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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為本公司刊發之首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報告」），當中闡釋本集團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

表現。

本報告（提供中文版及英文版）已上傳至聯交所網站(www.hkex.com.hk)及本公司網站(www.wahsun.com.hk)。

報告範圍

本報告專注於本公司的手袋製造及銷售在二零一七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本年度」）之

營運。報告範圍覆蓋本集團於香港總辦事處（「總部」）及位於柬埔寨實居省之生產廠房（「工廠」）（統稱為「營

運地點」）之營運。本集團將不斷提升內部資料收集程序，逐步擴大披露範圍。

本報告最後一章附有完整索引，以便讀者快速查閱。

確認及批准

本報告披露的資料乃來自本集團的內部文件及統計數據。本報告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獲本公司董事會確認

及批准。

意見及反饋

本集團重視權益持有人的意見。如　閣下對本報告的內容或形式有任何疑問或建議，請透過以下方式聯絡
本集團：

地址： 香港新界沙田火炭坳背灣街30–32號華耀工業中心6樓9室。

電郵： (852) 2601 1032

傳真： (852) 2601 2564

保護環境
環境可持續發展為本集團企業社會可持續發展之重中之重。本集團所有營運地點均遵守環境法律及法規並

已制定環保政策聲明以表明其保護環境之決心。

排放

本集團保證：

將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排放降至最低；

採納國際認可標準或 

同等地方標準評估及披露 

其營運之溫室氣體排放；及

防止及盡量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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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之營運並無產生具有重大環境影響之排放。本集團之主要排放來自工廠之日常營運，包括燃油汽車產

生之廢氣排放及主要由所購買電力及無害固體廢物產生之溫室氣體。由於工廠生產手袋主要涉及工人操作

縫紉機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機器，故所產生廢水數量並不重大。本集團產生之生活廢水透過當地管道網絡直

接排放至當地污水處理廠。

廢氣排放

主要空氣污染物來源乃由工廠產生，主要源自發電機及燃油車，其排放氮氧化合物、硫氧化合物及顆粒物

質。

廢氣排放1

空氣污染物 排放總量（千克）  

氮氧化合物 1,770.9
硫氧化合物 31.1
顆粒物質 34.3

溫室氣體排放

本集團於本年度委聘顧問進行碳評估以量化其營運之溫室氣體排放（或「碳排放」）。量化程序乃參考香港環

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編製之指引
2
以及國際標準（如溫室氣體議定書：企業會計與報告準則）進行。

本集團碳排放之主要來源為電力消耗及來自公司擁有汽車移動燃燒之直接排放。為處理碳排放之主要來

源，本集團將繼續每年評估、記錄及披露其溫室氣體排放及其他環境數據。以本年度之數據為基線，可與

未來數據進行比較以評估當前措施是否有效及於日後幫助制定減碳目標。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 總部 工廠

排放總量

（二氧化碳當量）    

範圍1：直接排放

固定燃燒源 不適用 54.0 54.0

移動燃燒源 03 59.0 59.0

範圍2：能源間接排放

所購買電力 12.5 1,543.5 1,556.1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12.5 1,656.5 1,669.0

碳密度（每千個已售手袋二氧化碳當量） 0.12

1 廢氣排放數據僅包括工廠營運。

2 香港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

3  由於數據並不完整，故並無計入總部使用汽車之溫室氣體排放。本集團將於下個年度之報告載入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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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

總部及工廠日常營運僅產生無害廢物。本年度所產生廢物總量為567.1噸。

本報告最後一章附有完整索引，以便讀者快速查閱。

使用資源

本集團深知合理使用資源對可持續發展而言事關重要。本集團保證：

於其營運過程中 

採納減少、重複使用 

及循環利用的理念提高

能源、紙張、水及其他

資源的使用效率；

於本集團內培養 

環境保護文化以提高 

員工的環保意識；

制定可實現及 

可計量的環保目標；

就環保政策與 

員工持續溝通；

定期檢討環保政策 

聲明的實施情況 

以確保有效執行。

電力為本集團最常用能源及主要消耗源為工廠設備所使用之電力。

間接能源消耗總量

2,942.6兆瓦時

直接能源消耗總量

2,263.1 吉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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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擬鼓勵員工採納有效措施於其營運地點使用燈光、電腦及紙張。

• 於非繁忙時段（如午餐時間及非營業時段）關

閉公共區域（如接待區、餐具室、盥洗室及走

廊）之非必要照明；

• 透過將辦公室牆面及天花板採用淺色減少照

明需要。

• 調整電腦設置激活電腦待機或休眠模式，以

於其閒置一段時間後自動關閉顯示器或進入

節能模式；

• 將顯示器亮度設定於適當水平；

• 於辦公時段後關閉個人電腦（包括顯示器）。

燈光

電腦

• 使用較輕紙張；

• 將打印機設為雙面打印；

• 於寄送內部文件及信函時重複使用信封及文

件夾；

• 採納電子通訊及存檔方式。

紙張

• 於非繁忙時段（如午餐時間及非營業時段）關

閉若干空調；

• 僅於使用會議室時開啟空調。於離開會議室

時關閉空調；

• 鼓勵穿著便裝以減少夏季使用空調的需要。

空調

此外，工廠已採納額外常規以減少資源使用，包括安裝節能照明系統及及時維護或替換故障設備以提高能

源效率。

本集團計劃於下一年度監察能源消耗及就所有營運地點制定節能目標以持續優化資源使用。

環境及天然資源

由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使然，其日常營運並無對環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工廠已成立環境、安全及健康委

員會以監管與環境、安全及健康事宜有關的政策及管理其日常營運中的環境、安全及健康相關問題。

本集團遵守相關法律及法規。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排放及環境之不合規情況。展望未來，本集

團將持續評估其環境風險以制定適當應對措施以及定期檢討及更新其環保政策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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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及勞工常規
本集團遵守其營運地點的所有法律及法規並已制定僱傭及勞工政策聲明。該政策聲明之目的為向員工提供

一個並無歧視及騷擾以及重視多元化、健康及安全的工作場所。

僱傭

本集團視人才為企業成功及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本集團遵守所有適用於其營運地點的僱傭法律及法規並保

證：

• 於僱傭、培訓及職業發展方面提供平等機會，而不論性別、年齡、國籍、種族、膚色、宗教信仰、身

材、疾病、精神或生理缺陷、家庭角色、家庭組成、性取向、政治信仰或社會地位；

• 向員工提供有關平等機會、歧視及騷擾的內部指引；

• 制定表現評估系統確保員工於晉升、培訓、職業發展、罷免及解僱等方面獲同等對待；及

• 為員工提供發表意見的溝通渠道。

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僱傭之不合規情況。

本集團將繼續於其營運地點提倡平等機會、反歧視及反騷擾，並將考慮向員工提供培訓及監督該等措施的

實施情況以確保有效執行。

健康及安全

為營造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本集團備有安全及健康政策並已制定職業健康及安全措施以將傷害、疾病或

職業危害的可能性減至最低以及對危害作出及時回應。

本集團已於工廠進行電氣安全風險評估及消防安全培訓以清楚傳達有關人身保護、應急準備及風險管理的

知識及管理流程。環境、安全及健康委員會負責協調實施該等措施。

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健康及安全之不合規情況。展望未來，本集團將制定健康及安全關鍵表現

指標以便進行更加系統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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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培訓

誠如僱傭及勞工政策聲明所述，本集團保證：

就員工培訓及職業發展 
投入資源（如分配預算）；

提供充足培訓機會以增強 
員工的知識及技能；

持續改善僱傭系統以提供 
理想的員工職業發展環境。

於本年度，本集團於工廠內組織不同類別的培訓，包括有關環境、安全及健康風險評估、消防安全及環境、

個人保護設備、工廠政策的培訓以及新員工的入職培訓。

本集團將繼續監察發展及培訓措施的實施情況以確保有效執行以及定期檢討及更新有關措施。

勞工準則

本集團遵守適用於其營運地點的有關勞工法律及法規。根據其僱傭及勞工政策聲明，本集團禁止使用童工

及強制勞工。工廠設有童工政策，並於招聘前核查求職者的年齡。工廠亦已制定加班政策及將與員工討論

加班工作安排。

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童工或強制勞工之不合規情況。

本集團的人力資源部計劃於下一年度進行年審及向僱員詢問有關總部相關措施的實施情況。

營運常規
本集團遵守適用於其營運地點的法律及法規並已制定供應鏈管理、產品責任及反貪污政策聲明以管理其日

常營運中的環境及社會風險。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採購的主要產品為PU及PVC材料、手袋組件及包裝材料。由於妥善管理供應鏈對富有社會責任感的

公司而言至關重要，故本集團保證：

• 嚴格篩選供應商及定期檢討其表現；

• 識別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以及制定相應措施；

• 將供應商的環境及社會表現計入評估標準；及

• 確保與供應商持續溝通及及時向其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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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設有有關供應商材料的質量控制程序。材料於轉交至生產線之前會進行檢驗及任何不符合工廠規定的

材料會退還予供應商。日後，本集團將識別及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

產品責任

本集團為手袋原始設備製造商，主要製造及出售由多種紡織材料製成的手提袋、單肩袋、斜揹袋及便攜袋。

本集團重視每名客戶及盡力持續改善產品及服務。本集團保證：

提供確保客戶健康及

安全的產品；

採納充足措施 
維持及保護 
知識產權。

於收集、保存、 
使用及發送客戶 
個人資料時尊重 
客戶的私隱權；

制定補救措施 
以及時有效地處理 
客戶資料洩露；

就於工廠製造手袋而言，本集團已制定質量手冊，當中載有整個生產週期內的產品質量檢驗程序。此外，

工廠設有客戶投訴政策，當中載有處理客戶有關產品質量投訴的程序。其亦強調工廠員工間的溝通，以防

止於日後再次發生投訴。

本集團的營運並不涉及廣告或標籤問題。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產品責任之不合規情況。

本集團將繼續關注產品安全法律的修訂及確保員工及客戶就其產品責任政策保持溝通。

反貪污

為維持公平、道德及高效的經營及工作環境以及防止任何形式的貪污，本集團保證：

• 於本集團內創造反貪污文化，增強員工的反貪污意識；

• 確保就反貪污與員工及客戶保持溝通；及

• 採納措施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本集團已將有關反貪污的條款計入員工手冊並成立反貪污工作小組於工廠協調實施反貪污措施。

於本年度，並無報告範圍內有關貪污之不合規情況。

日後，本集團將制定員工利益申報程序以於其營運過程中更好地進行反貪污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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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投資
本集團已制定社區投資政策聲明以履行其企業責任、為其營運所在社區作出貢獻以及為社會及環境創造價

值。本集團保證：

關注社會問題及事件以了解 

公眾對本集團的期望；

盡可能透過贊助及捐贈 

支持對社會產生正面影響的 

計劃及活動；

確保與本集團營運所在 

社區成員進行持續溝通。

本集團向多個慈善機構合共捐助1,436,000港元，包括香港公益金、博愛醫院以支持其博愛單車百萬行活動、

離島扶輪社以及香港善德基金會以支持其善德遠足百萬行活動。於柬埔寨，工廠員工已參與志願活動，如

於公共海灘清理垃圾。

日後，本集團將採取措施以了解其營運地點所在社區的需求以確定其貢獻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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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重要層面 內容 本年度數據 頁碼索引    

A.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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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4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僅工廠） — —

氮氧化合物（千克） 1,770.9 —

硫氧化合物（千克） 31.1 —

顆粒物質（千克） 34.3 —

A1.2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1,669.0 —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噸二氧化碳當量╱千個已售手袋） 0.12 —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噸） 0 —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密度 不適用 —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噸） 567.1 —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密度（噸╱平方米） 0.009 —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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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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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5

A2.1 按類型（如電力、燃氣或石油）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

量（吉焦） 12,856.5 —

石油（吉焦）（僅工廠數據） 736.2 —

柴油（吉焦） 1,526.9 —

電力（兆瓦時） 2,942.6

按類型（如電力、燃氣或石油）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密度

（吉焦╱平方米） 0.20 —

A2.2 總耗水量（立方米） 57,444 —

水密度（立方米╱平方米） 0.91 —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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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方面是否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計

劃及所得成果

於求取水源方面

並無任何問題 4–5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總量（噸）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暫無數據。我們正

在就本主題開發追

蹤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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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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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B.社會

B1僱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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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B2健康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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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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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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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及強制勞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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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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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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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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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發行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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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8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1,436,000港元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