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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及報告期

此為華信地產財務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編製的第五份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報告」），強調其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表
現，並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27所述環境、社會
及管治指引作出披露。

本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發展及出租、酒店營運、生產及分銷塑膠包裝材料、經紀及
證券保證金融資。

除另有指明外，本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涵蓋本集團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一日至二零二一
年三月三十一日（「報告期」）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東莞及香港的如下四個經營地
點在兩個主題領域（即環境及社會方面）的整體表現。

– 在中國以「南星」品牌名稱進行的生產經營（下文稱為「南星」）；

– 在香港以「華國酒店」品牌名稱進行的酒店經營（下文稱為「華國酒店」）；

– 在香港經營共享工作空間（下文稱為「恒港中心」）；及

– 在香港的總部（下文稱為「總部」）。

南星位於中國東莞；華國酒店位於香港尖沙咀；以及物業及金融服務，及其他日常業務
營運在恒港中心及總部進行，兩者均位於香港尖沙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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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參與及重要性

為識別最重要環境及社會問題，主要持份者已參與及幫助本集團達成其潛在增長及為未
來挑戰作準備。

根據我們的評估，持份者提出的主要重大問題全部專注於社會方面，環境方面對本集團
而言反屬次要。持份者視如下主題最為重要：

‧ 發展及培訓

‧ 勞工準則

‧ 客戶私隱及客戶服務

‧ 反貪污

持份者反饋

本集團歡迎持份者就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方法及表現進行反饋。請電郵至
general@seapnf.com.hk提供 閣下的建議或與我們分享 閣下的意見。

本集團可持續發展使命及願景

本集團的一項重要使命為致力奉行環境保護及社會福利。本集團採用清潔生產原則及整
合產品質量、環境保護及勞工管理，旨在達到最佳平衡以為持份者帶來最大利潤、責任
及滿意度。

本集團繼續引入最先進的污染控制設備已減少能量及其他資源的使用。本集團亦於內部
僱員及供應商中實施環保的政策性推廣。本集團已加強若干環保政策，包括環境健康安
全政策及減少碳排放計劃，以進一步為環境健康安全管理及減排常規制訂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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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本集團的營運對環境的主要影響產生自南星，於生產塑料包裝材料過程中，廢氣在
排放至大氣中之前已經過妥善排放及過濾，令現場產生的有害廢棄物減至最低。

本集團於報告期產生的直接及間接環境影響主要包括如下活動：1)消耗汽油及柴油
（供本集團自有車輛使用）及煤氣；2)消耗已購電力及煤氣；及3)處理食水及污水。彼
等的相應排放量在第A1節計算及呈列。

本集團明白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南星在針對印刷車間產生的VOCs安裝了活性炭吸
附及催化燃燒裝置(RCO)；RCO系統利用活性炭通過與氣流接觸吸附污染物，從而去
除污染物。後續氧氣(O2)與出口的VOCs (CXHY)在RCO系統內發生反應。透過RCO系統
的熱量回收，可節省大量能源，因為熱交換器透過吸收燃燒過程中釋放的熱量使進
氣口溫度上升至反應溫度。倘未能達到反應溫度，則通過自動控制系統（可編程序
邏輯控制器(PLC)系統）提供額外熱量使反應進行完全燃燒，實現廢氣的去除率超過
97%。

另外，南星亦安裝了一個由專業的能量審計公司提供的實時能量管理系統，實時能
量管理系統系統能具體測量能源消耗、監管及分析節能機會，以及防止浪費能源。
我們在南星的門口安裝能源可視化LCD平板，全體僱員均能看到，可望藉此進行能
源教育及推廣環境友好型行為舉措。

於報告期內，並未發現違反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有關氣體及溫室氣體（溫室氣體）
排放、向水體及土地排放以及產生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相關法律法規。

於報告期內，華國酒店僅運營了兩個月，對自然環境產生的影響並不重大，因此本
報告於報告期內並未提及其與環境相關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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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1. 排放物

A1.1 氣體排放物

南星的印刷車間產生的VOC為主要直接現場氣體排放物。來自南星的吹膜
車間產生的非甲烷碳氫化合物及餐廳的烹飪煙氣為其他類型氣體排放物。
所有現場氣體排放物均予以監測並符合國家標準 – 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
準（GB16297–1996)及當地標準 – 大氣污染物排放限制(DB44/27–2001)。隨著
空氣污染控制系統正式運行，預期產生的廢棄物將進一步減少。

直接氣體排放物（包括溫室氣體及非溫室氣體）產生自本集團自有車輛消耗
的汽油及柴油及華國酒店消耗的已購煤氣。間接溫室氣體是由於本集團活
動造成但由另一實體擁有或控制，亦產生自消耗的已購電力及煤氣，及處
理食水及污水。

由於恒港中心及總部並未產生大量氣體排放物，因此本報告並未提及此數
據。

車輛運營及排放物

汽油客車及柴油卡車用於日常業務經營。彼等燃燒產生的各種氣體排放物
包括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及呼吸懸浮顆粒(PM)。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非溫室氣體排放物 移動燃料來源 （千克） （千克）    
NOx 汽油及柴油 941.47 791.91

SOx 汽油及柴油 1.75 1.49

PM 汽油及柴油 69.39 58.98

附註： 除另有所指外，本報告中計算環境指數的排放物因素乃參考主板上市規則附錄27及香
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所載彼等的參考文件。

煤氣消耗及排放物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華國酒店使用由香港中華煤氣有
限公司供應的煤氣，煤氣年消耗量為587,808兆焦耳。消耗煤氣產生的SOx及
NOx分別為0.01千克及2.36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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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1. 排放物（續）

A1.2 溫室氣體排放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運營排放6,191.45噸（二零二零年：6,833.58噸）二氧
化碳當量(CO2eq.）溫室氣體（主要為二氧化碳、甲烷及一氧化二氮）。所呈報
的溫室氣體包括如下活動及範圍：

‧ 直接（第1類）溫室氣體排放物來自消耗汽油、柴油及煤氣；

‧ 能源間接（第2類）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已購電力及煤氣；及

‧ 其他間接（第3類）溫室氣體排放來自城市食水及污水處理。

於報告期內，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例如廢紙堆填、紙張回收減少溫室
氣體及商務航空旅行所產生者，因彼等的估計影響並不重大而不予計入。

二零二一年 % 二零二零年 %
溫室氣體排放物 （CO2eq.噸） （CO2eq.噸）      
第1類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汽油及柴油1 288.60 246.50

煤氣(固定)1 – 31.30
第1類總計 288.60 4.7 277.80 4.1
第2類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已購電力2 5,877.69 6,519.71

已購煤氣3 – 7.31
第2類總計 5,877.69 94.9 6,527.02 95.5
第3類
其他間接溫室 
氣體排放

食水及污水處理 25.16 28.76

第3類總計 25.16 0.4 28.76 0.4
溫室氣體總計 6,191.45 100.0 6,833.58 100.0

附註1： 除另有所指外，排放物因素乃參考主板上市規則附錄27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
司所載彼等的參考文件。

附註2： 於報告期內，於東莞及香港的已購電力分別採用排放物因素0.51及0.37千克CO2eq.╱
千瓦時（二零二零年：0.54及0.50千克CO2eq.╱千瓦時)。

附註3： 於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第2類溫室氣體已購煤氣採用排放物因素
0.597千克CO2eq.╱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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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1. 排放物（續）

A1.3 有害廢棄物

南星產生的有害廢棄物包括廢油及墨水瓶及天拿水瓶，該等廢棄物均由供
應商收集，並無記錄廢棄物量。其他有害廢棄物材料包括含有廢墨的廢布，
已按照當地標準進行處理及均受到當地環保機構的監管。為進一步避免監
管及經營風險，本集團已與專門廢棄物收集商訂立新合約，並遵守合約當
中所載如下廢棄物類別及處理辦法。

國家危險廢物名錄 

的有害廢棄物類別

有害 

廢棄物名稱 運輸模式

廢棄物 

處理方法    
HW12 廢墨 桶裝 焚燒
HW49 廢活性炭 桶裝 焚燒
HW49 廢棄含墨布料 桶裝 焚燒

在廢棄物收集系統操作穩定後，本集團將考慮記錄廢棄物產生量。

就恒港中心及總部而言，彼等的業務經營並不涉及產生重大有害廢棄物，
因此，並無於本報告中呈列該等數據。

A1.4 無害廢棄物

南星產生的主要無害廢棄物主要包括生產中的廢料。廢料在南星重用╱ 

再造以減少現場廢棄物產生以及符合經濟效益。

位於香港的經營場所產生的無害廢棄物主要包括廢棄辦公用紙、廢棄包裝
材料及其他非辦公用紙產品，例如報紙及硬紙板。於報告期內，總部回收
合共0.6噸（二零二零年：0.64噸）辦公用紙。集團將考慮於未來記錄其他場
所所產生的無害廢棄物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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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1. 排放物（續）

A1.5 減少排放物的措施

南星安裝的空氣污染控制系統會更有效控制於吹膜及印刷過程中產生的
VOC及其他廢棄氣體排放物，印刷車間的廢氣可集中收集及排放。

於恒港中心及總部並無涉及任何重大直接排放物，故並無呈列排放物減少
的相關資料。

A1.6 減少廢棄物及舉措

南星已制定廢棄物管理指引以監管廢棄物管理。該指引令本集團得以減少
廢棄物、節省資源以及帶來經濟利益。例如：

‧ 本集團重用來料木托盤而無須作出任何新購買；

‧ 現場產生的工業廢棄物因在生產過程中重用生產廢料而大量減少；

‧ 向生產人員提供妥善的培訓及日常監督以減少廢料的產生；

‧ 來料廢棄包裝材料（例如廢紙、木托盤）進行內部維護、保養及盡可能
重用，或由合資格公司進一步收集；

‧ 提供廢棄物分類箱以控制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分類，及增加可回收廢
棄物的回收率；及

‧ 由指定部門收集及處理廢紙（如壓製）以供下游回收。

本集團將繼續識別可更好地管理及改善廢棄物管理系統的各個方面，以進
一步減少廢棄物的產生及堆填區的負擔。

於恒港中心及總部，我們鼓勵僱員採納支持環保的行為舉措，例如雙面打
印紙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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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2. 資源使用

A2.1 能耗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的總耗電量為11,657,172千瓦時（二零二零年：12,107,615

千瓦時）。由於不同的經營性質，就每處場所單獨計算強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直接能源（電力）

消耗 

(千瓦時)

密度

（千瓦時╱

平方米）

消耗 

(千瓦時)

密度
（千瓦時╱
平方米）     

南星 11,267,820 2,254 11,053,440 2,211

華國酒店 – – 728,168 331

恒港中心 198,320 219 144,920 160

總部 191,032 285 181,087 270  
總計 11,657,172 12,107,615  

汽油、柴油及煤氣的消耗已轉換為間接消耗。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間接能源 直接消耗

間接消耗

（千瓦時） 直接消耗
間接消耗
（千瓦時）     

汽油（公升） 5,744 52,355 5,846 53,287

柴油（公升） 103,360 1,041,864 87,287 879,846

煤氣（兆焦耳） – – 12,246 163,280  
總計 1,094,219 1,096,413  

附註： 轉換因素乃參考國際能源署能源統計數據手冊及二零零六年IPCC國家溫室氣體排放清
單指南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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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2. 資源使用（續）

A2.2 水耗

本集團的業務活動並無消耗大量用水。於報告期內，本集團總耗水量為
34,476立方米（二零二零年：39,397立方米）。於報告期內，並無呈報有關水
源的問題。由於南星的生產過程並不涉及消耗水，水被用作商業及住宅用
途。總部水費由樓宇管理處支付，因此，並無呈列有關消耗數據的資料。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場所

水耗

（立方米)

密度

（立方米╱

平方米）

水耗
（立方米)

密度
（立方米╱
平方米）     

南星 34,357 6.87 35,570 7.11

華國酒店 – – 3,797 1.73

恒港中心 119 0.13 30 0.03  
總計 34,476 39,397  

A2.3 能源使用效益計劃

南星為主要的能源使用者及本集團已制定能源管理程序及指引以規管相關
活動。具體而言，已實施如下節能措施及取得如下成就。

‧ 本集團已更換大部份的照明系統為節能LED照明系統；最終目標為更
換所有的舊照明系統；

‧ 啟動並初步完成了清潔生產審核，按清潔生產審核方案開展了相關的
節能、減排措施，使單位產品總VOCs排放量、單位產品綜合能耗得到
較大程度降低；及

‧ 舊電被節能電機取代，並減少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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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2. 資源使用（續）

A2.3 能源使用效益計劃（續）

在華國酒店，已實施如下節能及效率計劃：

‧ 在公共區域使用節能LED照明系統；

‧ 酒店房間衣櫃中使用動作感應燈具；

‧ 公共區域預設室內溫度為攝氏25度；及

‧ 酒店房間內放置標誌，鼓勵顧客重複使用床單及毛巾。

電力是辦公場所排放物的最重要來源，因此，我們提醒僱員於下班前關閉
燈具、空調、電腦、顯視器及設備。

A2.4 用水效益計劃

本集團的業務營運並不涉及任何大量用水。華國酒店已安裝兩段式廁所。
就南星、恒港中心及總部而言，水主要用於生活用途，故並無於本報告中
呈列有關用水效益計劃的資料。

A2.5 包裝材料

南星消耗的包裝材料主要來自從外部供應商購買的紙箱及膠紙。本集團並
未實施相關措施以提高包裝材料的可收回性。然而，若干廢棄紙箱及若干
包裝紙已由合資格回收商收集。

香港的業務經營並不涉及大量包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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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續）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就南星的生產工序而言，本公司已制定化學品控制程序以管理化學品（主要包括
漆稀釋劑、溶性油墨及水性油墨）的使用。所有化學品儲存在專門的倉庫，僅可
由負責管理化學品的指定人員取用。生產部僅可要求獲取供每日消耗的若干分
量化學品，且不得超過預設份額，以確保不會於生產車間儲存過量化學品。

除化學品使用外，對環境的主要影響為廢氣造成的空氣污染，藉助安裝的新處
理設施，預期空氣污染物將得到進一步控制及減少。消耗電力造成的間接影響
已被確定為環境影響的另一主要來源。本集團積極規劃申請清潔生產證書，同
時加強環保及降低能耗。

本集團水耗及廢水排放已得到妥善管理，以盡量減少對區域水體的影響。生活
污水在經過現場化糞池處理後排放至市政污水管道。

本集團的生產不會對周邊聲環境造成重大影響。各種機器及冷卻塔產生的噪音
均符合規定。

本集團將密切關注相關法律法規的任何最新發展。

於報告期內，香港的業務經營之環境影響並不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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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1. 僱傭及勞工常規

B1. 僱傭

若干內部程序（包括社會責任管理方針與政策、僱用管理程序、工時與薪資
福利控制程序、人力資源管理程序）繼續用作管理僱傭及相關勞工常規的指
引及工作程序。於報告期內，本集團業務營運的僱傭政策並無重大變動。

於報告期內，概無發現任何未遵守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而涉及薪酬及解
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間、假期、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
利益及福利的相關法律及法規的情況。

僱員的權利及福利乃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
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工資支付條例》及《香港僱傭條例》而制定及
執行，包括公眾假期、有薪年假、病假及產假。本集團為僱員提供醫療保
險、社會保險及中國的住房公積金及香港的強制性公積金。本集團亦為南
星僱員提供免費住宿及優惠膳食計劃。

所有僱員在工作晉升、考評、培訓、發展等方面均獲平等機會。僱員不會
因為其性別、國籍、種族背景、宗教信仰、政治背景、年齡、婚姻狀況及
身體殘疾而受到歧視或被剝奪機會。

截至二零二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合共有291名（二零二零年：333名）
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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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1. 僱傭及勞工常規（續）

B1. 僱傭（續）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員工總數 291 333

按僱員種類劃分

全職 289 331

兼職 2 2

按僱員類別劃分

高級管理層 7 10

中級管理層 61 60

前線及其他員工 223 263

按僱員年齡劃分

18至25歲 14 12

26至35歲 26 44

36至45歲 81 94

46至55歲 124 130

56 歲或以上 46 53

按性別劃分

男性 186 201

女性 105 132

按地區劃分

中國 240 261

香港 51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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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1. 僱傭及勞工常規（續）

B1. 僱傭（續）

於報告期內，整體員工流失率約為23%（二零二零年：35%），所有流失員工
為全職僱員。從本集團離職的合共66名（二零二零年：116名）僱員中，20名
因暫停華國酒店而裁員及43名（二零二零年：105名）為南星前線員工，高流
失率於中國製造業中屬普遍現象。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員工流失 66 116

流失率 23% 35%

按僱員類別劃分

高級管理層 1 1

中級管理層 6 –

前線及其他員工 59 115

按僱員年齡劃分

18至25歲 7 26

26至35歲 10 33

36至45歲 11 30

46至55歲 25 22

56 歲或以上 13 5

按性別劃分

男性 40 75

女性 26 41

按地區劃分

中國 45 105

香港 2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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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1. 僱傭及勞工常規（續）

B2. 僱員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已制定安全指引，為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並確保遵守中國及香
港的相關法律法規。本集團已制定環境健康安全政策及環境健康安全管理
程序，以管理僱員環境健康及安全。本集團特別實施下列計劃，確保僱員
擁有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並盡力降低工作相關事故的潛在風險及傷害：

‧ 聘用外部測試公司測試車間，確保室內大氣污染物均處於許可級別；

‧ 使用公司自有的噪音計、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傳感器及濕度計進行內部
檢查；

‧ 每年為接觸化學品及╱或於高度噪音的工作場所工作的僱員提供職業
病檢查；

‧ 為工場僱員提供個人保護設備，如頭盔、口罩、手套及耳塞；及

‧ 於車間安裝新廢氣系統及處理設施，以加強通風。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爆發，本集團在辦公場所和工廠區域採取
了額外措施，例如戴口罩、檢查體溫、清潔公共區域（例如開關，門把手，
水機，打印機等）、及使用電話或視象會議，以避免進行不必要的商務旅行
和面對面的會議。

本集團嚴格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及《安
全生產法》。於報告期內，概無發生未遵守對本集團產生重大影響而涉及職
業健康及安全的相關法律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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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1. 僱傭及勞工常規（續）

B2. 僱員健康及安全（續）

於南星曾發生與工作有關的輕傷事故。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因工死亡 無 無
工傷個案（多於3日） 5 9

工傷個案（少於3日）（包括3日在內） 8 7

因工傷損失總工作日數 151 262

B3. 發展及培訓

人力資源管理程序繼續用於管理僱員發展及培訓、指導定向培訓、在職培
訓活動以及培訓成效計量。培訓需求乃於每年年末根據僱員績效及反饋、
外部環境變動及生產及發展趨勢預測而釐定。

向僱員提供的一般培訓課程包括人力資源部組織的課程，如入職、質量、
操作技能及管理系統培訓。培訓成效乃透過書面考試、面談及實地操作評
估而計量。此外，本公司向管理人員提供外部培訓，如管理及領導技巧培
訓。

B4. 勞工準則

本集團嚴格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
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及《香港僱傭條例》管理勞工常規。對內方面，我們
繼續按照僱用管理程序指導招聘政策，杜絕招聘童工或強迫勞工。

本公司對新僱員進行背景審查及全體僱員須出示彼等之身份證正本，以證
明其合法身份。倘發現任何童工或強迫勞工，勞動合約即時終止，且本集
團將向有關當局報告。於報告期內，並無發現有違反相關法律及法規規定
的有關勞工標準的情況，本集團業務營運中並無童工或強迫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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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2. 營運慣例

B5.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就委聘有關業務營運的供應商及承包商設有標準程序。本集團鼓勵
供應商維持高水平的商業道德及行為並有滿意的環境及社會表現。

就南星生產而言，主要供應商經審慎審查及篩選，以確保彼等之質量、價
格及產能符合本集團預期及標準。

華國酒店設有優先供應商名單，並對彼等進行年末評估，以確保持續提供
高標準的產品及╱或服務。

B6. 產品責任

產品標籤、健康及安全以及廣告

本集團確保任何標籤資料及營銷材料不包含任何誤導性內容。本集團已遵
守特定標準，如GB 21660 (2008)：塑膠購物袋的環保、安全和標識通用技術
要求。

本集團在指導市場推廣、廣告及貿易活動方面嚴格遵守適用法律及法規，
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中華人民共和
國對外貿易法》。

就南星生產特定用於食品業的包裝材料而言，本集團應用國內同業及公司
特定標準以確保客戶的健康及安全，包括GB 4806.6–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
食品接觸用塑料樹脂。

華國酒店方面，全體員工已接受適用於其工作活動的適當衛生事項培訓，
以保持工作場所的高衛生標準。

於報告期內，概無發現任何未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有關所提供產品
的健康及安全、廣告、標籤及隱私的相關法律及法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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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2. 營運慣例（續）

B6. 產品責任（續）

質量保證

本集團已制定客戶投訴處理程序，以處理所有客戶的投訴。

我們設有不合格產品及潛在不安全產品控制程序以確保南星的包裝產品質
量。程序監察從來料至生產流程及產品產出的質量管理。質檢人員會檢查
退貨，將客戶投訴存檔，並就投訴追查問題的根源，再採取補救措施（如需
要），並實施預防措施以避免日後再出錯。本集團於產品質量保證及質量控
制中應用多個國內同業及公司特定標準，包括：

‧ GB/T 2410–2008透明塑料透光率和霧度的測定

‧ GB 13022–91塑料 – 薄膜拉伸性能試驗方法

‧ GB 4806.6–2016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食品接觸用塑料樹脂

在南星，我們努力為客戶提供最好的產品，並將及時處理所有查詢和投訴。
我們會繼續監察及提供足夠的培訓予我們的員工，以保持我們產品的高標
準。

華國酒店方面，本集團制定客戶服務政策，以確保向客戶提供優質服務。
於報告期內，概無接獲重大投訴，其他輕微投訴已及時處理，並與客戶進
行有效溝通避免任何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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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2. 營運慣例（續）

B6. 產品責任（續）

客戶資料保護

本集團明白保護客戶資料屬於私隱及機密的重要性。本集團禁止其他方在
未經客戶明確同意及默許的情況下使用客戶的任何個人資料進行直接營銷。

本集團發佈政策及程序 – 資訊科技，以防止客戶敏感資料遭洩露及誤用或
濫用。例如，本集團使用獨立的寬頻服務供酒店顧客及酒店內部使用，以
確保酒店網絡安全。所有網絡伺服器安裝防毒軟件及防火牆且定期更新，
以防止病毒攻擊及外部黑客入侵。

知識產權

本集團經常監察商標（如「南星」及「華國酒店」）及域名，亦於該等商標及域
名屆滿時續期。為保護客戶的知識產權，本集團與客戶簽署保密協議（如適
當）。於報告期內，概無確認未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有關知識產權的
相關法律及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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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2. 營運慣例（續）

B7. 反貪污

本集團致力於在不受不當影響的情況下管理所有業務，並將誠實、正直及公
正視為其核心價值。本集團發佈防止賄賂及貪污政策，以提醒全體僱員，
未經最高管理層事先特別批准，任何人不得為其個人利益及好處索取或收
受來自任何客戶、顧客、經紀、賣家、供應商、經銷商或與本集團有業務
關係的人士的金錢或其他形式的利益。

本集團嚴格監察及實施反貪污及反洗錢的相關政策及程序。本集團繼續採
納反洗錢計劃的基本要素，包括：

‧ 制定成文內部政策、程序及控制；

‧ 對負責進行交易、發起或建立業務關係的僱員進行持續培訓；及

‧ 執行內部審核職能。

本集團繼續實行其舉報制度及程序，就有關本集團之所有層面及業務可提
出對任何可能與本集團有關之不當事宜（如不當及不法行為）之關注。本集
團確保無人因拒絕接受賄賂或提供賄賂或其他貪污行為，或者因彼等報告
有關潛在的賄賂或貪污行為的擔憂而受到任何懲罰待遇。

本集團並無違反、參與違反任何有關貪污的法律。本集團並無牽涉或尋求
參與洗錢。本集團並無援助、助長、協助或串通任何進行或合謀進行任何
非法活動的人士。於報告期內，概無發現未遵守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有
關貪污、賄賂、欺詐及洗錢的相關法律及法規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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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續）

2. 營運慣例（續）

B8. 社區投資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我們關心社會的福祉和社區的發展。我們通
過參與本地組織舉辦的各種社區活動，向社會展示了我們的熱情。我們也
鼓勵員工參與志願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