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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編製說明

概覽
本報告是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下稱「巨騰」、「本集團」、「我們」）發佈的第二份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
（「ESG報告」），重點披露本集團在品質、環境、安全及衛生、有害物質管理、勞工管理、道德管理等方面策略、
管理辦法、管理重點及表現的資料。本報告年期與年報一致，即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編製依據
本報告主要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即香港上市規則附錄27）編製而成。本報告內容按照
既定程序而釐定。有關程序包括：識別和排列重要的持份者、識別和排列重要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收集環境數
據、對報告中的數據進行檢視等。

本報告已符合指引中所有「不遵守就解釋」的規定。

報告範圍及邊界
本報告之內容僅涵蓋以下子公司：

－ 吳江大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 大昶電腦配件（蘇州）有限公司

－ 蘇州大智資訊配件有限公司

－ 巨騰（內江）資訊配件有限公司

－ 緯立資訊配件（泰州）有限公司

－ 巨騰電子科技（泰州）有限公司

－ 巨寶精密加工（江蘇）有限公司

－ 大昶（重慶）電子科技有限公司

－ 昶寶電子科技（重慶）有限公司

－ 聯益精密（中山）有限公司

於2017年12月31日，以上子公司聘用之僱員佔集團總僱員人數約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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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編製說明

數據來源
本報告的數據和案例主要來自本集團的統計報告和其他相關內部文件。

董事會確認
本報告經管理層審閱後，於2018年3月16日獲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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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0年創立以來，巨騰國際一直專注於為客戶提供優質及客制化的筆記本電腦、通訊設備及電子消費品外殼產
品，深受客戶信賴。過去17年，巨騰獲得快速的成長，成為全球同類型企業的領先者。在這期間，各國政府、電
子產品品牌企業以及普羅消費者對於電子行業的勞工人權、環境污染、節能減排等責任議題亦日益重視。巨騰作為
全球電子行業供應鏈的一份子，自當制定政策和內部管理程序，承擔社會及環境責任，並推動上游企業共同為維護
勞工人權和保護環境而努力，使巨騰繼續得到廣大投資人及權益人的支持。

巨騰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責任承諾如下：

責任經營

遵守各營運地點的法律、法規，以及客戶對供應商在社會責任方面的要求；

委任專人在各子公司（下稱「廠區」）落實國際認可的環境、健康及安全、勞動人權的管理體系；

秉持商業誠信，杜絕貪腐行為，保護機密信息，尊重知識產權。

以人為本

尊重員工的基本人權；

提供公平的工作環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

提供安全衛生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確保員工的安全和健康；

合理安排員工工作時間和休假；

提供合理工資福利；

不使用童工，並禁止任何形式的強迫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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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保護環境

做好工業減廢及資源回收；

減少廢氣、噪音及有害廢棄物的產生與排放；

有效利用能源與資源，保護環境。

供應商管理

訂定供應商稽核機制，以保障供應鏈間的勞動人權、實行環境保護、倡導廉潔營商；

杜絕衝突礦物的使用。

追求客戶滿意

做到「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

以客戶滿意為導向；

追求滿足客戶需求之品質及服務，達成品質、成本、交貨期、服務、安全之管理目標；

建立完善的客戶投訴及改進體系；

始終對客戶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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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權益人溝通及重要性分析說明
我們相信，認真聽取各權益人的意見有助於我們客觀、全面地評估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因此，在日常
運營中，我們會通過各種的溝通渠道，與不同的相關方就這些事項進行溝通。

在籌備2016年度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的過程中，我們委託獨立第三方機構開展了權益人溝通工作，以辨別對
集團而言較為重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由於匯報期內巨騰所處之市場、所營運之業務及所面對的風險並無重
大變化，董事會認為本報告可繼續沿用2016年度的重要議題清單，以使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具延續性。
以下為巨騰的重要議題清單：

環境 勞工

• 減少廢氣、廢水排放

• 有害廢棄物處理

• 節能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 產品有害物質含量控制

• 遵守勞工法例

• 保障工人健康與安全

• 保障勞工人權及生活條件

管治及社區 產品責任

• 反貪腐

• 供應商環境及社會表現管理

• 保護客戶信息及隱私

• 保障產品質量

• 良好的客戶服務和溝通

• 誠實銷售

• 產品技術創新



責任經營

7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20177

巨騰是全球筆記本電腦、通訊及電子消費產品產業鏈的重要一員。多年來，集團價值鏈的各個成員，包括公司的主
要客戶和供應商，均致力減低對環境及勞工造成的影響。巨騰為達到行業間各成員的期望，早已落實各種ESG管控
措施，並遵守各種適用於巨騰的商業誠信法規。

ESG內控系統及治理架構
巨騰致力達到客戶的標準及要求，不斷改善在品質、環境、安全及衛生、有害物質管理、勞工管理、道德管
理等方面（下稱ESG範疇）的表現，秉承永續經營的理念。我們依照 ISO9001:2008、ISO14001:2004、OHSAS 

18001:2007、IECQ HSPM QC080000:2012標準及客戶要求建立ESG內控系統，並以維持與持續改善此系 

統為目的。

ESG內控系統的建立與維持是各廠區總經理的責任。總經理需要為系統的運作和改進投入資源。總經理會委任一管
理代表，負責督導內控系統之推行與維持，督導組織內所有崗位執行系統各項要求，並向總經理提交系統的績效報
告，以供管理層評核，以作為持續改進的依據。各部門負責執行ESG目標，制定ESG方面的培訓需求，編寫和執行
部門的環境管理、安全生產等相關程序，對環保、安全相關設施進行日常管理和維修等等。各部門均委派指定員工
參與有關職業健康安全的管理工作，包括政策的制定﹑危險源識別與風險評估﹑安全衛生目標方案的擬定及監督實
施等，發揮工會在安全生產中的監督作用。

法規遵循
巨騰在營運上一直致力遵循各營業地的相關法令規範，以減低財務及商譽損失之風險。我們建立了《法律、法規管
理程序》來識別與本公司的活動、產品及服務相關的環境、社會法律，確保我們對於潛在危險源的處理合符規定，
為員工帶來清晰的指引。此外，為更有效了解客戶的要求，我們制定了《資訊溝通管理程序》。

反腐倡廉
巨騰致力於維持客戶的信任與尊重。我們秉持公正、誠實的競爭理念，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同時加強公
司治理及內部監控，降低公司的管理風險，維護公司和股東合法權益。公司訂有《商業道德管理程序》及《反共謀管
理程序》，防止員工之間或與其他外部人士採用行賄、勒索、欺詐等違法、違規手段，共同謀取個人不正當利益。
廠區的管理層承擔反貪腐工作的總體責任；管理部負責協調和指導反貪腐工作，包括對員工進行反貪腐培訓和法
律、法規及誠信道德教育、評估貪腐風險並建立具體的管控程序和機制，進行貪腐舉報的接收、調查、報告和提
出處理意見等。巨騰設有舉報電話熱線及電子信箱，任何人士均可對涉及員工的不道德行為和非誠信行為進行實名
或匿名舉報。

匯報期內，並未有巨騰國際及下屬子公司的僱員涉及貪污訴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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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信息保護及尊重知識產權
巨騰承諾盡力維護客戶、供應商、員工或其他第三方託付給本集團的各項機密數據、個人資料，以及具知識產權的
資訊，如專有技術的信息等。巨騰的《商業道德管理程序》列明各項保護機密資訊的流程，包括禁止員工為個人目的
使用任何機密數據及專有資訊，及確保巨騰在保密，收集、存儲、處理、傳輸和共用個人資訊時，遵守與隱私和
資訊安全有關的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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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國際是一所以人為本的企業，我們強調維護勞工權益、尊重員工需要、公平對待所有員工的重要性。巨騰為員
工提供理想的工作環境，並期許員工以積極的態度對待工作，實踐巨騰的價值觀。我們的人力資源政策及程序均按
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制定。

截至12月31日巨騰國際員工人數之百分比1

2016 2017

按性別劃分
男性 58.69% 57.85%
女性 41.31% 42.15%

按年齡劃分
16-17歲 1.50% 3.10%
18-25歲 31.59% 28.75%
26-35歲 40.96% 37.43%
36-50歲 25.53% 30.29%
51歲或以上 0.41% 0.43%

按僱傭類別劃分
責任制（非生產工人） 20.60% 32.88%
加班制（一般生產工人） 79.40% 67.12%

維護勞動人權
我們的人力資源管理政策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及《電子行業公民聯盟行為準則》的要求。我們禁用童
工及強迫勞工，調控員工工作時間及休息日，為員工提供合理的薪酬、福利和居住環境。此外，我們尊重不同性
別、年齡、宗教背景的人士，不容忍任何歧視和侮辱行為。

1 報告範圍除「報告範圍及邊界」內所指外，亦包括其立股份有限公司及宏葉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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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迫勞動及未成年工政策
巨騰屬下公司不使用被強迫、被抵押或抵債、被契約束縛的勞工或監獄勞工；不奴役或販賣勞工。所有員工均自願
工作。本集團禁止聘用未滿16歲人士。人事課及各部門在招聘時會嚴格檢驗應聘人員的身份證，核對相片確認無誤
才能登記入廠。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證的應徵者一律不獲聘用。

如發現有未滿16周歲的童工被登記入廠和分配，廠區會停止其工作，並檢查其身體健康狀況，如果需要治療，本
集團會負擔全部費用直至其痊癒。我們不會立即辭退童工，以防其陷入更加嚴重的困境，且會耐心勸說童工返校接
受教育。如有需要，本集團或會提供適當的經濟資助和其他支援，確保該童工完成法定的義務教育直至達到合法勞
動年齡。

因應週期性的產能需求，本集團會聘用滿16歲但未滿18歲的人士（下稱「未成年工」）。鑑於未成年工仍處於生長發育
階段，且需要接受義務教育，巨騰制定了一系列程序以滿足未成年工的需要，包括安排身體檢查，不安排未成年工
從事如噴漆、粉碎房、絲印、雷雕等具有一定健康或安全風險的工作、高體力勞動強度的工作，或經常重覆同一
工作的流水線作業等。

巨騰會和大學、大專院校、技術學校等簽訂協議，聘用各院校的學生作實習生，旨在為擁有相關專業的學生提供社
會實踐機會，滿足本集團在人才選用儲備之需要。為了緩解人力緊張的情況，巨騰也會不定期招募實習生。在任何
時段，實習生在崗人數不會超過廠區總人數的20%。

實習生在開始工作前會接受勞動安全衛生教育，以防發生工業意外。實習生薪金依同工同酬標準而訂；薪金由公司
直接發放，不會由實習生所屬院校代為發放。實習生不會被安排在晚間工作及加班工作。如實習生未滿18歲，則
與未成年工有同樣工作安排待遇。

尊重女性及不同宗教人士
本集團已制定相關程序保障女性員工的合法權益，包括保護其工作健康。我們不會在女員工於懷孕期﹑產期﹑哺乳
期降低其基本工資﹑解除其勞動合同，或重新評核其晉升機會等。考慮到女性的身體狀況，我們不會安排女員工在
經期從事高體力勞動強度的作業；不會安排已婚或懷孕的女員工在含有毒物質的場所工作。對於懷孕女工，公司不
會安排加班工作，並在工作時間內給予一小時休息時間。

我們尊重員工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並在不嚴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盡量配合，例如在提供符合各宗教規的膳食，
如有員工因例行禮拜需要請假，我們會適當調配人手作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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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歧視制度和懲戒制度
我們在作有關招聘、工資、培訓、升職、解僱和退休的決定時，任何部門的行政管理人員對所有員工必須一視同
仁，不受其民族、性別、年齡、職務、宗教、文化、殘疾、國籍等的影響。公司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侮辱、性
騷擾行為，如有違者將被懲戒。

懲戒制度方面，本集團會向違反員工守則的員工進行警告、甚至解僱等方式，但旨在幫助員工儘快糾正錯誤。公司
嚴禁侮辱、體罰、毆打、非法搜身、經濟性處罰和拘禁員工的行為。禁止歧視制度和懲戒制度由人力資源部負責
制定。

薪酬、福利及工時
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合理薪酬，薪酬由底薪、職級津貼、績效獎金及加班費組成。員工享有社會保險及年休假、婚
喪假、產假、病假等假期。巨騰員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每週正常工作時間不超過40小時。員工每週
至少休息1天。加班屬員工的自由選擇，特殊情況下，員工每日最多只可加班3小時，每月累計不得超過36小時。

經濟性裁員政策
按生產訂單情況，巨騰或需作出經濟性裁員。遇有此等情況，我們會與員工保持緊密溝通，講解經營狀況及裁減方
案，徵求員工意見，對被裁人員支付經濟補償金。

健康及安全
 巨騰的生產工序帶有一定的職業健康和安全風險。我們的目標是持續改進，降低職業健康安全事故發生率，為員
工提供健康﹑合適和安全的工作環境，並滿足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等法規的要求。各廠區已經落實一系
列的制度，以有效防治職業病及減低工作間意外的發生。巨騰所有廠區均已取得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OHSAS 

18001）的認證。廠區總經理對管理體系的運行負責，每一個部門都需負責進行以下工作，以確保員工工作安全：
編製企業生產工藝、技術改進方案，規劃安全技術、勞動保護、職業危害防治措施；推行健康及安全培訓；進行工
作安全分析及職業病危害因素的日常監測等。

提高員工安全意識是保障員工安全與健康的一個重要環節。各培訓部門負責對新員工進行入職前的職業健康培訓，
所有在職員工亦需定期接受職業健康培訓，提高及更新其職業健康知識，督促員工遵守職業病防治法律、法規和
操作規程，指導員工正確使用預防職業病防護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針對部分工作場所會儲存或使用易燃物料的情
況，我們會為員工提供消防安全的培訓。本集團亦會利用公示欄、黑板報、廠報、會議、標語等形式定期開展職
業健康宣傳。部門會利用班前班後會、在職健康安全風險講解以及健康安全風險標誌牌標識等進行職業健康及安全
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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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防範意外於未然，巨騰會對廠區內各工作區域進行工作風險評估。區域的主管、健康安全人員，以及一位熟悉現
場操作的員工組成工作安全分析小組來開展相關的風險評估工作。

為了降低安全風險、打造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十分重視機械的安全使用。生產過程中，我們會使用衝床、起重
設施、電焊機、噴塗設備、注塑機、熱熔機、雷雕機等各種機械設備。針對使用機械的安全風險，我們已制定的
一套嚴格的機械驗收程序，規定所有機械都需附上合格證、使用說明書、安全防護和控制裝置等。設備操作人員必
須要達到法定的工作年齡，身體狀況良好、沒有患上可能妨礙操作機械的疾病和生理缺陷，並已取得特殊（危險）作
業安全作業證。我們按照《機器設備維護保養程序》對機械進行保養，員工在每次操作機械前均需對機械設備進行安
全檢查。

針對各種工種的安全健康風險，巨騰會向員工提供並要求他們配戴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例如在高噪音環境下工作
的員工需要配備防聲耳塞或耳罩、進行會產生粉塵的工序時員工須配戴防塵口罩。所有工作場所已配備合適的安全
設施，例如塗裝間會配有通風裝置以確保有機揮發物如苯類、丁酮等的濃度處於認可的安全水平；產生粉塵的場所
設有除塵設施。該等設施如出現故障，則必須停止有關工序並向上級提報，加以處理。

我們嚴格管理員工的健康，特別是對於經過需要進行高健康風險工序的員工。我們設有職業健康監護及檔案管理制
度。職業健康管理部門會負責安排從事具有一定健康風險的工序的員工到認可機構進行職業健康檢查。所有員工在
上崗前會先進行健康檢查，之後至少每年進行一次例行檢查；離職前會再進行一次檢查。每一位員工都有職業健康
監護檔案，記錄員工職業史、職業病危害接觸史、相應作業場所健康風險監測結果、及職業健康檢查結果報告。

2016 2017

工業意外受傷宗數 201宗 127宗
工業意外死亡人數 0人 2人2

工業意外損失天數 6,321人天 5,560人天
每一百萬工時意外事故率3 2.86 2.03
每一百萬工時損失天數率4 89.9 74.9

經有關當局考核，吳江大鼎精密模具有限公司於年內獲評為江蘇省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企業。

2 其中一名員工不幸身故之原因為在下班時遇上交通意外。根據有關當局之裁決，有關意外被認定為工傷，因此予以統計及記
錄。肇事者當時亦同為巨騰員工。

3 意外事故率計算方法為：工業意外宗數÷總工時 x 1,000,000。
4 損失天數率計算方法為：因工業意外損失日數÷總工時 x 1,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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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培訓
培育人才是巨騰長期發展的必要一環。我們向員工傳授生產技能及維修技術、培養員工的安全意識、職業道德及社
會責任觀，以促進本集團業務的持續發展。所有廠區均已各自建立一套完善的培訓體系，有計劃地推展、評估、
檢討、改善員工培訓工作，並設有教育訓練中心主導培訓體系的執行。各部門均有專人負責制定該部門的訓練計
劃。

巨騰國際各廠區為員工安排的培訓分為三大類：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在職人員訓練及委外培訓。所有新進人員必須
通過職前訓練，考核合格後獲頒新人培訓臂章後，方可上崗。新進人員職前訓練內容包括廠紀廠規、品質意識、
安全及健康教育等。

在職訓練方面，各部門均有專人根據其業務性質、工作需要等訂定每年之培訓計劃﹐註明課程內容、時數、講
師、考核方式等，經部門最高主管核准後實施。培訓內容包括《電子行業道德守則》要求、無有害物質要求、季度
環境、安全及衛生培訓、機械操作指導等。巨騰亦已制定有挑選內部講師的程序。

新產品於量產前，生產部門的有關員工均須接受新產品之品質特性、規格及作業要求的相關培訓。產品量產後，部
門主管會針對於產品量產階段所發生的問題於早會時間對員工實施再教育，以達至持續降低生產不良率之目的。

委外培訓方面，本集團資助員工參與外間機構培訓，例如協助操作特種設備的人員取得有關操作證。所有培訓資料
會被存檔以備查核。

2017年，巨騰國際各廠區均順利依照年度培訓計劃完成各項培訓，員工的人均受訓時數約為8小時。

勞資關係及溝通
巨騰十分鼓勵內部坦誠公開的交流，以加強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信任，提倡良好的勞資關係。良好的勞資溝通亦有
助我們瞭解員工的訴求，為改善工作環境、待遇、勞工權益等提供參考，使隱患問題能被及時發現和處理。我們
致力提供各種溝通渠道，鼓勵員工成立工會，確保員工知悉其所享有之集體談判權。我們亦致力防止員工在反映問
題後遭受打擊報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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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障員工成的集會及集體談判的自由，巨騰制定了工會、員工代表的產生辦法。員工代表和本集團的管理代表
定期就員工關注的議題直接對話，交換意見。我們亦會於員工代表大會匯報有關改善工作環境的工作成果，如職業
危害防治工作規劃和落實情況。本集團尊重員工和平集會表達訴求的權利。我們保證員工不會因為參與工會活動而
受到歧視、騷擾、脅迫或報復。不論員工是否參與工會活動，巨騰不會在他們的工資、培訓、升職、解聘等方面
有差別對待。

如員工發現上級主管作出不誠實、不公正的行為，或各級員工作出損害本集團利益或侮辱他人的行為，可按《員工
投訴管理程序》向部門主管、管理部或總經理投訴。部門主管收到員工投訴後，一周之內會向投訢人給予明確答
覆。如投訴人要求保密，我們不會向外洩露任何有關該投訴的資料。

年內，巨騰旗下部分廠區成立了員工服務中心，進一步加強與廠區員工的溝通交流和留用方面的工作。中心的主要
職責為接收員工投訴、協調處理員工反映的問題，並主導宿舍衛生等涉及員工日常生活質素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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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為專業之筆記本電腦、通訊設備及電子消費品外殼製造公司，主要的環境影響包括廢棄物的排放、能源及水資
源的消粍等。部分廠房會對外排放污水。公司秉持著「日新又新」的精神，我們致力為客戶提供更好、更快的服務；
但同時亦以保護共同的地球村為己任，不斷提升環保表現，向社會提供更加清潔的產品。巨騰監察公司情況，確保
各廠區公司恪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

環境政策及管理體系
巨騰承諾全力執行下列環境政策：

• 有效利用能源及資源；

• 持續改善環保表現，努力防止污染，降低環境事故發生率；

• 監控有害物質的使用，所有產品都符合「無使用有害物質」的標準；

• 減少廢氣、噪音及有害廢棄物的產生與排放；

• 鼓勵資源回收；及

• 遵守環保、有害物質控制的法令與其他相關要求，並告知全體員工。

所有廠區均已取得ISO 14001:2004環境管理體系及IECQ HSPM 080000:2012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認證，有關體
系亦已與其他管理體系如品質管理體系、健康及安全管理體系等一併實施。廠區總經理對體系落實負最終責任，各
部門依據《品質環境手冊》、《環安衛、無有害物質政策管理程序》、《環境因素及危險源管理程序》、《環安衛目標指
標和方案管理程序》等執行環境管理體系。

根據《環境因素及危險源管理程序》，各廠區部門會對其生產﹑維修，以及服務的過程進行分析，確定與其有關的環
境因素，包括向大氣、水體和土地的排放，熱能、噪音等能量釋放，以及原材料、自然資源和能源的使用。在識
別環境因素後，部門會自行制定有關的管理目標、達成該目標的方法和時間，以實現對污染的預防﹑治理﹑風險控
制，並由管理代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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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物質使用管理
為降低電子產品在棄置階段所帶來的環境影響，保障消費者及電子回收從業員的健康及安全，亦滿足各地法令和客
戶要求，我們已落實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承諾監控生產過程及所使用的原材料，使產品中不含歐盟廢電子電機
設備指令(WEEE)或危害性物質限制指令(RoHS)中指明的任何材料和任何客戶要求禁止使用的材料。具體工作包括：

• 開發新產品時依據客戶或法規的要求選擇合適的材料並制訂相應的有害物管制計劃；

• 因應客戶對有害廢棄物管理的要求制定綠色採購清單；

• 對進料、生產過程、成品是否符合無有害物質要求進行驗證；

• 識別廠內可能使用的有害物質；及

• 安排第三方進行有害物質含量測試。

為控制進料品質，我們向供應商提供有害物質控制標準、要求供應商簽訂《有害物質不使用證明書》，並對供應商的
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進行定期評核。

污染預防 持續改善
巨騰的營運過程中會產生各種空氣、水和固體污染物。為減低巨騰營運時對周邊環境的影響，巨騰落實一系列的措
施控制各類污染物的排放。

廢棄物管理
巨騰產生的廢棄物分為一般廢棄物、可回收廢棄物及有害廢棄物三類。我們會對每種廢棄物作出標識，特別是有害
和可回收廢棄物，並會分開處理。產品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包括噴漆污泥、漆渣、切削液及廢活性碳等有害廢棄
物。此等危險廢棄物會分開存放，由具有回收處理危險廢棄物資格的廠商運走作回收處理。可回收廢棄物包括紙
皮、紙箱、離形紙、薄膜、塑膠瓶、飲料瓶、舒服多（可發性聚乙烯）、泡棉、雜鐵、鐵塊等物料，經收集後由廠
商運走作回收處理。 

2016 2017

有害廢棄物產生及轉移量 4,377噸 6,680噸
按年度收入計算之有害廢物 

 產生及轉移量
每百萬港元

547公斤
每百萬港元

862公斤
紙張回收量 1,185噸 1,462噸
塑料回收量 3,209噸 4,401噸
金屬回收量 10,679噸 12,794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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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水管理
因應各廠區生產工藝的差異，部分廠區會排放廢水。一般廢水會含有可揮發有機物、懸浮粒子、磷和氨氮等。其
中中山聯益、巨騰內江、巨寶及泰州廠區均有產生廢水，而新建之泰州廠房有含鎳廢水排出。此等廠區均建有先進
廢水處理設施，嚴格遵守國家所頒佈的水污染、防冶相關法律、法規，妥善處理所產生的工業及生活廢水。我們
定期對所排出的廢水進行檢測，確保已處理的廢水均達到中國污水綜合排放標準。廢水可經回用系統循環再用，作
為沖洗廁所或補給噴漆及研磨的用水。

2017

泰州廠區一般廢水處理及排放量 434,440立方米
泰州廠區含鎳廢水處理及排放量 37,815立方米

廢氣管理
巨騰致力防止有害物質對大氣造成污染。我們對廢氣從產生到排放的整個過程進行監管，以控制本集團的廢氣排
放，從而達到法規要求。巨騰的生產活動，如運行鍋爐、噴塗、調漆、研磨等會產生含有揮發性有機物、非甲烷
總烴、顆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金屬粉塵等污染物的氣體。現時我們的廢氣處理及排放裝置，主要採用活
性碳吸附或海棉過濾的處理方式。使用過的活性炭由有認可的機構進行再生處理，再供循環使用。

在泰州，我們率先落實使用蓄熱式熱力焚化爐，取代活性碳吸付作為廢氣處理的主要方式。高溫下蓄熱式熱力焚化
爐(RTO)將廢氣中的有機物氧化成對應的二氧化碳和水，從而淨化廢氣，並回收廢氣分解時所釋放出來的熱量。泰
州緯立是江蘇省RTO的示範單位。

根據營運地點各地法例要求，各廠區需要接受第三方公司的工業廢棄物檢測，並向當地環保部門申報檢測所得的廢
氣排放濃度及速率。匯報期內，巨騰所有廠區排放的非甲烷總烴、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的濃度及速率均符合當局
要求。

減少排放
巨騰近年積極從多方面減少有害排放物的產生。例如改進或變更生產工藝，減少切削液的使用、提高油漆使用率以
減少廢漆渣的產生量；又例如在原、輔材料的選擇方面，巨騰選用不含有鉻、錳、鋯、氟、磷、苯等對環境有害
的元素或物質的塗料及輔料；鎂合金噴塗中採用的粉體塗料使用非反應性粉塵，不產生危害環境的化合物。所有塗
料及稀釋劑均不含苯；化成線採用的脫脂劑中不含磷。匯報期內，巨寶廠區為進一步減少污染物的產生，其化成車
間已開始使用不含磷的皮膜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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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騰噴塗時主要使用的UV漆為目前最環保的油漆種類之一。它具有極高的固含量，良好的硬度和透明度、耐黃
變，活化期長、效率高，塗裝成本低等優點。這些油漆相比傳統材料，主要特點是其中有害物質如甲苯、丙酮等
的含量少，有效減少向大氣中排放的有害物質及廢氣。部分產品線已經改用水性塗裝，減少漆渣及廢活性炭的產
生，二甲苯、乙酸乙酯等物質排放量得以減少。重慶廠區已修建隔油沉澱池，減少油污排放。

在切削液方面，我們亦開始選用產生較少可揮發有機物的類型。重慶廠區現時正研究將切削液分離的系統，或可大
幅減少九成切削液危險廢物的產生。

在管理溫室氣體排放方面，蘇州市吳江區的廠區每年會自行進行溫室氣體盤查，並提出溫室氣體減量策略。溫室氣
體盤查報告會由外部機構核查。

減少資源使用
各廠區均訂有《能資源管理程序》，列明各種節約能源和資源的程序，以及各部門在節約能資源方面的責任。

巨騰的廠房主要以天然氣、柴油及外購電力作為能源。為節省能源使用，巨騰廠區會根據其生產工藝的特點，通過
合理佈置生產功能區域及車間設備，縮短廠內產品、原料，物流、人流的移動路徑，降低生產中不必要的能耗。
我們選用具有較高能源效益的數控設備；重慶、巨寶和內江三個廠區的餘熱回收設施會將空壓機中的多餘熱量回
收，供員工宿舍之用。泰州廠區的餘熱回收設施甚至可以將回收熱量用作加熱鍋爐。2017年，聯益廠區淘汰了一
批高耗能的注塑機、衝壓機、空壓機，並計劃停用5台蒸汽鍋爐；內江廠區再新增3台110KW空壓機熱回收系統，
每年可節省加熱水所需電力約3,900兆瓦時。

重慶廠區現時90%的照明均採用LED燈，每年可節省約1,000兆瓦時電力；空壓機採用變頻啟動，每年可為重慶廠
區節省約100兆瓦時電力。巨寶廠區2017年度新建規模為11.73兆瓦的光伏發電站，並已於2017年12月25日投入運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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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7 按年變化

能源消耗
柴油使用量 438,186公升 466,586公升 +6.5%

外購電力使用量 518,762百萬瓦時 570,692百萬瓦時 +10.0%

天然氣使用量 13,396,700立方米 15,835,551立方米 +18.2%

總能耗量 663,073百萬瓦時 740,796百萬瓦時 +11.7%

按年度收入計算之
 能耗密度

每百萬港元
82.9百萬瓦時

每百萬港元
95.6百萬瓦時

+15.3%

溫室氣體排放
範疇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33,428噸

二氧化碳當量
39,393噸

二氧化碳當量
+17.8%

範疇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454,187噸
二氧化碳當量

503,247噸
二氧化碳當量

+10.8%

總溫室氣體排放（範疇一及範疇二） 487,615噸
二氧化碳當量

542,641噸
二氧化碳當量

+11.3%

按年度收入計算之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每百萬港元
60.9噸二氧化碳當量

每百萬港元
70.0噸二氧化碳當量

+15.0%

巨騰在生產、清洗、宿舍等環節會使用市政水。大部分廠區設有中水回用系統，減少對市政水或鄰近天然水源的依
賴。匯報期內，重慶廠區完成化成廢水噴漆╱研磨回用工程，實現95%化成廢水加入塗裝噴漆╱研磨的循環水池回
用。另外，泰州廠區建有冷凝水回收系統，每年可為廠區節省約8,800立方米用作冷卻鍋爐的淡水。巨寶廠區在安
裝廁所感應節水器後，每月可以節約廁所用水約70%以上。內江廠區清洗空桶後的水會引至消防池回用，每年可回
收約900立方米淡水。中山聯益中水回收系統啟用後，回用率可達80%。

2016 2017 按年變化

耗水量 5,329,901立方米 5,558,894立方米 +4.3%

按年度收入計算之耗水密度 每百萬港元666立方米 每百萬港元717立方米 +7.7%

巨騰會採用如紙箱、吸塑等包裝物料。大部分客戶均會透過外包廠商將包裝材料整理回收，再送回我們的廠區再次
使用。包裝材料亦會在集團內部循環使用。整體而言，約有30 – 40%的舊包裝材料會重新再利用。

每當包裝材料因出貨被消耗或破損而被丟棄，巨騰各廠區便需要採購新的包裝材料。因此包裝材料的採購量可以反
映包裝材料的消耗量。

2016 2017 按年變化

紙箱採購量 5,100噸 3,934噸 -22.9%

塑料包裝材料採購量 3,094噸 2,255噸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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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來料品質，同時鼓勵供應鏈間的勞動人權和環境保護，巨騰制訂《供應商管理程序》，訂定對於新進及現有供
應商的錄用條件和審核程序。巨騰各廠區設有供應商品質保證部(VQA部），領導對於供應商的稽核工作。我們對於
供應商的評核條件包括其對勞工、環保、安全、有害物質控制、道德之管理表現、產品品質、價格、交貨速度及
承製能力等等。廠區部門可以向公司申請登錄新供應商，VQA部、採購部及申請部門會組成評估小組進行現場稽
核，經稽核合格後可予錄用。如因地域問題使到訪生產現場稽核不可行，該供應商需要對其內部品質體系、環境體
系及社會責任管理體系進行自評後回傳。不合格廠商須於兩個月以內完成系統缺失改善，直至稽核合格才能繼續交
貨。客戶指定廠商評估不合格時，巨騰會將評核結果傳給客戶進行裁定。所有供應商，除交貨量低、現場稽核較
難，及其他指定供應商外，均會接受至少兩年一次的現場稽核，並需要回覆對缺失項目的改善措施。

所有供應商均需要簽署《誠信廉潔暨保密承諾書》，承諾遵守誠實守信、廉潔及保密義務原則。如供應商違反承諾需
要支付違約金。巨騰保留終止交易關係的權利。供應商亦需要簽署《環保切結書》，保證不在生產製程及提供巨騰國
際的產品、零件及包裝材料上使用禁用或限用之材料或化學物質，嚴格遵守相關環境保護法令及政策。

另外，本公司承諾杜絕使用衝突礦物，即在合理的情況下確保所製造的產品中不含來自於剛果民主共和國或其周邊
國家╱地區的踐踏人權的武裝組織所提供的鉭、錫、鎢和金等礦物。公司會對所採購的礦物的來源和監管鏈實施盡
職審查，並要求供應商填寫《金屬礦物產地調查表》。

2016 2017

按地區劃分，供應商數目之比例
中國內地及香港 93% 92.3%
台灣 6.3% 6.8%
其他海外地區 0.7%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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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產品品質管理，我們的方針是「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我們致力於持續創新，提升產品生產之品質水準，以客
戶滿意為導向，追求滿足客戶需求之品質及服務，達成品質、成本、交貨期、服務、安全之管理目標，維持巨騰
在業內的商譽。我們已經建立及貫徹ISO 9001國際標準品質制度，以達到持續改善之目標。

本集團訂有《進料管制程序》、《製程檢驗與測試程序》及《成品檢驗與測試程序》，在各生產環節，包括來料、每一站
的製程、成品入庫及出貨均有系統化的檢驗程序，務求及早發現任何品質及使用受管制物質的問題，並予以改善。
品質管理部人員負責在各環節執行檢驗工作，生產部門根據符合本集團品質要求的標準製程進行生產。巨騰設有管
制程序，防止不及格的原料、半成品和製成品進入下一工序或入庫貯存；任何未經品質管理部檢驗並確認及格的貨
物批次均不會出廠。

巨騰各廠區的品質保證部負責處理經由其他部門轉介或直接收到的客戶投訴。品質保證部收到投訴後會到客戶現場
確認不良品﹑不良現象及不良比率。如證實客戶的投訴有效，巨騰會立案跟進。不良品的樣本會被帶返公司，由有
關的部門負責進行不良品出現原因分析，並立即通知生產部門及廠內品質管理人員進行改善，執行矯正預防措施。
有關改進行為完成，及確認改進的效果後，會交客戶確認，完成結案。我們亦設有退貨及補貨機制。

巨騰會每半年透過電郵或傳真邀請客戶填寫滿意度調查表。當總分或單項分數未到內部要求，相關的部門需要在3

天之內向公司提交改善計劃。巨騰會將改善工作的成果告知客戶。

2016 2017

接獲並處理關於產品的客戶抱怨數目： 579宗 656宗



社區投資

22 巨騰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201722

巨騰未訂有正式社區投資政策，但各廠區會對當地的非牟利機構作捐款。目前的社區投資方針符合公司現有需要，
我們亦會按照營運地區的社會需要，不斷檢討有關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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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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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廢
棄物管理

KPI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廢
氣管理

巨騰未有披露各項空氣污染
物的實際排放量。基於現行
法例，廠區僅需要每年量度
一次空氣污染物排放濃度及
速率，毋需計算全年排放
量。公司認為基於某一時點
的濃度及速率數據所推算出
來的全年污染物排放量與實
際情況有一定誤差，對了解
公司的環保表現並無重大幫
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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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KPI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
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
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
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廢
棄物管理

KPI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
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
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 

廢棄物管理

KPI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
果。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廢
棄物管理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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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污染
預防 持續改善－廢
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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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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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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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 

所得成果。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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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KPI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 

（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產 

單位佔量。

落實環境保護：減少
資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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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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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騰業務對環境主要之影響
為對外排放及使用能源和資
源，除此之外，未有對各類
天然資源的供應和周邊的生
態環境帶來重大影響。

K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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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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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維護 

勞動人權

KPI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
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以人為本 僅披露按分類的百分比。

KPI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
的僱員流失比率。

不予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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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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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工避免受職業性危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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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  健康及安
全

KPI 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
率。

以人為本:  健康及安
全

KPI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以人為本:  健康及安
全

KPI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
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以人為本:  健康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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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層面B3：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員工履行工作職責的知
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
動。

以人為本：員工培訓

KPI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
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訓
僱員百分比。

除加入巨騰非常短時間的員
工之外，所有員工已按年度
培訓計劃接受培訓。

KPI 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
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訓
僱員百分比。

以人為本：員工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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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人為本：維護勞動
人權

KPI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
童工及強制勞工。

以人為本：強迫勞動
及未成年工政策

KPI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
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以人為本：強迫勞動
及未成年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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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層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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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有害
物質使用管理

供應商管理

KPI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供應商管理

KPI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
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
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
法。

供應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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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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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環境保護：有害
物質使用管理 (產品健
康與安全)

責任經營：機密信息保
護及尊重知識產權（私
隱事宜及知識產權）

有關巨騰在產品品質保障、
客戶投訴及滿意度管理等事
宜，請見「追求客戶滿意」一
章。

KPI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
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本年並無因安全與健康理由
而須回收已售產品。

KPI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
以及應對方法。

追求客戶滿意

KPI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
的慣例。

責任經營：機密信息
保護及尊重知識產權

KPI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
序。

追求客戶滿意

KPI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政
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責任經營：機密信息
保護及尊重知識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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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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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經營：反腐倡廉

KPI 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
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
目及訴訟結果。

責任經營：反腐倡廉

KPI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
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責任經營：反腐倡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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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一般披露及
關鍵績效指標 描述 披露段落 附註

層面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了解營運所在社區的需要，確保
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
策

巨騰未訂有正式社區投資政
策。目前的社區投資方針符
合集團現時的需要，巨騰會
按照營運地區的社會需要，
不時檢討有關方針。

KPI 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
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 

體育）。

巨騰在社區投資方面並沒有
特別的專注貢獻範疇。惟各
廠區每年均自發組織捐血或
志願工作活動。例如，吳江
廠區已連續三年探訪吳江社
會福利院，帶同愛心物資探
訪孤兒；吳江廠區本年亦組
織了一次捐血活動，共113

人參與。

KPI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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