網室、卡拉OK室及放影室等。

我們亦尊重及保護工人自由結社的權利，內地公司成立了員工聯合會，及企業文化推動委員會，以為工人爭取應有的權
益，及籌辦各類文化體育活動，加強員工之間的互動及溝通。

在二零一七年度期間，有關員工活動包括春茗晚會、冬至宴、社保政策主題活動、敬老愛老主題活動、夏日荔香行活動、
親子閱讀會、法治建設示範企業活動、愛國主義教育活動、聖誕晚會，以及員工聯合會活動。我們亦會分別於端午節及中
秋節，派發粽子及月餅，讓員工感受當中濃厚的傳統節日氣氛。

為了加強員工之間凝聚力及團隊精神，全體員工聯合會成員，輪流參與構思每個年度的春茗、中秋、冬至聚餐菜式、每月
的生日會菜式等工作。

我們亦舉辦多個興趣班，包括社交舞及廣場舞，讓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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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力求締造健康及安全工作環境。我們建立了一套完善勞動安全制度，有系統地評估、避免及消除所有工作中的潛在
危害，以實現「零意外」的目標，及符合中國內地及香港之職業健康安全法例。

為了減低意外發生，我們制定了操作安全指引及手冊，如消防手冊及生產安全手冊，列明為防止在生產設施發生事故而必
須遵守的規定及程序，以確保生產設施符合適用的安全標準，及盡可能減少工作環境中存在的危害隱患。

所有生產設施在投產前均須進行全面測試，而操作人員則須接受培訓，然後才可操作有關設備，以策安全。培訓內容包括
危險化學品儲存及使用安全知識、消防、安全急救及逃生演習、職業病防護、危險工種教育、急救手冊常識等。

另外，本集團已委任一位高層管理代表，負責確保本集團可為所有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並負責執行當局所訂的要
求。本集團內地公司亦特別成立安全委員會，監測公司安全系統整體績效、定期進行安全生產大檢查及召開安全生產大
會、定期監督安全管理方案，聯絡內地認可單位監測設備及工作環境，以確保符合與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要求。一旦發生
工傷事故，安全委員會將作出深入調查，舉行會議，就事故發生原因、糾正及預防措施的有效性，作出檢討報告及建議，
並保留工傷事故的書面記錄。

防範於未然
我們為從事高風險工種類別員工，提供相應及有效的個人防護裝備，於廠房場地內設置安全警示標誌，並為他們進行定期
健康檢查及按照有關法律及法規的規定提供工傷保險。

此外，本集團內地公司已建立系統來偵測、防範或應對危害員工（特別是懷孕的女工）健康與安全的潛在危險，並採取適當
的措施，以消除對其健康及安全的風險。

年內，本集團內地廠房並無因生產設施故障而遭受任何重大或長期生產中斷，於生產過程中亦無發生任何重大事故。

發展與培訓
本集團相信要保持競爭力，必須從培養人才方面著手，設立培訓制度，務求為每一位員工帶來公平的培訓機會，從而自我
增值及發展個人潛能，推動本集團業務發展。

本集團的產品要求精密細緻，對員工的技能有較高要求。本集團內地公司設立培訓中心，不斷檢討員工的培訓需要、籌辦
培訓課程、監督各部門的培訓的工作及進行評估。

另外，本集團亦為每名新入職員工，提供入職培訓，包括公司簡介及企業文化、規章制度與日常行為規範、ISO9000基礎
知識、職業健康及安全知識、RoHS和REACH基本知識、職業道德及保密義務、SA8000社會責任標準及6S管理基礎知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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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本集團每年均制定全年培訓計劃，並設不同培訓主題，內容涉及不同範疇，並對全廠分三級培訓，公司級、廠
級及部門級，進行培訓，從而提升員工知識及專業技能。

二零一七年培訓主題包括中層管理幹部能力提升、班組長現場管理、優秀班組管理能力提升、特種作業人員培訓、儀校員
培訓、文件和基子培訓、危險廢物規範化管理、質量手冊說明、安全生產培訓、註冊安全主任培訓、供應商培訓，以及消
防培訓等。

二零一七年十月中，本集團內地公司對所有主任級開展高效團隊與時間管理提升培訓，透過使員工掌握職場溝通的基本要
領和科學的時間管理方法，提高工作效率，有效提升中層員工的管理能力及凝聚力。

我們亦不斷檢討員工的培訓需要，以制定合適的人才發展及培訓計劃，且每年自行、派員外出或聘請導師到廠作培訓。

另一方面，我們亦會定期舉辦講座及工作坊，並資助各職級員工報讀與工作有關的課程。

客戶、供應商及其他業務夥伴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認為，可持續發展的供應鏈可為各持份者（包括客戶及供應商）、集團本身，甚至是整個行業帶來好處。我們建立嚴
格的內部監控系統及制定了品質管理流程，以監察供應商質素，從而減低當中潛在的風險，包括環境及社會方面。我們
全面推行及實施最受廣泛認可的品質管理系統ISO9001，並分別於2008年、2010年及2017年獲頒ISO9001：2000認證、
ISO9001：2008認證及ISO9001：2015認證，作為對我們所設立的品質管理系統的認可。

在評估及挑選供應商方面，本集團採取審慎態度，會對新供應商進行審核，並制定了有關環保、品質管理、社會責任、反
貪污及反賄賂方面的供應商指引。

我們會要求供應商簽署供應商行為守則協議，清楚明白守則內容，遵守對環保、品質安全及保密性的規定，並申報當中是
否有利益衝突。

此外，本集團嚴格規定，所有供應商所提供之原材料或產品，符合歐美對有害物質的環保條例及法規使用規定，當中包括
歐盟修訂鎳釋放準則EN 1811、歐盟指令RoHS（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REACH（歐盟關於化學物質的註冊、評估、授權及限
制法）限制使用有毒及有害物質的規定、CP65（California's Proposition 65，美國加州一九八六年安全飲用水和有毒物質執行
法）有關飲用水資源免受致癌等有害化學物污染的規定，以降低相關違規風險。為此，我們要求供應商提供材料安全數據表
(MSDS)，以驗證供應商所提供之產品符合集團所定的安全標準。

為了給予供應商更清晰的指引，我們另編製有害物質測試項目列表，並要求供應商就不同產品類別，每季度提供相關測試
報告，例如第三方檢測機構的有害化學物質測試報告（包括RoHS及REACH），及協力廠商檢測機構的EN 1811鎳釋放測試報
告，以證明所供應的產品及配件，符合有害化學物質管理的法規規定，及鎳釋放測試標準。同時，我們亦要求若干供應商
簽署「衝突礦產」(Conflict Minerals)協議，即鉭、鎢、錫、金等，以確保原材料中的金屬並非來自衝突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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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責任
本集團致力確保產品安全遵守有關健康及安全標準、規管測試的法規。

為了保持產品質素，除於製造過程中進行各品質檢驗及測試外，我們制定全面審核架構，對供應商及其上游供應商進行定
期審核，到其廠房實地考察，以監控其品質管理工作，當中包括抽樣檢查。一旦發現供應商有違規情況，便會要求他們在
限期內作出糾正。倘該供應商持續地不能達到規定的標準，則會取消其資格。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沒有供應商因對環境造成負面影響而被剔除。

另外，我們亦會要求供應商推行有效的品質管理體系（如ISO9001），維持及不斷改善有關的管理系統，以提升品質管理系
統；如其品質管理體系的認證狀態有任何改變，亦必須立即通知；對還沒有設立符合國際標準品質管理體系的供應商，則
要求他們設下時間表，切實推行有關品質管理體系，以符合法律法規的要求。

保障資料私隱
本集團會因應不同需要，而收集供應商等持份者的資料，並採取適當程序，以確保所得的資料僅供合法及相關用途，及嚴
格遵守有關處理敏感資料的相關法律及法規。

此外，本集團在處理商業機密、客戶信息、供應商信息等專有信息時，亦相當嚴謹，規定員工在受聘期間必須就一切業務
上所接觸的信息保密，並須簽訂保密協議。

年內，本集團並無發現任何嚴重違反對集團構成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之事宜。

反貪污政策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企業管治，務求能在各方面貫徹嚴謹的道德及誠信操守。我們設立了一套健全的內部監管制度，
以防止欺詐及貪污情況發生，並遵照香港、及其他地區及國家法例的業務操守準則，如香港的《防止賄賂條例》以及中國內
地相關的反貪腐法例，禁止集團任何高級職員、僱員及供應商，向政府官員、政黨、或團體，給予金錢或提議給予任何有
價值物品等利益。

鼓勵違規舉報
本集團旨在建立和維持一個可讓員工安心採取適當行動而不必擔心遭報復的環境，以信守集團的承諾，確保集團內的誠信
和道德行為。我們按公平、誠實、開放、正派、正直和尊重等原則開展業務，設立了舉報政策，以支持及鼓勵員工在保密
情況下，舉報及披露任何欺詐、貪污舞弊、違規等不當或非法活動，並會對該等舉報和披露作出全面調查，以杜絕貪污等
違規情況出現。

我們亦會處理任何對舉報和披露不當或非法活動的員工所作出或企圖作出的干擾、報仇、報復、威脅、脅迫或恐嚇等行
為，以保護該等挺身而出舉報此等活動的人士。集團內部審計部門會進行內部監控審閱，確保機制可有效運作。

明確員工內部守則
此外，本集團設有員工內部守則，當中涉及利益衝突、貪污及內部管理等範疇，向所有員工清楚傳達集團反貪污政策，並
要求他們遵守相關守則及內容。

於二零一七年，本公司不曾獲悉在其僱用職員的國家有任何嚴重違反與賄賂、勒索、欺詐或洗黑錢有關的法例及法規的情
況，且並無任何當前或待決的監管行動或其他預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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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社區
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本集團積極關心社會及社區，鼓勵員工主動參與不同的義工活動，關心弱勢社群，為社會及社區
作出貢獻。

本集團作為廣東省東莞市外商投資協會會員，及大朗鎮重點知名企業之一，每年熱心參與各項慈善募捐活動。

發揮互助互愛精神
我們希望能宣揚互助互愛精神，舉辦多項義工活動，鼓勵員工參與。本集團內地公司員工於每年農曆新年期間，均到東莞
大朗鎮新馬蓮村，探訪村內的長者，希望在新春佳節期間，為社區送上絲絲的暖意及無限的祝福。

環境表現數據
下表呈現了本公司於報告期間的環保表現數據：

層面 表現數據

A. 環境
A1 排放
KPI A1.2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及2） 19,254噸二氧化碳當量

直接排放（範圍1） 182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減除量（範圍1） 245噸二氧化碳當量
間接排放（範圍2） 19,317噸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0.022噸二氧化碳當量╱千港元*

KPI A1.3 有害廢物 7,920公斤
有害廢物密度 0.009公斤╱千港元*

KPI A1.4 無害廢物 657,000公斤
無害廢物密度 0.737公斤╱千港元*

A2 資源使用
KPI A2.1 耗電量 22,264,735千瓦時

耗電量密度 24.976千瓦時╱千港元*

KPI A2.2 用水量 269,400噸
用水密度 0.302噸╱千港元*

KPI A2.5 包裝材料總量 163,668公斤
包裝材料密度 0.184公斤╱千港元*

* 以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891,446,000港元的營業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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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主要範疇及層面
聯交所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頁數

A. 環境
層面A1：排放物 一般披露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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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至3頁

關鍵績效
指標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並無於
廢氣排放方面對環境造成
重大影響。有關本集團的
空氣污染監控措施，請參
閱第2頁。

關鍵績效
指標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及密度。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關鍵績效
指標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及密度。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關鍵績效
指標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及密度。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關鍵績效
指標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第2至3頁

關鍵績效
指標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
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第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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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及層面
聯交所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頁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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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資源可用於生產、儲存、運輸、樓

宇、電子設備等。

第3至4頁

關鍵績效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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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關鍵績效
指標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
施計算）。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關鍵績效
指標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第4頁

關鍵績效
指標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
提升用水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第4頁

關鍵績效
指標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 參閱環境表現數據表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A3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
響的政策。

第2至4頁

關鍵績效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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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至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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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及層面
聯交所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頁數

B. 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B1：僱傭 一般披露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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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至5頁

B2：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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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頁

B3：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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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至7頁

B4：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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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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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及層面
聯交所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頁數

營運慣例
B5：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B5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第7頁

B6：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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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頁

B7：反貪污 一般披露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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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頁

社區
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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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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