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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遠海運國際奉行中遠海運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哲學，遵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原則，推行既全面又互相協調的持續發

展。中遠海運國際承擔在工作環境質素、環保、營運慣例及社區參與的責任，作為本公司發展策略、營運及管理的其中

一環。中遠海運國際現行內部政策、規章制度（如員工職業道德及行為守則（「員工守則」）及舉報政策）均為我們的經營提

供指引。

滙報框架及範圍

本報告旨在檢討中遠海運國際在二零一七年實施社會責任策略的表現及成效，並根據上巿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

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所編製，本報告已遵守指引載列的所有「不遵守就解釋」條文，並根據指引中的所有建議披露作

出滙報。

本報告涉及範圍涵蓋工作環境質素、環保、營運慣例及社區參與，如提升資源使用效益、降低排放量、減低我們對環境

造成的影響、加強我們領先的安全文化建設及僱員安全和環境風險意識，為創造股東回報締造穩健基礎並回饋我們營

運所在社區、履行企業社會公民的責任的參與。在管治方面，請參閱本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在中遠海運國際航運服

務業業務板塊中，來自塗料業務的若干關鍵績效指標相對較為重要。在本報告中，我們集中匯報本公司總部及核心業務

航運服務業務單元的營運，尤其是塗料生產方面。

重要性評估

本報告內容是基於重要性評估及審視利益相關者的關注事項而釐訂，程序包括：(a)識別可持續事項及利益相關者；

(b)釐定匯報事宜及制定其優先次序；(c)編製匯報事項及確立匯報內容；及 (d)審視及回應利益相關者的期望。

重要性模型

與本集團的關聯性

識別為適合討論的範圍：

• 廢物管理

• 營運慣例

• 社區參與

• 反貪污

識別為須予披露的關鍵範圍：

• 產品責任

• 排放

• 能源效益

• 減少污水及污染物排放

• 健康及安全

識別為非重要而毋須披露的範圍：

• 其他產出

高低至中

識別為適合討論的範圍：

• 能源消耗

• 綠色環保

• 勞工準則

• 工作環境

• 發展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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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關者的參與
中遠海運國際的利益相關者包括股東、機構投資者、客戶、僱員、監管機關╱政府機構、供應商、商業夥伴、銀行及業內

人士。

中遠海運國際致力謀求與客戶、僱員、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互惠互利及共同發展，務求以我們的發展成果造福社會。

因此，利益相關者的參與為本公司業務發展及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承諾的重要一環。

我們意識到與利益相關者建立互信及建設性關係的必要，因此透過多個溝通渠道與利益相關者定期和不定期進行互

動。年內，我們在本公司二零一七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供答問環節，讓股東就其關注事項作出提問。此外，本公司透過

舉辦業績新聞發佈會及分析師簡報會、業績發佈後的路演活動、股東大會、組織或參加由證券行舉辦的投資者大會或行

業研討會、一對一會議，以及回應電郵查詢等方式，保持與股東、潛在投資者、賣方分析師及買方分析師的雙向溝通，

讓股東及投資者能了解公司最新發展及未來方向。除了日常與客戶保持聯絡外，我們定期拜訪重要客戶，他們對本集團

業務提供寶貴意見及改善方案。在公司內部，僱員透過雙向考評機制表達彼等的關注事宜。

工作環境質素

工作環境
中遠海運國際深信優秀人才是企業的重要資產，也是公司持續發展的基石。我們致力提供合理及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

包括透過基本薪酬、激勵花紅、強制性公積金及其他額外福利（如醫療福利、教育和培訓資助）以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

本集團嚴格遵守本公司規章制度（如員工守則）及不同業務所在地區的勞工法例及相關指引。在香港地區，我們遵守所有

相關法例法規，包括《最低工資條例》、《性別歧視條例》、《種族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等；

在中國地區相關法例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

法》等法例。年內，就本公司所知，並無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

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僱員846（二零一六年：829）人，全部均為長期全職僱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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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僱員詳情如下：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僱員總人數 846 829

按性別劃分

男 662 646
女 184 183
按地區劃分

香港 110 100
中國 701 692
香港及中國以外（附註） 35 37

按年齡組別劃分

30歲以下 174 175
30至50歲 594 579
50歲以上 78 75

僱員流失比率 (%) 5% 17%

按性別劃分

男 4% 17%
女 7% 15%
按地區劃分

香港 19% 7%
中國 2% 18%
香港及中國以外（附註） 9% 19%
按年齡組別劃分

30歲以下 3% 6%
30至50歲 4% 22%
50歲以上 10% 7%

附註： 指留駐日本、新加坡、德國及美國的僱員。

健康及安全
中遠海運國際為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日常業務性質表明我們的安全風險狀況處於相對偏低的水平。本公司辦公室配備

適當的滅火消防器材如滅火筒，專責人員不時巡查以確保辦公室安全通道暢通無阻，此外，我們定期及不定期組織火警

演習。新入職的員工必須參與火警演習，認識滅火工具的使用及存放的位置以及熟習逃生路線。本公司非全資附屬公司

中遠關西公司及本公司合營企業中遠佐敦在中國內地從事生產易燃易爆塗料化工產品，中遠海運國際深明確保生產安

全穩定是企業對股東、對僱員和對所在社區的重要社會責任。因此，本集團一直把確保生產安全穩定作為企業管理中首

要任務之一，各塗料企業均設有安全管理制度，並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

產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消防法》等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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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於二零零六年成立安全委員會，以「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為宗旨，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

法》、中國地方政府有關法律法規、行業標準以及香港相關安全管理規定，對附屬公司的安全生產進行統一指導、檢

查、評估、監督，以及教育和宣傳，通過規範化、標準化的職業健康、安全及環境（Health, Safety and Environment，簡稱

「HSE」）管理體系和企業文化建設，全面規範和管理各附屬公司的安全管理工作，增強全體員工的職業安全和健康意

識，嚴禁辦公室及廠房吸煙。年內，就本公

司所知，並無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

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

中遠海運國際持續堅持將「必保安全、實現

三零」作為安全管理工作的總體目標。「必保

安全」指整體生產形勢要保證安全，「實現三

零」指要做到「零事故、零傷害、零污染」。

中遠海運國際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十分

注重廠房及倉庫的安全措施，按中國及所在

地有關危險化學品的法規要求，嚴格執行危

險化學品登記管理辦法、常用化學危險品儲

存通則、危險貨物包裝標誌及特種設備安全

監察條例處理危險化學品，並已取得了國際

標準化組織（「ISO」）制訂的質量管理體系認

證 (ISO9001)、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OHSAS18001)和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ISO14001)，並通過審核，為企業建立健

康、安全、穩定的工作環境提供有力的保障。日常操作由相關部門按公司的職業健康與安全規定進行檢查，並及時糾正

發現的不符事項。

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並無因工死亡（二零一六年：無）及工傷事件個案（二零一六年：無）。年內，本集團沒有發生任何重

大生產安全事故，確保了生產安全及穩定。



82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1

2

3

於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採取了以下多項安全健康措施：

已採取的安全措施 於二零一七年已實施及監控工作

 透過多種方式全面整治隱患，

方法為「三查」：

• 自查

• 排查

• 督查

• 為了及早採取預防措施，本集團通過定期和不定期對各營運單位進行安

全檢查，查找潛在安全隱患，跟進落實整改。

• 中遠關西公司繼續實施安全自我評價體系檢查標準（塗料企業）的自

評活動、公司內部繼續開展危險預知訓練（Kiken Yochi Training，簡稱

「KYT」）、全員生產維護（Total Productive Maintenance，簡稱「TPM」）和生

產改革（Supply Manufacturing Shipment Speed Makemoney Slim Human，簡

稱「SMASH」）活動，按規定計劃推進企業安全文化建設工作。二零一七

年度，中遠關西公司進行了280次（二零一六年：72次）安全檢查，找出

1,076（二零一六年：528）處隱患，已悉數獲得整改。

 持續實施突發性的應急演練，

及對應急設備的檢查與更新

• 安全委員會對中遠關西進行現場安全檢查共21次（二零一六年：37次）。

• 中遠關西公司二零一七年度舉行了大型綜合及專項應急演練共17次

（二零一六年：32次），參與人數為568人次（二零一六年：1,617人次）。

 宣傳教育職業安全健康 • 根據不同種類的安全管理工作，訂立不同的安全健康教育培訓目標及籌

辦多項不同培訓活動。

此外，中遠關西公司加強作業現場管理，採取新技術、新工藝，降低有職業健康危害物料使用。中遠佐敦就職業健康與

安全採取了治本的措施，從工程控制方面，在工廠設計階段考慮職業衛生防護等級較高的生產設備並實施；及從個人

防護方面，按照不同崗位的接觸危害因素配備相應等級的勞動防護用品。安全委員會年內也對中遠佐敦工廠進行了6次

（二零一六年：2次）現場安全檢查。

發展及培訓
中遠海運國際一直重視僱員個人的事業發展，並鼓勵僱員與時並進，持續進修，以符合社會日新月異的變化和滿足企業

急速發展的需要。本集團鼓勵和資助員工參與跟工作崗位相關的個人進修課程，加強員工隊伍的職業培訓，以提升管理

團隊的專業知識及激發員工的潛能。此外，為使新引進的員工能夠盡快融入公司，瞭解公司的制度和企業文化，本集團

為新員工均提供入職基礎培訓，本公司相關附屬公司組織新員工入職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公司的人事管理制度、財務管

理制度、公司發展戰略規劃、物流管理規定、職業衞生健康培訓、安全管理培訓及特種作業培訓等；同時，創新性地將

工作實踐融入到入職培訓的環節中，安排新員工到相關部門由專人進行工作指導，對於新員工快速掌握崗位技能起到

了良好效果。此外，新修訂的各項管理制度，由責任部門負責對相關人員進行制度宣貫，使員工更快了解最新的相關制

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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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公司組織了有關業務發展的工作研討會或工作會議，增加了不同地區各級別工作人員及專業人員交流和探討

問題的機會，通過與會人員的熱烈討論和發言，達到了較好的培訓交流和互相學習的效果。此外，本集團員工亦不時參

加由專業團體舉辦的專題講座，增進業務相關的知識；前線銷售人員亦可藉著銷售技巧的培訓，提升工作技能。技術中

心人員不時參與股東方的技術交流活動，提升技術水平；生產廠房安全委員會人員亦會參加中遠海運集團組織的安全

技術講座，共享安全管理經驗及技術。今後，本公司將會繼續通過系統化的培訓工作，提升管理人員素質，給予員工更

多發展機會，推動每位員工與中遠海運國際共同成長。

本集團僱員的培訓紀錄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接受培訓總時數 15,599小時 15,648小時

按僱員級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培訓的平均時數╱受訓僱員百分比

高級 31小時╱80% 26小時╱84%

中級 19小時╱41% 28小時╱84%

一般 14小時╱70% 15小時╱79%

按僱員性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培訓的平均時數╱受訓僱員百分比

男 11小時╱65% 13小時╱80%

女 33小時╱75% 33小時╱80%

勞工準則

本公司已有一份載於本公司規章制度的全面人力資源政策，支援我們在人力資源方面的一切工作。政策包括招聘、考

評、培訓及福利，如補助僱員所屬專業機構的年度會費。此外，附屬企業亦有其入職行政管理及招聘與錄用管理辦法等

規定。本集團一直嚴格遵守不同地區有關公平就業機會、童工及強制勞工的相關法例。

中遠海運國際遵守業務所在相關司法權區的僱傭法規及相關政策指引，包括在香港地區的《僱傭條例》、《僱員補償條例》

和《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等；及在中國地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和《中華人民共

和國殘疾人保障法》等，從而確保僱員享有人權，有效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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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可透過其內部定期滙報僱員資料程序以檢討招聘慣例，以避免任何不合規。此外，本集團在招聘過程中，嚴格依

照內部招聘流程包括《招聘與錄用管理辦法》、《績效管理辦法》和《勞動合同管理辦法》，確保不存在聘用童工及以任何形

式對員工實行強制勞動的情況。年內，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就有關經營活動、勞工慣例（包括但不限於賠償及薪酬、招

聘、工作時數、平等機會、健康及安全、童工及強制勞工）而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準則、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

宜。

環保

本集團一直推動環保辦公，積極落實節能減排、循環再用。特別是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嚴格執行國際標準化組

織（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簡稱「ISO」）制訂的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內列明的各種制度和管理措施，積極

推動節能減排工作的相關新技術及新技能，開發環保產品，於年內在水性箱漆及水性重防腐塗料研發取得突破性進展，

形成多個系列水性集裝箱塗料產品，目的是將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損害盡量減低。內部方面，我們鼓勵僱員採取對環

境負責的態度，持續改進環境管理慣例及措施，以減少浪費資源耗用、減少製造廢物、增加循環再用及提升資源使用效

益。

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嚴格遵守中國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

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影響

評價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以及中國當地有關防

止及控制廢棄危險化學品產生的環境污染物、空氣污染標準及綜合污水排放標準的各類規則及標準。年內，就本公司所

知，並無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

排放
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需要以下輸入用作營運及生產塗料，產出對環境造成影響載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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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的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單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污水 公噸 21,013 17,611

廢氣： 公噸 29.09 17.71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VOC」）和苯 公噸 4.73 11.55

甲苯 公噸 0.12 3.17

二甲苯 公噸 1.70 1.63

顆粒物 公噸 20.14註 1.36

其他廢氣排放物 公噸 2.4註 0

固體廢物（有害） 公噸 1,420 1,026

固體廢物（無害） 公噸 363.2 134.3

註： 由於上海金山塗料廠於二零一七年度內，採用了要求較高的國家及相關地區要求的排放指標統計數據，故二零一七年度的實際檢測值較

二零一六年為高。

本集團溫室氣體（「溫室氣體」）的排放數據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及2）（公噸） 4,170 4,349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及2）（公噸╱平方米） 0.14 0.15

每位僱員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及2）（公噸╱僱員） 4.93 5.25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2及3）（公噸） 4,589 4,719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2及3）（公噸╱平方米） 0.15 0.16

每位僱員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範圍1、2及3）（公噸╱僱員） 5.42 5.69

直接排放（範圍1）（公噸）

汽油附註2 103.65 384.17

柴油附註2 207.98 206.70

間接排放（範圍2）（公噸）

電力附註3 3,858 3,758

間接排放（範圍3）（公噸）

公事出差附註4 251.85 205.09

耗紙量 167.46 165.11

附註：

1. 溫室氣體排放數據乃按二氧化碳當量呈列。

2. 氣油及柴油的排放數據來自公司車輛。

3. 如本報告項下「能源消耗」一節附註2.所披露，電力的排放數據不包括中遠國際船舶貿易（北京）有限公司。

4. 公務出差是指乘搭飛機的公務出差。航空旅程的排放量數據乃主要採用國際民用航空組織碳排放計算器計算。該等有關公務出差的排放數

據不包括中遠關西公司日本方股東委派的管理層之公務出差。當中未能確定位置的根據估計行程距離及相關排放因子計算。

5. 密度乃根據本集團總樓面面積（廠房及辦公室）及僱員總人數計算。

年內，中遠關西公司用作包裝塗料的物料總量約為5,036噸（二零一六年：約3,905噸）。



86 中遠海運國際（香港）有限公司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減少污水及污染物排放
年內，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實施減少污水及減排的環境管理措施如下：

• 定期清理環保設備污水處理沉澱池，檢查水泵、曝氣池工作狀況，並做好相應記錄，加強污水處理的管理，使污水

排放符合環保部門要求。

• 採用管道、中央通風系統及除塵過濾設備，以減少廢物產生。

• 積極推進水性塗料替代溶劑型塗料工作，減少VOCs排放。

• 採取措施落實節能減排工作，減少能源消耗，降低水的使用和電力使用，避免資源浪費。

• 加強現場作業管控，減少垃圾產生。

• 採取措施加強廢棄物和包裝物的使用，採用大包裝替代小包裝。

• 聘請新的危險廢物處置商。

• 製作倒桶架將原料桶倒置，防止桶內的原料殘留，最大限度節約原料。

• 通過廢物分類管理，循環再用木質托盤，減少廢物的產生。

• 通過將空調溫度夏天控制在攝氏28度、冬天控制在攝氏22度減少氣體排放，降低耗電量間接減少碳排放。

• 通過公司車使用程序減少用車次數，鼓勵多使用公共交易工具，減少汽車氣體排放。

• 通過優化改善工藝，減少廢物的產生、降低能源消耗及提升能源效益。

廢物管理
本集團致力以負責的態度處理廢物，亦務求善用資源。有害廢物如來自廢物處理及廢氣處理設施的排放物、廢棄設備清

潔溶劑的排放物、來自生產車間及研發實險室的廢物等，會送交合資格單位處理。無害廢物如部分廢棄袋、夾、紙等，

由合資格單位回收再用。一般垃圾由衛生部門定期清理。

年內，本公司旗下塗料生產附屬公司採取了以下減廢措施：

• 透過培訓工作坊加強員工對有害廢物和有害廢物處理程序的意識及知識。

• 加強有害廢物的收集及存放管理。

• 提升生產營運管理，確保生產平穩及減少製造有害廢物。

此外，中遠佐敦於年內將廢水物靜化後回用可重用的廢水，以減少清水用量及減少廢水物量 ;並將未污染原料的包装桶

分揀出來，不列入危廢物、減少危廢物量。

年內，本公司並無獲悉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且並無有關環境污染的重大事

故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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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效益
本公司認為，「能源」是可持續發展重點之一，改善營運的能源效益不僅提升環保效果，長遠而言亦減低成本及改善營運

效率。

本集團通過與不同環保機構合作舉辦各種形式的培訓和教育活動，以加強員工的環保意識，提升對節能減排、能源效益

等方面的應用和認識，以建立低碳辦公的企業文化。中遠海運國際開展「節約一滴水、一度電、一張紙」的環保活動，鼓

勵員工節約辦公室耗用品，減少印刷紙張或雙面打印；節約用電，關掉不使用的電腦或電器用品及設備，使用具高能源

效益的節能燈泡或發光二極管（light-emitting diode,簡稱LED），將辦公室空調溫度調至平均攝氏25度，並且透過強調關注

環保及節約能源重要性的海報及口號等，促使全體員工加強節約能源的意識。

此外，中遠關西公司年內在日常營運中實施的節能措施如下：

• 開展全員生產維護（「TPM」）活動，定期對生產車間的員工進行TPM培訓，提高員工對規範操作設備的意識，減少設

備故障、減少損耗、提高工作效率及確保設備安全運行。

• 加強節能培訓及教育。公司會在淡季推行有關節能及有害廢物知識的培訓，以促進節約能源意識及廢物處理規範。

• 利用新科技減少能源消耗。

• 採取措施落實節能減排工作，減少能源消耗，分別降低水和電力使用，避免資源浪費，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會議

室及辦公室等開關按鈕附近張貼節約用電小標語；空調溫度設定規定夏天冷空調不得低於攝氏28度、冬天熱空調

不得高於攝氏22度；後勤保障部門巡檢進一步加強監督公共區域電器設備及時關閉；浴室熱水加溫增加時間溫控

聯動功能，根據人員數量用水量科學設定加熱時間同時利用用電低峰晚上自動加熱。

• 制定年度用電計劃，監督落實情況。鼓勵多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減少用車次數、對公司車用油進行記錄、出行里程、

按時對車進行保養檢查維修，確保公司車排放氣含物符合相關法律及法規排放標準。參與中國和地方的節能環保

活動向僱員宣傳環保、節能措施，積極推進相關技術，鼓勵員工環保由自身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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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
下列是本集團按種類劃分的能源消耗：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總用水量（公噸）附註1 43,303 78,375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總用水量（公噸╱平方米）附註1 1.82 3.29

總耗電量（千瓦時）附註2 4,620,545 4,337,874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總耗電量（千瓦時╱平方米）附註2 154.74 148.38

每位僱員的總耗電量（千瓦時╱僱員）附註2 5,676.35 5,355.40

附註：

1. 除了中遠關西公司及深圳中遠保險經紀外，因本集團成員公司的供水為各辦公地方管業處或業主自行控制，且未向其所佔用單位提供分

錶，故此，除中遠關西公司及深圳中遠保險經紀外，本集團未能提供有關用水量。因此，用水量密度根據該等可提供用水量數據的本集團

成員公司的樓面面積（廠房及辦公室）計算。

2. 因本公司附屬公司中遠國際船舶貿易（北京）有限公司的供電為辦公地方管業處或業主自行控制，且未向其所佔用單位提供分錶，故此，中

遠國際船舶貿易（北京）有限公司未能提供有關用電量。因此，耗電量密度根據該等可提供耗電量數據的本集團成員公司的樓面面積（廠房

及辦公室）及僱員人數計算。

綠色環保
研發及推廣綠色塗料產品
在推廣綠色塗料方面，中遠關西公司及中遠佐敦多年來致

力於研發和推廣綠色塗料。積極倡導綠色環保塗料應用是

中遠關西公司二零一七年的重點工作，繼中國集裝箱行業

協會以及各地方標準制定部門於二零一六年紛紛出台推

廣使用水性集裝箱塗料及水性集裝箱塗料的技術規範，年

內，中遠關西公司積極參與這些規範的制定工作，推動行

業的進步與發展，積極倡導集裝箱漆行業的水性化，潛心

研發適用於各類施工環境下的水性集裝箱塗料系列產品，

成功獲得專利三項。中遠關西公司積極開發應用於不同領

域的水性環保塗層，二零一七年設計開發完成水性車間底

漆，用於民用輕防腐的水性醇酸塗料，水性掛車塗料等一系列水性塗料品種；在水性重防腐塗料方面，中遠關西公司研

發取得突破性進展，完成了適用於清潔能源第三代核電站CAP系列塗層的開發，通過了專家的評審並進行銷售，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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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太陽能駁船項目太陽能電池板保護塗層的開發並實現了實船應用，突破徹底打破國外廠家這項產品的壟斷。同

時為了更好地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二零一八年中遠關西技術中心將研發項目立項的重點放在水性塗料品種上，同時

開展無溶劑及高固體塗料的研發。

二零一七年，中遠佐敦繼續加強船體性能解決方案 (Hull Performance Solution)和高性能防污漆Sea Quantum X200的推廣。

該產品使用無溶劑、低有機揮發物的原材料、可降低船體的粗糙度，令船舶節能增速，理論上相比市場平均水平產品能

夠節省高達13.2%的燃油消耗，有助船東大大降低燃油成本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海洋污染。年內，Sea Quantum 

X200系列防污漆成功在二十餘艘大型船舶上使用。業內對中遠佐敦船體性能解決方案認可性日漸提高。

推動及落實綠色塗料標準規範
綠色塗料是綠色航運發展里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本公司積極推動

發展綠色塗料，為保護全球氣候作出貢獻。中遠關西將繼續開發水

性集裝箱塗料及水性重防腐塗料等系列之高較環保產品，實現了集

裝箱防腐實現綠色環保的承諾言。中遠佐敦憑藉多年來在研發和使

用綠色船舶塗料的專業經驗和技術，主導的國際標準《ISO 19030：船

體和螺旋槳性能的測量》已經出台，該標準能讓買賣雙方清楚地了解

燃油節省技術和解決方案，使整個行業的營運效率和環保成效得到

真正的提高，有望為航運業節省燃油成本。中遠佐敦積極研發高固

含量低VOCs產品，努力為減少VOCs排放。中遠佐敦的努力為航運企

業高效持續發展保駕護航。

營運慣例

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中遠海運國際用心了解客戶及其業務並遵守符合本地及國際法律的貿易慣例。員工須遵守內

外部操守及行為守則，嚴禁賄賂、欺詐、競爭行為及貪污。本公司聲譽以及產品質素至為重要，故此本集團強調必須向

經內部篩選後的供應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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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管理措施規管供應商的委聘。本集團根據內部指引實施供應商管理。根據當前市場環境、中國及所在地對相關原

材料的生產倉儲及運輸的法律法規要求，識別出明年全年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相關因素，根據品質及價格通過供應商篩

選及評估程序以挑選供應商。此外，為確保供應商在質量保證、安全及其他環境管理等方面的能力，本集團會向相關供

應商通報對環保、安全和職業健康方面的要求，並到供應商現場對其生產能力、技術水平、質量保證能力、供貨能力、

安全環境管理資質等方面進行實地調查，具有一定資質的、符合法規要求的供應商才能獲本集團甄選。

本集團嚴格執行有關供應商管理，全部按照公司供應商准入評估執行，對新供應商的整體實力、資產情況、企業性質、

行業口碑、產品質量、發貨情況、遵紀守法等項目進行評分，每年對供應商信息和相關資質文件進行更新。

本集團以相同條款及條件的原則下繼續推動供應商當地化，以科技物流管理技術，縮短材料交付時間、控制倉儲存量及

交付帶來的運輸壓力、減少運輸工具的排放量。本集團的供應商數目按地區劃分如下：

年份 中國內地 香港 其他國家

二零一七年 813 118 733

二零一六年 826 118 726

產品責任
本集團致力遵照適用的當地及國際法律向其客戶提供優質、健康及安全的產品和服務。根據中國相關規則及法規，中遠

關西公司註冊為危險化學品生產企業，而產品按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相關規定採用統一分類和格式的產品安全

技術說明及安全標籤，並嚴格遵守中國集裝箱行業協會關於《集裝箱行業降低油漆鉛含量實施方案》的通知、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標準GB30000系列《化學品分類和標籤規範》、《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監控化學品管

理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易製毒化學品管理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新化學物質環境管理辦法》。年內，就本公司所

知，並無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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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於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及服務，對有關產品及服務的投訴高度重視，已制定處理投訴的程序（包括服務及產

品的投訴）。公司設有專責人員負責調查並採取若干糾正措施，防止日後再出現有關投訴。年內，本集團共接獲11宗（二

零一六年：10宗）有關產品及服務的投訴，相關公司已為客戶調整施工方法、調整產品和換貨，所有投訴已妥善處理及

完結。

為確保產品安全及品質，已經制定品質保證程序及退貨程

序，並在生產過程當中，定期進行取樣及實驗室測試。倘任

何產品未能符合標準，將被視為劣質產品，須接受進一步

檢驗。退回產品將接受測試，倘產品符合標準，將會成為存

貨，否則將予以調整。倘產品經調整後仍未能符合標準，則

會予以銷毀。年內，本集團所生產並已售的產品並無因安全

與健康理由而回收（二零一六年：無）。

本公司高度重視知識產權。中遠關西公司有專責部門負責

知識產權的維護與管理，知識產權的申請根據產品開發和

成熟市場的產品保護要求進行，不僅限於塗料產品本身，亦包括塗料產品的施工方法、施工裝置設施、塗料功能及性能

特點等。專利保護年限根據產品銷售的週期決定，定期整理知識產權結構。

在香港的日常營運當中，本公司不時蒐集利益相關者的個人資料作不同用途。個人資料只會根據香港《個人資料（私隱）

條例》合法蒐集，並只作相關用途。我們確保利益相關者的個人及商業資料乃妥善運用，僅限於獲授權的商業用途，並

僅限必需知情的員工才可獲取。在中國的營運中，已採取客戶管理措施，並設有專責人員負責維護客戶數據，嚴格保障

消費者數據及隱私，以及在客戶滿意度調查中進行跟蹤。

反貪污
為確保員工的誠實、忠誠及道德行為藉以提高本公司聲譽，本集團已制定正式的員工守則及舉報政策。員工守則作為明

確及完備的指引，以監察本集團的僱員在日常營運中的操守及行為。每年，本集團通過本公司及各附屬公司進行自我審

查，檢討員工守則的實施情況，務求員工守則在實際營運及管理慣例中貫徹執行，平衡及維護本集團與利益相關者的利

益，建立長期夥伴關係。舉報政策為報告本集團內任何失當、不當行為或不法行為提供渠道及指引。僱員如發現不當行

為，可通知相關指定上級或直接向審核委員會主席作出投訴。本公司已設立電子舉報郵箱及熱線。所有舉報將會獲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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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的方式處理。審核委員會主席將複查該投訴及決定如何進行調查。此外，本公司旗下中國內地附屬公司亦制定相關

制度以防止商業賄賂行為，並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法》等，各公司在經營活動中堅持重合同守信用，嚴守相關法律和規定。同時，亦重視懲防體系

建設，持續推進全面風險管理，在防範措施上，重點加強廉潔教育，對招標採購制度的細化以及重要員工選拔任用體系

的完善，同時落實關鍵崗位的輪崗等。在舉報途徑上，主要通過總經理信箱及內審部。在監察方法上，通過外部專業機

構例行審計以及內部專項審計等方式，以及日常的制度檢查。年內，就本公司所知，並無任何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

關標準、規則及法規之不合規事宜。此外，於二零一七年並無發生任何牽涉中遠海運國際或其僱員關於貪污方面的訴訟

個案（二零一六年：無）。

此外，本集團提倡廉潔從業，不時安排由高級管理層以至前線員工等各級員工參與由本公司及╱或中遠香港舉行的一系

列商業道德講座、海報、標語、動漫，從多種途徑以進一步提高其管理團隊的專業操守及操守管理，推廣更高商業道德

及廉潔價值的管理文化，加強員工對員工守則的認同及承擔。

社區參與

社區投資
中遠海運國際致力締造可持續繁榮的環境，為所有利益相關者帶來長期的社會及經濟利益。本著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

精神，中遠海運國際積極履行企業公民責任，主動回饋社會，並推動員工參與各種社會公益事務，為國家、為社區作出

貢獻，同時為有需要人士提供更多援助。

制定公益捐款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中遠海運國際制定了公益捐款政策。該捐款政策旨在為本集團提供指引，向非政府組織及其他慈善機構

分配資金。政策規定慈善捐募的方式，確使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在其所在社區與相關團體建立伙伴合作關係。根據該政

策，本公司將每年的公益捐款預算總金額佔上一年度權益持有人應佔利潤的百分比，原則上保持在0.1%左右，以支持年

內所有慈善活動及相關社區服務的直接捐款及間接開支。實際慈善捐贈金額可隨著盈利表現變化作出適當調整，預算

慈善捐款計劃須每年呈交高級管理層作最後審批。二零一七年，中遠海運國際的公益捐款及相關費用合共為285,000港

元（二零一六年：272,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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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立義工假期
為表達我們對弱勢群體的關注，履行貢獻社會的承諾，中遠海運國際自二零一一年起開展義工服務。過去數年，本公司

力臻完善義工服務工作，在香港地區成立了中遠海運國際義工團隊，以「熱心服務、造褔社群」為團隊口號，並通過設立

義工假期，鼓勵和吸引更多員工參與義工服務。所有香港員工每年參加由公司組織或轉介的義工服務滿八小時，均可獲

半天有薪假期。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的社區參與工作繼續集中在教育、環境保育，以及幫助弱勢社群的義工服務。

二零一七年本集團慈善捐款金額的用途分佈

13%

12%
49%

26% 慈善贊助

環境保護

教育

弱勢社群

教育
持續幫助中國內地山區教育
中遠海運國際一直支持捐助中國內地偏遠山區學童，讓他們能繼續

學習，用知識改變命運。自二零零八年起，中遠海運國際贊助非牟

利慈善團體苗圃行動舉辦的大型步行籌款活動「苗圃挑戰12小時慈

善越野馬拉松」，並資助員工參加該慈善步行籌款活動。

二零一七年，中遠海運國際派出55名員工及其家屬組成16支隊伍，

參加「苗圃挑戰12小時慈善越野馬拉松2017」籌款活動，這是中遠海

運國際連續第十年支持該活動。所有參賽隊伍均在指定時間內完成

了12公里助學線賽程，其中兩支參賽隊伍在公開隊際組中分別取得

了公開隊際組亞軍和第六名的優異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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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保育
支持保育海洋
作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公司會員，中遠海運國際一直支持該機構的環境保育工作。二零一七年，總部設於香港

的中遠海運國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年度環保活動「地球一小時」，關掉所有不必要燈光，減少碳排放，履行

我們救護地球的義務。

秉承中遠海運實施禁止魚翅運輸政策以履行保育海洋的承諾，本公司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向魚翅說不」的理

念，在大型活動晚宴中停止食用魚翅，以及減少食用已知的瀕危海鮮物種，身體力行保護海洋生態。

本公司支持綠色印刷，年內，公司年報或其他需要大量印刷的宣傳刊物均採用由非牟利環保組織森林管理委員會（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簡稱FSC）認證的紙張，以降低大量砍伐林木對大自然造成的損害，落實對環境負責、對社會有益的

可持續運營方針。

此外，本公司不時組織員工參加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舉辦的環境保育活動，讓員工認識保育海洋環境的重要性。

推廣循環再用
本公司每年與非牟利組織基督教勵行會合作舉辦「環保回收日」，以鼓勵員工捐贈循環再用物件予有需要人士，減少廢

物。二零一七年共捐贈了280公斤衣物、玩具及書籍等物品，所捐贈物品送予新來港家庭、少數族裔人士，以及中國青

海省的孤兒及殘障兒童，或透過義賣作為支持基督教勵行會各項慈善服務的經費。

關懷弱勢社群
關注獨居長者
中遠海運國際義工團隊的服務對象主要為獨居長者或貧困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等弱勢社群。每年，中遠海運國際與非牟

利社會服務機構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小區服務中心合作，派出義工團隊在寒冬，端午、中秋等節日期間上門探訪獨居

長者，並贊助禮品包以表關心。二零一七年，成功探訪了64位獨居長者及同住長者，慰問他們近況並向社工反饋，以便

跟進有關需要。

此外，今年中遠海運國際與鄰舍輔導會深水埗康齡小區服務中心首

次合辦「與耆同遊海防館」活動，由中遠海運國際贊助，派出義工隊

陪同44名長者前往香港海防博物館參觀遊覽，認識香港六百多年來

的海防歷史，並共晉午餐，傳遞中遠海運國際對所在社區長者的關

愛精神。中遠海運國際在參與義工服務的積極表現，獲得鄰舍輔導

會頒贈嘉許狀予以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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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低收入家庭
為了讓香港的弱勢社群包括新來港和低收入家庭能有更多機會融入社

群生活，中遠海運國際不時舉辦如戶外參觀或農場工作坊等活動，由公

司義工隊陪同參與。二零一七年，中遠海運國際與基督教勵行會合作，

由中遠海運國際贊助，並派出義工團隊陪同24名受資助的兒童，參加

「米埔南生圍濕地探索之旅」，在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導師帶領

下，參觀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及南生圍濕地，追尋侯鳥蹤影，比

較有管理和沒有管理的濕地，並利用蘆葦製作環保紙，學習保護大自然

珍貴資源，培養保育生態及可持續生活的意識。

二零一七年，參與義工服務的義工有93人次，義工服務時數達 388小時。合共有 132人因上述活動而受惠，體現出中遠

海運國際關愛弱勢社群、投入服務社區的企業社會責任精神。中遠海運國際獲得香港生產力促進局頒發第八屆香港企

業公民嘉許計劃「企業組別」嘉許標誌及「義工隊組別」嘉許標誌，更榮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10年Plus商界展關懷」標

誌殊榮，以嘉許公司連續十年在關懷員工、環境和社區所作出的貢獻和承擔。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社區投資

企業慈善捐款及資助（港元） 285,000 272,000

義工參與

人次 93 76

服務時數 388 376

受惠者

受惠人數 132 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