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

可持續發展業務既能確保員工及營運社區的安全，同時又能向客戶和股東提供
價值。能源部門的代表赫斯基，本著以負責任的方式生產能源，無論是每日向
數以百萬計客戶提供能源、提升職業及工序安全水平，又或應對氣候變化，
赫斯基的宗旨都是要為社會帶來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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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成就

2020 年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措施

• 成立擁有逾 60 名成員的環境、社會與管治團隊，處理

• 努力成為「2020 年的四分一前列企業」（根據環球基

可持續發展事宜及合規監管
• 甲烷排放自 2014 年起減少 45%

準釐定的前四分一）
• 藉著改裝氣動裝置和氣體節約及焚燒技術減少甲烷
排放，支持加拿大政府於 2030 年之前減碳 30% 的目標

• 2019 年捕集共 62,000 公噸二氧化碳
職業健康與安全

• 資產報廢後復修土地，植樹 542,640 株
• 自 2016 年以來向原住民採購增加 55%

社區參與
溫室氣體排放

4,802

名

僱員

（2019年12月31日）

每天
赫斯基能源公司

290,000桶

土地使用與復墾

有關詳情，請參閱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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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可持續發展管治
有關赫斯基可持續發展管治的組織及焦點，均圍繞包括
安全與營運統合、氣候變化，以及與當地社區關係等主
要事項。
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整體管理權由同時擔任執行董事的總
裁兼行政總裁執掌。赫斯基的環境、社會與管治督導委
員會由 10 名成員組成，負責督導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策
略和事務。督導委員會成員獲授權管理相關優先事項，
並須對公司在該等事項的表現負責。2019 年 11 月，董
事會曾討論有關可持續發展的表現和披露。可持續發展
在 2020 年成為管治委員會每年三次會議中的恆常議題，
董事會亦有意為 2020 年設定排放目標。

產量增加促使業界須就土地使用和勘探活動與當地
社區建立更多聯繫和溝通，從而令相關僱員或持份

赫斯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與公司的業務計劃和風險環境

者面對賄賂與貪污風險。然而，在赫斯基所營運的

互相融合，並與赫斯基營運統合管理制度一致。董事會

成熟的能源市場，業界廉潔的文化為防範賄賂與貪

的審核委員會每季評核赫斯基的風險紀錄冊。

污設置了重重關卡。

赫斯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和表現由其他合適的執行委員

8.2.3. 措施
8.2.3.1. 舉報機制

會予以評核。例如，有關安全及營運統合、水源運用與
供應、氣候相關風險與氣體排放、土地使用與復墾等事

能源部門致力為僱員、承判商和持份者提供一個

項均由健康、安全及環境執行委員會監察。

公開平台，讓他們可透過保密形成舉報所發現的

8.2. 反貪污

況。

違反業務行為守則而可能導致賄賂與貪污的情

8.2.1. 承諾

公司設有保密及匿名的道德事宜求助熱線，僱

赫斯基嚴厲禁止任何形式的賄賂、貪污和欺詐。公

員、承判商和持份者均可舉報疑似違反業務行

司遵守其營運所在司法管轄區有關游說的規例，並

為守則的事件；熱線由獨立第三方服務供應商

按照規定報告所有游說活動。赫斯基遵守及尊重所

EthicsPoint 管理。舉報可透過填寫網上表格提出，

有關於政治捐獻的法律，不會對巿政府選舉、領袖

或可致電赫斯基每個營運所在國家提供的免費熱

競選、個別候選人或選區協會作出捐獻，員工個人

線，而在加拿大更提供英語及法語選擇。

所作政治捐獻不得向公司報銷。

8.2.2. 挑戰

舉報人可選擇以匿名方式提供資料，所提供的資
料將呈交道德事宜求助熱線委員會；委員會的成

能源業界非常關注賄賂和貪污的情況。基於行業高

員來自法律、審核、保安、健康、安全、環境以

度複雜且規模龐大，繁複的大額合約往往牽涉眾多

及人力資源各個部門。通過其他渠道舉報的疑似

持份者，因而導致個別地區出現潛在的賄賂和貪污

違反業務守則事件，將與 EthicsPoint 收到的舉報

風險。

一同記錄。假如某項舉報被判定須作進一步調
查，正式審查程序即會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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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僱員均接受了防止反貪污 / 道德
（1）
與誠信訓練

8.2.4. 展望將來
2019 年 4 月 25 日，赫斯基董事會批准一項對業務守
則的總體更新，包括對有關接受款待、推廣優惠與
其他商業禮遇各部分的修訂，以配合與反映經修訂
後的赫斯基防止賄賂及反貪污政策。修訂內容包括

職業健康與安全

註：
計算基準為於 2018 年規定須接受訓練的僱員人數除以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僱員總數。

•  設計、維修和操作設施與裝置時，著重程序安全
和裝置統合，以實踐卓越運作表現
•  針對事故作出有效的準備、計劃和演習，並以
員工和社區安全與環境保護為首要考慮

8.3.2. 挑戰

質款待、推廣優惠與其他商業禮遇的規例。赫斯基

赫斯基的業務包括勘探、開採和生產石油與天然氣，

將繼續識別須予改善之處，務求加強防止賄賂及反

以及提煉石油產品。鑒於業務性質，僱員於執行職

貪污政策，並主動對政策作出適當修訂。

務時會面對眾多職業風險。為了安全運作和減少僱

社區參與

更新「貴重物品」的定義，以及有關接受或提供實

員承受風險，赫斯基奉行高度安全標準，並通過制
道德事宜求助熱線於 2019 年接獲 107 宗舉報，與

度、程序和持續學習，讓安全意識植根於公司文化

2018 年接獲 39 宗相比，增幅顯著。展望將來，公司

與每項決策。

目標是調查每宗舉報，了解箇中因由，並找出須予
改善之處和防止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詳情請參閱業務行為守則。

8.3. 職業健康與安全
赫斯基一向安全至上，公司的最終目標是零工傷。
為了維持安全可靠的運作，公司制訂了嚴格的安全
計劃，並持續改善職業安全程序，加強企業安全
文化。
赫斯基致力：
•  通過制度、程序和持續學習提倡安全文化，防止
僱員及承判商受傷和患病

能源部門時刻以程序安全和營運統合為首要
考慮。
2018 年，公司聘請了一位高級副總裁（安全與營

溫室氣體排放

8.3.1. 承諾

8.3.3. 措施
8.3.3.1. 為提倡安全文化而作結構性改變

運統合），直接向行政總裁匯報。他不僅負責程
序與職業安全、營運統合和緊急措施，亦負責領
導赫斯基的「高度可靠組織」文化。
在高度可靠組織的原則、制度和程序引領下，加
上持續學習，安全在赫斯基的文化中根深蒂固，
也是每個決策的其中一環。赫斯基的設施和裝置
設計、保養維修及操作，主要著眼於程序安全和
裝置統合，以實現安全可靠的營運表現。當遇上
事故時，員工和社區安全與環境保護乃首要考

土地使用與復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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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赫斯基的安全表現與管理層的薪酬和員工獎
金計劃直接掛鈎。

8.3.3.2. 加強訓練
赫斯基能源致力為員工提供明確的行動指引，讓
員工遵循，並令他們更易識別若不妥善處理可引
致危險的情況。為不斷鼓勵更好表現，僱員及承
判商均會持續接受有關安全程序與步驟的培訓。
公司採納國際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的救生規例來
加強現有訓練，相關規例集中剖析最有可能引致
傷亡或嚴重工傷事故的活動。2018 年，赫斯基將
原本 18 條規例減省至九條，與整個行業的簡化、

8.4.3. 措施
8.4.3.1. 有效溝通

標準化方向看齊，授權僱員和承判商遇有不安全

維持有效、公開的溝通是促進原住民社區與

情況時可停止工作。

赫斯基之間建立互信的關鍵。因此，公司成立

能源部門致力保證安全駕駛行為，並在救生規例

了一個原住民與社區關係小組，專責處理與原住

增訂此項承諾。

民社區聯繫的事宜。小組為各部門提供內部建議
和關係支援，確保統一與原住民社區聯繫的方法

司機均須接受強制駕駛訓練，並獲提供車輛監察

及監管合規。

裝置，裝置會報告其行車速度、安全帶使用情況
和駕駛習慣。安全駕駛計劃就安全駕駛行為提供

赫斯基透過與原住民社區磋商來回應當地的需要

實時支援和輔導。2019 年共有 14 宗涉及僱員和

和接受能力，最終結果可以是達成正式協議簽訂

承判商的汽車意外，前一年則有九宗，但赫斯基

諒解備忘錄，或純粹簡便地就赫斯基採取的社區

車隊於 2019 年行駛的里數較多。

參與程序達致共同理解。為進一步加強與原住民

8.4. 社區及原住民參與
8.4.1. 承諾
赫斯基許多業務營運均鄰近原住民社區，因而致力
秉持尊重、信任和公開的態度與原住民社區合作。
藉著不同政策與措施，公司力求與原住民社區建立
鞏固的互惠關係，並支持該等社區的發展。

8.4.2. 挑戰
加拿大的能源生產項目發展經常位處傳統原住民地
域。赫斯基致力實現聯合國《原住民權利宣言》的
自由、事前、知情同意原則，依從公司的原住民關
係政策，於項目決策或影響出現前，向原住民提供
發展計劃的適當資訊，及早與他們取得具意義的聯
繫與諮詢。

社區溝通，赫斯基亦參加一個原住民領袖代表
團，與聯邦政府首長和參議院議員舉行會議，
討論建造輸送管道接駁其阿爾伯特省產油區的
好處。

8.4.3.2. 促進發展
經濟共融是促進原住民社區經濟發展的關鍵。
赫斯基著重促進競爭力和培養企業人才，藉以加
強原住民的營商能力。公司的供應鏈已加入原住
民供應商，他們所提交的標書可使用當地語言，
證明公司評核投標時已充分考慮到與原住民社區
經濟共融。

0.11

(2018)

損失工時受傷率（每 20 萬工作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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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5. 融入社區
為了成為社區的好鄰舍，公司除著眼於日常業務
之外，更須支持各項社區健康計劃，藉以融入社
區。鼓勵不同文化交流，有助促進社區內互相諒
解和尊重。因此，赫斯基鼓勵管理層和僱員參與
及支持各項社區活動。

8.5. 溫室氣體排放
職業健康與安全

8.5.1. 承諾
赫斯基致力持續管理和管治有關氣候的風險，並藉

8.4.3.3. 教育推廣

著開發和應用新科技，以及採取能源效益措施，以

學術科目多元化能帶來更多就業選擇，為原住民

達致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其他空氣污染物的目標。

學生及其社區帶來正面影響。赫斯基支持原住民

8.5.2. 挑戰

金、專業指導、暑期工作機會和學徒職位，為他

雖然對人類社會的福祉和繁榮而言，能源生產不可

們創造就業機會。 赫斯基每年向其營運所在地

或缺，但公司清楚知道全球須採取緊急行動減少溫

附近社區的原住民學生提供獎學金，讓他們有機

室氣體排放，以避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最壞結果。

會接受專上教育。學生的實際經濟需要、學業成

作為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的挑戰是，一方面要提供

績、社區及文化活動參與，以及工作經驗，都是

可負擔的能源以支持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又要減少

頒發獎學金的考慮因素。赫斯基的「原住民社區

碳排放。

分享圈」可提供額外友儕支援。除了獎學金，赫
斯基也資助原住民社區的學校，提供電腦、手提
電腦和打印機，支持學校的教學需要。

社區參與

學生追求長遠學術成就，向他們提供資助、獎學

8.5.3. 措施
8.5.3.1. 生產時提高能源使用效益
為提高能源運作的效益，赫斯基一直探討使用能

自 1984 年以來，赫斯基持續提供獎學金，幫助

源的最有效方法。最近五年，利用新的貯存運作

擬升讀高中或專上學院學習有關石油及天然氣科

策略，Tucker 熱採項目的蒸汽油比下降約 35%。使

目的原住民學生。赫斯基的捐獻有助鼓勵原住民

用較少蒸汽減低能源消耗，繼而減少運作成本和

學生接受高等教育，以期日後有更佳就業選擇。

氣體排放，包括溫室氣體。

8.4.3.4. 培養原住民的領袖才能

8.5.3.2. 生產時減少散逸排放
散逸排放包含甲烷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是從閥

司為未來的原住民領袖提供各式各樣的領袖課程

門、喉管接駁處、泵和壓縮機封口和其他管道系

和訓練，讓他們為日後攀上領導位置作好準備。

統組件洩漏的氣體和蒸氣，是任何設施或廠房日

溫室氣體排放

強大的社區需要具領導才能的人帶領。因此，公

常運作所常見。赫斯基設有散逸排放管理計劃，
赫斯基現時為班夫藝術與創意中心的贊助人，原

檢測污染物散逸排放並確保及時維修泄漏設備以

住民領袖可在該中心參加各項課程，有助他們發

減少排放，藉以提高運作效率和盡量減少溫室氣

展、計劃和有策略地實現自己對社區的願景。課

體及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排放。

程包括談判技巧、如何訂立策略方向、評定表現
和建立經濟企業。公司的獎學金為社區領袖提供

有幾種方法檢測洩漏成分，包括使用專門的紅外

學費、膳食和住宿方面的資助，令他們得以就讀

線攝影機從遠處監察平常難以到達的地方，例如

上述課程。

油罐封口及架空管道，也可使用超聲波檢測法，
土地使用與復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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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聲音找出洩漏元件。所有檢測結果由第三方資

效益與成本，確定優先考慮的資源，以每公噸

料庫存錄，為管理組件洩漏設立一個有效的檢

二氧化碳當量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案去達致減排

測、修理和追蹤系統。

目標。

2019 年，赫斯基位於加拿大的上游和中游設施均

通過碳捕集技術，把捕集到的二氧化碳注入油氣

遵循加拿大石油生產商協會的散逸排放最佳管理

層，重用並提升採油率。赫斯基的勞埃德明斯特

實務，每季檢測所有大型收集與處理設施，而其

乙醇廠每日捕集最多 250 公噸二氧化碳來提升採

他設施則最少每年檢測一次。至於下游設施，持

油率，生產出加拿大其中一些碳強度含量最低的

續洩漏檢測與修理監察經改善後，加拿大下游設

乙醇。由 2012 年至 2019 年，勞埃德明斯特乙醇

施的洩漏率為 0.12%。

廠共捕集了 531,000 公噸碳。

8.5.3.3. 可再生及低碳生產

此外，還有其他碳捕集試驗計劃正在進行，例如

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種類中所佔比例日益增加，

南陡坡熱採項目正試驗從直流蒸汽發電機捕集二

赫斯基目前是加拿大西部最大的燃油級乙醇製造

氧化碳的技術。其中一項先導計劃自 2015 年展

商和營銷商。除了致力生產可再生能源，公司亦

開，每日最高捕集量達 30 公噸；而於 2019 年，

在符合經濟與運作效益的前提下，評核使用低碳

一組每日捕集 30 公噸二氧化碳的系統已投入

生產技術的方案。

運作。

為減低上游與下游業務營運所產生的碳強度，
赫斯基以邊際減排成本曲線評估不同減排方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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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部門溫室氣體範圍 1 與 2 排放（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5,384,522

5,372,066

4,943,370
4,517,036

4,492,124
4,125,503

2016
範圍 1 + 2

817,867

2017

2018

範圍 1

範圍 2

職業健康與安全

892,398

855,030

註：
(1) 赫斯基（集團的重大聯營公司）的數字乃按長江和記所持
股份百分比計算。2018 年的數字是撰寫本報告時取得的
最新數字，2019 年的數字將稍後在赫斯基公司網站
www.huskyenergy.ca 公佈。
(2) 其他燃料包括煉油廠燃氣等。
(3) 2016 年的數字經重新編列，主要由於燃料重新分類。
(4) 有關能源用途的數據範圍今年已擴大至蒸氣能源。2016 與
2017 的數字乃作比較用途。

能源部門的能源消耗（1）
（吉瓦時）
社區參與

12,590

12,344

12,161

3,565

3,397

2,463
949

913

736

2016 (3)
天然氣    

3,448

其他燃料（2）

2017
電力

789

717

2018

蒸氣能源（4）
溫室氣體排放

8.5.3.4. 認識及管理氣候變化的風險
赫斯基能源意識到氣候變化帶來的社會、環境和經濟風險。為應對此情況，有關風險已納入企業風險管理程
序，管理固有風險和把握低全球排放途徑所帶來的機會。此外，與碳相關成本亦已納入上述程序，成本根據
營運所在司法管轄區現行與即將推行的政策而計算，以便碳相關政策與規例一旦改變時，可更清楚現有和建
議中資產的適應能力。
有關赫斯基的碳管理方法與計量詳情，已在赫斯基每年向 CDP 全球環境信息研究中心的氣候變化計劃所提交
的報告中詳列，該等報告已上載於赫斯基公司網站 www.huskyenergy.ca。

土地使用與復墾

8.6. 土地使用與復墾
8.6.1. 承諾
赫斯基力求減低對土地的干擾，並於營運結束後修正與復修土地。任何項目或業務營運開始前，赫斯基均會全
面評估風險，以識別任何潛在影響，並確保此等風險可以避免、減至最小或緩解。
2019 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64

能源

8.6.2. 挑戰

藉著科學研究和與學院合作，能源部門對棲息地

要以負責任的方式生產全球所需能源，土地使用是

和生物多樣性有更深了解，同時盡力把營運對環

赫斯基業務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環。土地復墾也全球

境的干擾降至最低。  

熱議，往往被視為擾亂動物棲息地、生物多樣性和
生態系統的禍首。

公司資助及 / 或參與區域計劃和業界委員會，藉
此直接或間接對物種及棲息地的研究、監察和緩

作為負責任而且關心社區和環境的公司，赫斯基制

解作出貢獻，以符合確認的優先事項和規例。

訂公司生物物理標準，概述公司如何管理與保護生
物多樣性，包括敏感物種和棲息地、入侵物種，以

赫斯基支持有助加深了解其營運所在地區生物多

及避免人類與野生動物之間的衝突。

樣性情況的計劃。

8.6.3. 措施
8.6.3.1. 野生動物監察

在大西洋區，公司與漁業及海洋部和大西洋三文

由項目策劃至結束階段，赫斯基都會根據規例監

魚聯合會合作，在其白玫瑰油田裝設接收器以追
蹤三文魚的洄游路線。

察野生動物活動，以設計適當的緩解影響計劃。

8.6.3.2. 以地區為本關閉報廢資產
在生物多樣性特別敏感的地區，赫斯基加強區域

為確保資產報廢工作具有效率和成本效益，能源

監察，利用野生動物攝影機追蹤動物所在和動

部門在阿爾伯特省能源監管機構的支持下，採納

向，藉以觀察趨勢，並進行冬季追蹤研究、定點
點算與雀鳥繁殖調查，以提供長期的趨勢資料。
在大西洋區，公司的環境評估承諾包括每日三次
海鳥觀察。
在營運期間，公司持續監察棲息地和管理地面水
源，方法是利用控制系統防止土壤流失，並有助
防止水質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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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區為本關閉計劃」，與合作夥伴合力協助提
升管理業界休業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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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計劃超越監管機構對廢棄、修正和重整休業
工地的規定。
以地區為本關閉方法包括：
•  油井 / 氣井廢棄
•  設施退役
•  輸送管道廢棄
•  工地修正重整

職業健康與安全

與傳統方法相反，以地區為本關閉計劃講求效率
和集中力量，讓赫斯基得以完成更多資產報廢工
作。此方法檢查對照計劃所定進度、報告最新主
要進度、階段性成績、主要風險和緩解措施，以
及留意可能影響業務的監管規定重要變更。計劃
的每年開銷包含陸上和離岸資產報廢工作。

8.6.3.3. 復修棲息地
能源部門在完成業務營運的地區復修天然棲息
地，在拆除所有地面設施後，即會展開修正和重
整工作，令受到干擾的土地回復至發展前的狀
社區參與

況。赫斯基的植樹計劃於 2019 年在 247 個工地
種植了 542,640 株樹木，並選用有關地區的土生
樹種以重建相近的土地狀況，包括黑、白雲杉、
扭葉松與黑松、落葉松、白楊、山茱萸和楊柳。
此外，2019 年約有 80,000 株樹木因新項目而被
清除。

溫室氣體排放
土地使用與復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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