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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和範圍
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的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或「互太」）編制了本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報告」），以報告與本集團的業
務、營運及對環境和社會有關鍵影響的事項。根據指引的匯報原則，本集團評估了與業務、營運及持份者相關的重要環境、社
會及管治事項，以確定本報告中所披露的範圍和內容。另外，本集團與持份者（包括管理層、僱員、客戶、供應商及投資者）保
持開放溝通，透過會議、面談及討論等聽取其意見，並了解其對最重要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的期望。根據評估及溝通結果，
本報告披露了本集團分別位於中國廣州市南沙的互太（番禺）紡織印染有限公司旗下之工廠（「番禺廠」）及於越南海陽省的工廠
（「越南廠」）的兩間工廠與環境、社會及管治有關鍵影響的事宜。本報告所披露的重點範疇包括：排放物、資源使用、環境及天
然資源、僱傭、健康與安全、發展及培訓、勞工準則、供應鏈管理、產品責任、反貪污及社區投資。除特別註明外，本報告之
報告期為2018年4月1日至2019年3月31日（「本報告期間」）。

願景
「讓我們的產品，令世界更舒適美好」－互太是一個具創意和具規模的針織布生產及營銷商，其業務範圍涵蓋了針織、染色、印
花及整理之綜合處理。

使命
「在國際紡織界中，以社會責任及創新思維的信念，努力做到：

－ 優質的產品及服務；

－ 平等工作機會及互相尊重；

－ 豐厚的投資回報；

－ 卓越的環境保護。」

互太不但視綠色生產和環境保護為其盡企業公民之責任，而且更視之為企業能夠長遠持續發展的基礎；互太一直主動採取各
項措施以確保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副產品能得到妥善處理，致力減小對環境的影響，盡力成就企業、自然環境和各持份者之間
的和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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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獎及殊榮
於報告期間及截至本報告發佈之日，本集團取得了卓越的環境保護成就，獲得了多個機構及政府部門的嘉獎及殊榮，包括：

  於2018年5月被廣東省環境保護產業協會評為「2017年度廣東省環境保護優秀示範工程」#。

  於2018年6月被廣東省經濟和信息化委員會評為「2017年度能效「領跑者」企業」#。

  獲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改委」）挑選為「最佳節能技術和最佳節能實踐（雙十佳）」之一並獲發改委進一步提名為由
IPEEC舉辦的一項國際獎項的中國代表#。

  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CEM」）於2018年5月頒發「2018年能源管理洞察獎」。此項全球獎勵計劃乃由能源管理工作組
（「EMWG」）主辦，EMWG是由清潔能源部長級會議及國際能效合作夥伴關係組織（「IPEEC」）聯合策劃。

  於2018年9月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CNTAC」）頒發的「2018年紡織行業信息化成果獎（解決方案獎）一等獎」#。

  於2018年9月由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CNTAC」）頒發的「2018年紡織行業信息化成果獎（創新應用獎）二等獎」#。

  於2018年6月「印染廢水處理智能在線監測與優化運行技術」被列入第十二批中國印染行業節能減排先進技術推薦目錄#。

  於2018年10月獲廣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頒發「廣州市綠色工廠」榮譽稱號#。

  於2018年10月被廣東省生態環境廳評為環保誠信企業（綠牌）#。

  於2018年10月獲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頒發「國家綠色工廠」榮譽稱號#。

  於2019年1月被廣州市節能協會評選為2018年度十佳節能企業#。

  於2019年5月獲香港工業總會及中國銀行（香港）頒發「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環保優秀企業」。

# 本英譯內容僅供參考。如中英文內容文意不相符，應以中文為準。

獎項╱證書
廣東省環境保護優秀示範工程

頒發單位
廣東省環境保護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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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證書
2018年紡織行業信息化成果獎
（解決方案獎）一等獎

頒發單位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

獎項╱證書
第十二批節能減排先進技術推薦目錄

頒發單位
中國印染行業協會

獎項╱證書
廣州市綠色工廠

頒發單位
廣州市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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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證書
國家綠色工廠

頒發單位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

獎項╱證書
2018年度十佳節能企業

頒發單位
廣州市節能協會

獎項╱證書
中銀香港企業環保領先大獎
環保優秀企業

頒發單位
香港工業總會與中國銀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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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A1 排放物
互太明瞭保護環境的重要性，致力減少生產時產生的排放，並會定期收集番禺廠及越南廠的排放數據，以檢討及報告
集團營運對環境的影響。

對於生產過程所產生的有害廢棄物，番禺廠及越南廠均參照當地政府對於危險廢棄物處理的相關政策要求，委託當地
政府認可資格的承辦商統一處理，危險廢棄物合規處置率達100％；對於無害廢棄物，番禺廠及越南廠將可回收的廢棄
物轉售給回收商作回收利用，並將其餘不可回收的廢棄物交由當地政府部門認可的相關單位綜合處理。

就管理層所知，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有遵守中國對保護環境相關的主要法規，其中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和《危險廢物轉移聯單管理辦法》及越南對工業無機物和粉塵及廢水的
國家技術的主要法規（其中包括：「National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Emission of Inorganic Substances and Dusts」、
「National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Industrial Wastewater」和「National Technical Regulation on the Effluent of Textile Industry」
等）。

集團嚴謹管理番禺廠及越南廠的排放物，相關的成效綜合如下：

番禺廠
於本報告期間番禺廠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硫氧化物排放量與2017年4月1日至2018年3月31日（「去年同期」）維持於
約0.04克。另外，由於在本報告期間番禺廠開始對額外七項廢物進行統計，並納入於有害廢物的統計當中，因此本報告
期間所錄得的平均每公噸製成品產生的有害廢棄物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約3.9千克。而其餘各項排放物指標均比去年同期
有改善：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氮氧化物排放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8.25克減少了5.09%至7.83克；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顆粒物排放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0.77克減少了5%至0.73克；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當量排放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7.62公噸減少了1.57%至7.50公噸；及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無害廢棄物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865千克減少了59.77%至348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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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1 排放物（續）

越南廠
由於越南廠於本報告期間改善了生產安排，而且沒有發生重大事故影響生產計劃，明顯改善了機器的生產效益，亦顯
著減少了因生產而產生的排放物：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顆粒物的排放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從8.49克、0.22克及0.62
克減少了63.49％、64％及64%至3.10克、0.08克及0.22克；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當量的排放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8.16公噸減少了18.75%至6.63公噸；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有害廢棄物的重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230.01千克減少了25.68%至170.95千克；及

  平均每公噸製成品所產生的無害廢棄物的重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1,596.51千克減少了12.58%至1,395.67千克。

A2 資源使用
本集團對資源使用方面的政策是：積極採用先進的節能技術，努力研發低耗工藝，不斷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動能源消
耗水準向國際先進水平邁進。番禺廠積極採用先進的節能技術，並負責了多項行業和中國的示範項目，通過努力進行
工藝和技術的節能研發，取得了良好的節能效益。越南廠亦以番禺廠的能源使用效益作為其目標。

本集團積極推動環保，於番禺廠及越南廠投資了多項改善用電效益、用水效益以及改善污水處理的工程。於本報告期
間番禺廠平均每公噸製成品的直接及間接能源消耗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21,435千瓦時減少了1.82%至21,045千瓦時。越南
廠平均每公噸製成品的直接及間接能源消耗量亦從21,645千瓦時減少了18.30%至17,684千瓦時。

番禺廠在報告期間開展了以下改善工程：

  獲得中國國家發展及改革委員會和日本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見註一）挑選，開展了由中國南方電網綜合能源有限公司和三間日本電力技術公司
合作的中日研究項目（「NEDO項目」）。NEDO項目的目標是引進最新的能源管理系統（「EMS」）即工廠能源管理綜合
平台（「FEMP」），以更高效能提供電力和蒸汽，達致減少能源消耗。驗證NEDO項目的節約能源成效後，開發機構
希望將已經通過驗證的節能技術，推廣並普及到中國其他工廠以及其他國家。NEDO項目包括三個優化項目（染
廠高溫排放熱量交換回收項目、能源供給改善項目及蒸氣吸收式冷凍機的變頻渦輪化項目）。三個優化項目預期
於2020年完工，預計完工後每年能節省使用約9,000公噸標準煤。

  開始染色機更換項目，引進新式高溫低浴比溢流染色機，並淘汰舊式的水流和氣流染色機。整個更換項目預期
於2020年完成，預計完成後相對舊式染色機可節約大約45%用水量及50%耗電量。

註一： New Energy and Industrial Technolo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是日本最大的公共研究和開發管理機構之一，提
倡更廣泛利用新能源和改善節能，以及提高工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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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2 資源使用（續）
於本報告期間番禺廠於尋找適用水源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本報告期間的每公噸製成品的平均耗水量與去年同期相比從
164.77立方米增加了21.69%至200.51立方米。本集團認為以下因素導致用水量上升：

  本報告期間生產的混紡產品佔所有產品的比例相比去年同期上升，而生產混紡產品的工序比生產相等重量的其
他產品需要用較多的水，導致平均每公噸製成品的生產用水量上升；

  本報告期間番禺廠的員工數量比去年同期多約10％員工，導致宿舍及食堂等用水量相應上升；及

  更換染色機的改善工程需要使用水進行染色測試，導致非生產用水量上升。

如生產的產品沒有重大改變，本集團預計番禺廠的平均耗水量將於更換所有用水效益較高的染色機後回落。

越南廠在報告期間完成了以下改善工程：

  興建容量達4,500立方米的污水緊急儲存缸，預備於污水處理系統出現問題或進行維修時暫儲污水；

  興建容量達13,650立方米、採用生物處理技術的污水儲存缸及污水渠暫存已處理的污水；

  設置線上污水監察系統持續監察污水的各項指標並自動控制污水排放閥，確保已淨化的污水符合各項指標達至
安全水平才排放；

  引入利用樹脂吸附廢水污染物的技術，降低殘留於廢水中的化學物質；及

  加建污泥擠壓設備，以加快污水處理速度。

於本報告期間越南廠於尋找適用水源沒有遇到任何問題。每公噸製成品的平均耗水量於本報告期間與去年同期相比從
89.64立方米增加了16.13%至104.10立方米。本集團認為以下因素導致用水量上升：

  染色的生產工序包括了一個冷卻過程，由於夏季的水溫較高，所需用水亦會較多。由於越南廠於去年同期的夏
季中止了生產，而本報告期間整段期間都持續進行生產，故每批布料的平均用水量增加。

  於本報告期間越南廠的生產流程因應需求作出了變更，增加了以水清洗布料的工序。

如生產的季節及產品沒有重大改變，本集團預計越南廠的平均耗水量將持續維持於本報告期間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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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本集團於番禺廠及越南廠設立了工作小組，負責收集排放物及天然資源消耗量的數據，以監察與生產及經營對環境及
天然資源的影響。針對集團有機會遇到的安全、環境及能源事故，包括化學品或燃料泄漏、生產設施發生爆炸或火災
等，本集團已編制《應急準備與響應管理程序》，以列明處理重大環境污染事件的方案、程序、控制指引、措施及責任
部門。另外，集團每年制定針對安全、環境及能源事故應急反應的演練計劃，並依計劃進行演練，以提高應急響應和處
理突發事故的能力。

B.	 社會
B1 僱傭
集團致力以社會責任及創新思維的信念，努力做到平等工作機會及互相尊重，相關的企業文化體現於現有的管理僱傭
政策：

番禺廠：
  《社會責任管理規範》

  《員工手冊》

  《員工招聘管理規定》

  《晉升程序》

越南廠：
  《員工手冊》（「Employee Handbook」）

  《員工招聘管理規定》（「Recruitment Policy」）

截至2019年3月，番禺廠聘用了4,873名全職僱員（2018年3月：4,183名）。所有員工皆年滿18歲或以上，來自中國內地各省
份，當中以湖南及雲南較多，男女比例為0.65：0.35。截至2019年3月，越南廠聘用了共764名全職僱員（2018年3月：612
名）。所有員工皆年滿18歲或以上，越南廠的僱員來自越南不同省份，男女比例為0.70：0.30。

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不時為員工舉辨各種康樂活動，以鼓勵員工的工作與生活之平衡。活動包括：瑜伽班、太極班、
籃球比賽、拔河比賽、桌球比賽、乒乓球比賽、羽毛球比賽、茶話會、烹飪比賽、足球比賽及周年派對等。

就管理層所知，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有遵守包括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及越南的勞動法（「Labor Code」）等僱
傭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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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B1 僱傭（續）

番禺廠

籃球比賽 拔河比賽

桌球比賽 羽毛球比賽

乒乓球比賽 足球比賽

員工旅遊活動 太極拳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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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B.	 社會（續）
B1 僱傭（續）

越南廠

烹飪比賽 2018年工會足球聯賽

B2 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非常重視安全生產管理及職業健康管理工作，努力貫徹「守法、關愛、安全、健康、查隱患、控風險、保障安全、
全員參與、積極進取、促進和諧發展」的職業健康安全方針，堅決執行「遵守法律法規，努力控制及降低安全風險，堅
持以人為本，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的政策，積極開展安全生產標準化的工作，建立了安全生
產標準化的管理體系。番禺廠通過了ISO 45001職業健康和安全管理系統標準認證。越南廠則以番禺廠的安全措施為標
準管理營運。

就管理層所知，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有遵守包括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規
定》和《工傷保險條例》，及越南的勞動法（「Labor Code」）等職業健康與安全法規。

互太針對安全生產管理，每年進行全面的危險源辨識和風險評價，並針對重要危險源制定了風險控制措施和必要的應
急演練。各部門通過專業培訓考證上崗的安全執行人針對重要危險源進行管控，對安全隱患進行全面控制，努力避免
生產事故。

針對職業健康管理，互太接受了中國的專業檢測機構對番禺廠及越南海陽省政府健康部門對越南廠各崗位就溫度、噪
音、空氣、粉塵、通風及氣體等範疇進行職業危害狀況評價。互太根據評價結果對相關崗位進行職業危害防護及對員工
進行職業健康防護。本集團每名僱員均須簽署符合當地法規的僱傭合約。根據廣州當地政府規定，番禺廠僱員更需簽
署由本集團發出的職業危害告知。該告知主要涵蓋職位及職責、工作時數、休息時間、法定福利及崗位職業危害因素防
控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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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B.	 社會（續）
B2 健康與安全（續）

越南廠

消防訓練 急救訓練 年度健康檢查

互太致力為僱員提供適當的個人防護裝備以預防潛在的勞動意外及盡量減少各崗位的職業危害因素對僱員健康的影響，
於適用時，互太會為員工提供合適裝備，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耳塞、護目鏡、防塵口罩、面具、橡膠手套、靴子、絕緣
鞋子、圍裙、髮網及安全帶等。除防護措施以外，本集團每年安排番禺廠及越南廠的所有僱員進行健康身體檢查，以幫
助僱員及時了解自己的健康狀況，如僱員有需要可以向本集團提出有關健康狀況的問題，以便作出適當的工作安排及
協助員工進行治療，以保障員工的身體健康。

番禺廠在本報告期間因工傷損失的工作日數為2,207人日（去年同期為：2,591人日）。越南廠在本報告期間因工傷損失的
工作日數為98人日（去年同期為：30人日）。

於報告期間並沒有接獲嚴重工傷個案，亦沒有錄得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個案，由於番禺廠一直非常重視對工廠危險源
的評估，並根據安全執行人的評估結果作出了針對積極加強職業健康與安全的培訓，提高了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操作技
能。因此，番禺廠的損失工作日數較去年同期減少了384人日。越南廠的損失工作日數比較去年同期期間多了68人日，
主要由於越南廠於去年同期中斷了生產近六個月，因此本報告期間的生產時數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了約133%。本集團
有鑑於損失工作日數的升幅，以及越南廠於報告期間聘用了大量新員工，本集團已加強對所有員工，尤其是可能缺乏
職業健康與安全意識及經驗的新員工的培訓工作，盡量減少工傷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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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B3 發展及培訓
本集團制定了長期的發展及培訓政策及培訓計劃提高僱員履行職責的知識和技能。該等政策及計劃覆蓋普通工人的入
職培訓、初級及中級水平僱員的內外部職業培訓及大學水平的培訓。本集團一直為番禺廠及越南廠舉辦各式各樣培訓
及發展計劃以提升僱員履行職責及職能時的工作知識和技能，當中主要涵蓋：

  新僱員入職培訓，讓其在短時間內熟悉公司環境及部門要求；

  保安員及食堂員工培訓，讓其認識環境安全、財產保護及食物安全控制；

  急救訓練，倘僱員因工受傷，可妥善有效處理意外，並加強職業健康及安全以防意料之外的職業病；

  消防培訓，以提高防火意識，一旦遇上小型火災，亦能適當有效滅火；及

  不同部門的在職培訓，以提升僱員在技術及管理上的工作技能及技術。

職業安全及健康培訓亦推展到越南廠，以確保所有員工了解職業危害因素及防護措施。於本報告期間，本集團開始將
操控起重機、挖掘機、鏟車及鍋爐的培訓推展到越南廠，確保負責員工掌握必要的技術。

在本報告期間，番禺廠員工每月人均培訓時數約為2.57小時（去年同期為：2.43小時）。越南廠員工每月人均培訓時數約
為1.17小時（去年同期為：0.33小時）。

番禺廠

商務禮儀培訓 演講與口才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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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B.	 社會（續）
B3 發展及培訓（續）

越南廠

勞工安全培訓 鏟車操作培訓

B4 勞工準則
本集團已按照當地政府最新的相關勞工守則、法令、通告及條文制定薪酬、招聘、平等僱傭機會、反歧視及一般福利待
遇政策。適用的政策均已納入相關工廠的員工手冊。番禺廠及越南廠嚴禁使用童工及強迫勞動力。據管理層所知，於報
告期間本集團有遵守包括中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禁止强
迫勞工和囚工的政策及程序》及越南的勞動法（「Labor Code」）等僱傭法規。

B5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注重產品品質和安全。對於主要生產所用的原材料，包括紗、染料、化學品及輔料的採購，番禺廠和越南廠都有
嚴格的品質標準。為確保產品符合安全及品質標準，互太有多項監管措施：

  從超過40間位於不同地區的供應商採購紗，藉此將地緣政治風險減至最低；

  根據ZDHC零排放路線圖計劃（「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Roadmap」）的《生產限用物質清單》對投入生
產的染料、輔料及化學品，制定了本集團的限用物質清單，並要求所有相關的供應商同意遵守本集團的規定；

  對新供應商進行嚴格的審查，審閱其認可的營業執照、世界海關組織（「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的成員發
出的認可經濟營運商證書（「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證書）或海關商貿反恐怖計劃證書（「Customs 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證書以確保供應商為適合交易的企業。同時，加入新的供應商時會審閱國際認證
機構對其發出的相關證書，其中包括但不限於OEKO-TEX®、REACH、bluesign®、相關的ISO認證和American Supima 
Association等，以證明其供應的產品能滿足相關的安全及品質標準。此外，有需要時更會要求新供應商提供的樣
板進行品質測試。達到集團規定標準的供應商才會被納入為合資格供應商；

  對供應商的品質、價格及配合程度等範疇進行定期評估；及

  有需要時會安排專業檢測機構進行品質測試。倘發現供應商提供的紗、染料、化學品及輔料品質不再符合本集
團的規定標準，本集團將會中止使用其供應的原材料，直至品質及安全問題得以解決。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      14     2018 /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B.	 社會（續）
B6 產品責任
互太的產品嚴格按照紡織品的國際標準及法規進行生產，其中主要包括中國的GB18401-2010《國家紡織產品基本安全技
術規範》及Oeko-Tex Standard 100。另外，部份產品有特殊的準則，於適用時本集團亦會根據相關的標準生產，其中主要
包括：全球有機紡織標準（「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有機物含量標準（「Organic Content Standard」）、全球回收
標準（「Global Recycle Standard」）等。

就管理層所知，於報告期間互太所有產品均有根據以上安全與健康標準及法規生產，而亦沒有被監管機構要求回收產
品的個案。

如本集團接獲客戶對產品品質的投訴，審閱投訴原因及合規性後展開調查。視乎投訴性質及成因，如有證據顯示投訴
與原材料相關，本集團會向供應商傳達相關資訊；如投訴個案因製造流程出錯引致，則會與廠房主管檢討及於有需要
時作出改善；如因運送流程所致，則會與承運方跟進。

互太的產品檢定會按與相關客戶協定的檢驗標準進行檢定。互太已就產品回收程序制定具體安排，如產品需要修正，
則該等產品將交還廠房相關部門進行修正。產品修正及通過必要品質檢定後，方會再次送交相關客戶。

互太尊重客戶的知識產權、私隱及其他商業機密，並設法保障。收到客戶的設計圖後，互太會採取措施，確保他們的知
識產權、私隱及其他商業機密的安全，防止有關機密資料在未經許可情況下洩漏。對於涉及知識產權的若干產品，互太
會與相關供應商及客戶就知識產權及商業機密訂立保密協議。

B7 反貪污
本集團已制定了與番禺廠及越南廠的僱員、承包商及供應商相關的反貪污政策、條例及規定。如發現違反該等政策、
條例及規定的情況，經證實後，本集團會考慮終止與違規方的僱傭或合作關係。

互太將不時審閱相關的政策、條例、規定及程序，以防止違規事件發生。互太亦已就舉報貪污行為設立申訴機制。員工
如發現貪污行為，可以通過電話熱線或信箱向管理層舉報。就管理層所知，於報告期間未有發生對本集團或員工提出
的貪污訴訟案件。



互太紡織控股有限公司      15     2018 /  201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B.	 社會（續）
B8 社區投資
本集團通過不同方法了解及支持番禺及越南當地社區的需要及確保工廠的生產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為了支持當地社
區的發展，培養對當地社區的相互歸屬感，互太的員工代參與了多項社區活動。

本集團在中國參與的社區活動：

  參與環境保護活動：員工代表於南沙區植樹；

  扶助窮困家庭：工會代表向貴州省貴定縣貧困村莊饋贈衣物；

  贊助教育機構和學生：贊助武漢紡織大學、湖南工程學院化工學院、中原工學院紡織學院，華南理工大學環境
與能源學院、廣州市紡織服裝職業學校學生，向萬頃沙鎮同興村2018高考、中考成績優秀學生及貧困學生發放
獎學金；及

  向萬頃沙鎮及同興村提供福利：贊助接送村民子女、互太員工子女車輛費用，贊助六一兒童節活動費用，向老
人發放慰問金，向經濟合作社發放電費補助金，贊助萬頃沙鎮商會。

2019年慰問同興村老人 2018職工參加鎮工會趣味運動會 2018職工義務捐血

本集團在越南參與的社區活動：

  提供資金興建幼兒園；

  於學校種植樹木；

  向貧困家庭捐贈物資；及

  參與當地的體育及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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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B8 社區投資（續）

資助幼兒園 贊助社區種植樹木

向貧困家庭送贈物資 向社區送贈垃圾箱

拜訪幼兒園 清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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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數據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於環境範疇各層面的關鍵績效指標如下：

關鍵績效指標 番禺廠及越南廠 單位

氣體燃料消耗及汽車的排放

氮氧化物(NOx)
總量 543,638.80 克

每公噸製成品 7.46 克

硫氧化物(SOx)
總量 2,984.01 克

每公噸製成品 0.04 克

顆粒物(PM)
總量 50,416.33 克

每公噸製成品 0.69 克

溫室氣體排放（直接及間接）及減除 二氧化碳當量 (CO2 equivalent)
總量 541,512.30 公噸

每公噸製成品 7.43 公噸

有害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
總量 1,394,066.38 千克

每公噸製成品 19.12 千克

無害廢棄物 無害廢棄物
總量 31,433,728.60 千克

每公噸製成品 431.17 千克

能源耗量 直接及間接能源耗量
總量 1,514,813,888.19 千瓦時

每公噸製成品 20,778.61 千瓦時

耗水量 耗水量
總量 14,059,933.00 立方米

每公噸製成品 192.86 立方米

包裝物料

塑膠物料使用
總量 84,700.40 千克

每公噸製成品 1.16 千克

紙製物料使用
總量 937,294.18 千克

每公噸製成品 12.86 千克

於計算以上排放關鍵績效指標時參考了下列出版物：

1.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的《附錄二：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

2. 地球環境戰略研究機關（「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的《電網排放因子清單10.4版》（「List of Grid Emission 
Factors version 10.4」）；

3.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2006國家溫室氣體清單指引第二冊》；

4.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的《2017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的《2011年和2012年中國區域電網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6.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關於車用柴油、汽油及液化石油氣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准》；及

7. 聯合國統計司（「United Nation Statistics Division」）的《能源統計年鑒2016》（「Energy Statistics Yearbook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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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內容索引
主要範疇A：環境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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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5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頁17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總量及密度。 頁17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及密度。 頁17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及密度。 頁17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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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5-6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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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6-7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量及密度。 頁17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 頁17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頁6-7

A2.4 描述尋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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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6-7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及密度。 頁17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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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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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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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內容索引（續）
主要範疇B：社會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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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8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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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10-11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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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12-13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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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13

層面B5：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環境及社會風險的政策。 頁13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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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14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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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頁14

層面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社區參與來了解發行人營運所在社區的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
利益的政策。

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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