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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美麗在望

莎莎 2025

締造美麗人生

Beautiful
Ambition

Beautiful
Making Life

https://m.facebook.com/125013834011/videos/812131075964645/?__so__=channel_tab&__rv__=all_videos_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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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詩慧女士

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主席

主席的話
過去十二個月，莎莎面對的轉變和衝擊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極其艱難的期間內，能夠成為由環境運動委員

會聯同環境保護署及九個機構合辦的「香港環境卓越大獎」中榮獲商舖及零售業界別的金獎得主，實在令我

們格外鼓舞。

正當所有企業機構包括莎莎在內的社會各界都在奮力應對新冠肺炎為社會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的同時，意

想不到地，我們卻看到全球因交通運輸及工業活動大減而帶來對環境的重大正面影響。

故此，我們不要忘記：經濟、人類的健康和福祉、以及環境，都是息息相關、互相依靠的，而我們生活的

地球唯有靠我們善待它，才能得以持續。

於2019/20年度，莎莎制定為期五年的可持續發展框架「美麗在望：莎莎2025」，藉此希望引
領我們在可持續發展道路上，成就「締造美麗人生」的願景。

郭少明博士， 銀紫荊星章， 太平紳士

董事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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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

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美麗在望： 莎莎2025」代表莎莎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的願景 - 在未來五年，為顧客和員工締造美麗人生，為環
境和社區構建美麗將來。秉承關懷至上的公司傳統，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框架不單連接着我們的策略重點，亦

引領我們向著成為負責任和可持續發展的企業邁步前行。

t� 義工時數每年遞
增10%

t� 與不同持份者合
作，釋放創新力
量，以實現可持
續發展

�t� 較2014/15年度的
水平降低38%溫
室氣體排放量

t� 較2014/15年度的
水平減少50%紙
張用量

t� 培育高績效文化
t� 透過穩健的培訓
及繼任計劃，建
立充滿活力且多
元化的團隊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t� 零宗需回收產品
個案

�t� 投訴個案有所減
少

t� 把握可持續發展
的趨勢和機遇

t� 致力成為一間可
持續發展的企業

t� 與社區齊肩並進

t� 提升能源效率
t� 減少廢物
t� 促進可持續供應
鏈

t� 激發人才以助其
盡顯所長

t� 加強員工參與及
溝通

t� 締造健康工作環
境

t� 為「美麗」把關：
保障產品的質量
及安全

t� 將消費者權利和
保護整合到客戶
體驗中

t� 使所有人都能享
受可負擔及優質
的美容產品

我們的專注

由心服務 實現可持續增長提升資源效率 以人為本

我們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願景

締造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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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

我們深信，健全管治架構是由堅定的領導、明確的方向及充份發揮策略的影響力組成的，此對莎莎可持續發

展的成功整合和有效管理至關重要。

我們的管治架構以直接向董事會匯報的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為中心，而委員會由執行董事郭詩慧女士領

導，成員包括多個部門的主管。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每季舉行會議，並討論可持續發展策略的重點、方向

及目標。推動我們前進的背後理念包括了制定具體的政策建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及讓更多員工參與到我

們的可持續發展之中。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旨在於各個層面建構對可持續發展的負責任態度，令全體員工在可持續發展融入

日常業務營運的過程中出一分力。

自上而下
的策略

我們的表現重點

除了建立可持續發展框架外，我們在2019/20年取得了以下成果：

溫室氣體排放量 
（二氧化碳當量）

19%*

* 對比2018/19水平。

用紙量（張）

17%*
購物袋用量（個） 因工受傷（宗）

15%* 14%*

第一家化粧品
零售商贏得香港環境
卓越大獎金獎

港幣

2.18百萬
企業捐贈

8個目標包含在
「美麗在望：莎莎 

2025」中

158 持份者
參與重要性評估

董事會
t� 負責規劃莎莎的整體可持續發展策略及匯報，為莎莎的長期發展及定位訂立方向

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
t� 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和目標供董事會審批
t� 監督轄下工作小組工作進度
t� 定期向董事會匯報，使其能夠履行監督職責

工作小組
t� 各工作小組負責可持續發展策略
的各個範疇

t� 由指定部門主管領導，負責執行
具體措施

t� 向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匯報

環境、社會及管治團隊
t� 為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和各個
工作小組協調

t� 為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提供基
準、市場情報和建議，以制定戰

略、方向和目標

t� 與持份者進行互動，協調和溝通，
以確保有效實施可持續發展策略 由下而上

的資訊 
流通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9 / 2020年報96

如何實現可持續發展

持份者諮詢

作為引領行業的化粧品零售商，我們的表現仰賴與顧客、員工、投資者、供應商和承包商，以及本地社區、

非政府組織合作夥伴、政府部門、學術界、媒體及同業和協會之間直接且頻繁的諮詢與互動。他們的觀點和

意見不僅有助我們了解持份者的需要和期望，更可提高我們現有及未來可持續發展策略的相關性和成效。

持份者 溝通渠道

員工 日常溝通、表現評估及人才發展計劃

投資者、股東和環境、社會及管治研究分析師 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和指數、訪談及股東週年大會

顧客 社交媒體、莎莎網站、神秘顧客計劃

供應商和承包商 定期項目會議及表現評估

社區 捐贈和社區計劃及活動

非政府組織、學術界及行業協會 合作及會議

政府部門及監管機構 持續進行對話和信息披露

媒體 採訪和新聞發布

可持續發展基準和承諾

莎莎致力於讓公眾了解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表現，而這種透明度亦成為我們繼續以可持續發展方式經營的動

力。在緊貼最新的市場趨勢以外，我們一直透過不同的可持續發展標準，認清自身的優缺點，務求在可持續

發展方面走得更遠。

t� 連續第九年獲納入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基準指數，並獲得A+評級
t� .4$*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評級由「BBB」躍升至「A」
t� 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授「15年+商界展關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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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社會瞬息萬變，我們能否取得成功取決於我們可否了解及回應持份者的意見及期望。因此，我們會定期

進行重要性評估，檢視不斷變化的可持續發展環境，並核實、排序及匯報對我們的業務及持份者而言最為重

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

對莎莎重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

最重要的是2019年重要性評估促成了美麗在望： 莎莎2025可持續發展框架及其四大專注範圍「由心服務」、
「提升資源效率」、「以人為本」及「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制定。

整體而言，結果與過往一致。以下矩陣圖列出並匯報了我們所識別的18個中度、高度及非常高度關注的議
題。

10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中度

對莎莎的重要性

對
持
份
者
的
重
要
性

高度 非常高度

60

50

40

30

20

10

應對氣候變化

提供綠色產品

環保意識

廢物管理及循環再用

優質顧客服務及管理

質量檢定
產品責任及安全

負責任市場推廣

企業管治

職業安全及健康

平等及公正的對待員工

供應鏈管理

員工參與及溝通
員工培訓及發展

員工福利及福祉

社區參與和投資

供應商多元化

能源消耗及效益

心繫顧客－由心服務

心繫環境－提升資源效率 心繫社區－實現可持續增長

心繫人才－以人為本

識別
本年度，基於我們在2016/17年度進行的重要性評估、行業研究、競爭對手及同業
的標準分析和持分者的意見，我們識別出47個行業獨有的議題，進行了排序。

排序
透過訪問、問卷調查和其他形式的持分者諮詢，一共收集了158名內部及外部持分
者的意見，我們認為24個行業獨有的議題較為重要。 

驗證
經過與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成員及董事會共同對結果進行驗證，最終得出18個
對我們業務獨有的議題。為了使議題更加清晰，我們修正了個別議題的名稱。



心繫顧客

由心 服務

t� 為「美麗」把關：保障產品
的質量及安全

t� 關注消費者權益和安心享
受的服務體驗

t� 使所有人都能享受可負擔
及優質的美容產品

t� 零宗需回收產品個案
t� 投訴個案每年有所減少

t� 我們的卓越服務繼續廣受
肯定

t� 與 HKTVMall合作發展本地市
場

t� 推出微信小程序，一方面
分享美妝資訊潮流，一方
面促進銷售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我們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 我們本年度的主要發展

1. 零售行業環境不斷變化
t� 電子商務和數碼化的衝擊帶來更多機遇 ，但亦造成新的競爭
t� 顧客更常利用社交媒體發表意見

2. 顧客的需要和期望
t� 顧客的着眼點不僅在產品的多元和價錢上，對整個端到端體驗也愈來愈有要求

t� 產品安全對於顧客而言至關重要，他們對化粧品的成分及組成變得更講究

3. 顧客的健康
t� 消費者日益關注健康及可持續的生活模式，這些元素越發影響消費者的購買取向

主要挑戰

當我們的顧客選擇到莎莎購物時，正正代表他們對我們的產品質量投以信心的一票。作為回報，我們由心而

發為他們服務，盡力滿足顧客的各種需要，通過引入優質而多元化的產品，並提供貼心的購物體驗，迎合顧

客的需要及喜好，讓顧客能塑造自己的美麗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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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亦制定政策嚴格禁止下載電影、音樂及盜版軟件。

為「美麗」把關：保障產品的質量及安全
莎莎現時管理約18,000款產品，讓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顧客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產品。但是，要確保每一
款產品的質量及安全，則有賴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品質管理、前線銷售以至顧客服務的整個團隊共同努
力，確保品質和安全永遠為我們的優先考慮因素。與往年一樣，莎莎本年度沒有產品因安全或健康問題而需
要回收的個案，也沒有觸犯任何相關規例的事件。 

宗需回收產品個案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香港特別行政區 亞洲（香港以外） 歐洲 美洲 其他地區

314 
(53.4%)

164 
(28.3%)

85 
(14.7%)

13 
(2.2%)

4
 (0.7%)

0

榮獲香港優質標誌局「Q嘜人氣品牌大獎2019（化粧品
類別）」，肯定我們對「由心服務」承諾的堅持，並為顧

客帶來最優質的產品和購物體驗。

我們關鍵的供應鏈流程，包括物流、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市場推廣及客戶服務，均獲第三方認證，如由國

際標準組織所制定的品質管理系統（ISO9001：2015）。

為確保顧客滿意我們的產品及服務，我們投放資源實行各項措施：

! 大部分產品於生產受到嚴格化粧及個人產品條例管制的地方生產，例如歐盟、美國、日本及韓國。

! 承諾確保每件上架貨品都有超過六個月的保質期（食物及藥物除外，因產品性質所限，其在架上的保質
期較短）。

! 通過供應商評估、合同約束措施、倉庫質量控制及店內每月檢查，以確保顧客購得具有合理有效期的優
質「正版正貨」。

! 向供應商提供主要地區必須避免或限制使用的最新有害成分名單。

! 我們在產品安全和真偽方面一直採取審慎原則。可能出現任何潛在問題的產品會先被下架以策安全，直
至得出調查結果。高級管理層會直接參與所有存在潛在安全或其他問題的產品的調查，而有問題的產品

皆會下架。

除了嚴格的產品安全和質量監控，我們還鼓勵供應商持續改善其在環境和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表現。我們
亦要求供應商和服務提供商，在大部分合約中提供相關的保證條款，以確保尊重知識產權及第三方權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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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顧客

關注消費者權益和安心享受的服務體驗
莎莎通過以下措施致力為顧客提供安心、優質的服務體驗：

! 30天購物保證：我們的所有銷售平台均向顧客提供30天購物保
證，令他們於任何莎莎的接觸點購物時倍感安心。

! 內部神秘顧客計劃：全線店舖推行，以客觀的角度反映店舖的服務表現，藉此確立莎莎的服務保證及了
解我們的進步空間，為顧客帶來更貼心的服務。

! 服務體驗培訓：持續為前線員工提供最新產品及其他資訊的顧客服務和店舖實地培訓指導。

! 投訴及跟進機制*：接獲意外事故、產品質素、服務質素等投訴後，立即展開內部機制跟進，並及時向

客戶回覆。

! 個人資料私隱：業務嚴格遵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致力確保我們收集的顧客資料僅用作明確指定和
顧客獲悉的用途。

提供優質的美容產品予社會各階層
為了應對零售行業環境變化，莎莎已經將「新零售」模式確立為我們的中長期戰略發展方向。將消費者、產

品、交付方式和供應鏈緊密聯繫起來的同時，我們亦利用網絡平台接觸顧客，並與HKTVmall、蝦皮購物、天
貓國際、京東集團、小紅書、考拉海購和微信小程序等多個知名的電子商務平台合作，加強與顧客的互動和

提供更輕鬆愉快的購物體驗。

* 本年度接獲的投訴和讚美數目分別為96宗和255宗。

莎莎微信小程序榮獲「微信力量－年度智慧服務」大

獎。莎莎透過微信小程序與顧客互動溝通，一方面分

享美妝資訊潮流，增加顧客忠誠度，一方面利用微信

龐大的流量促進銷售。

神秘顧客計劃得分

90%
8.3% 與2018/19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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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可持續之美
綠色美容在現今社會日益受到重視，香港當然亦不甘後人，所以除了無微粒美容及護膚產品外，我們亦向

顧客提供多種標籤列明無動物測試、ECOCERT有機認證、不含對羥基苯甲酸、轉基因等等說明的綠色美容產
品。

齊心抗疫
莎莎一向以顧客、社區和員工的安全和福祉為先，面對防疫產品的龐大需求，我們的採購團隊一直在全世界

尋找貨源，確保供應，物流團隊則不間斷地為我們處理物流事宜，為店舖及顧客送上抗疫物資。

你可知道......
為確保顧客可以儘早得到口罩供應，口罩到港後，物流團隊會立即進行品質管理，並於同日

內將口罩送到店內供顧客選購。

 
同時，為了保證質素，我們的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團隊亦訂立嚴格的質量要求，確保我們不

會向顧客出售包裝受損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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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顧客

實踐安全零售
由於前線員工和顧客的安全及健康對莎莎至關重要，為了令他們免受疫症威脅，我們的店舖均已進行一系列

消毒措施：

定期消毒店舖的貨架和貨品

為顧客量度體溫

要求顧客配戴口罩

試用產品前消毒雙手

店舖入口加設搓手消毒機

付款後再次消毒雙手

滿足各種顧客需要
由於顧客更常利用社交媒體，故我們細心傾聽他們在網上發表的意見並會儘快作出回應。於疫情爆發初期，

我們發現抗疫產品供不應求，所以我們立即盡力為顧客搜羅物資，為他們燃點希望。同時，我們採取了以下

的措施，確保防疫物資送到顧客手上：

t� 店舖、物流中心及供應商緊密聯繫，令抗疫產品可優先通過供應鏈進行快速補貨。

t� 對需求較大的抗疫產品實施購買數量限制，令顧客受到公平對待。

t� 通過在不同平台上出售口罩來支持安全零售，包括我們的店舖、透過莎莎網3天送貨上門、GULU和支付
寶網店。

t� 不定期在店舖推出抗疫產品閃購活動，以照顧不熟悉科技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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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主要成就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2019年「傑出服務獎」 t� 十大傑出服務零售品牌大獎
t� 優質服務之星－獲得三個獎項
t� 金獎－主管級別
t� 金獎－基層級別
t� 銀獎－基層級別

「神秘顧客計劃」 t� 卓越成就獎－La Colline專門店
t� 最佳服務零售商（化粧品店組別獎）－ 

La Colline專門店

頭條No.1大獎2019 t� /P��全方位美肌連鎖化粧品店

微信 t� 微信力量－年度智慧服務

香港優質標誌局 t� 2嘜人氣品牌大獎2019（化粧品類別）

為了更能滿足顧客對美的追求，我們將會繼續：
t 積極聆聽及回應顧客對社會和環境責任方面的訴求，細心處理資料保安、產品安全和負責任市場

行銷等問題。

t 保持公開透明，真誠待客，與顧客共同踏上可持續的美麗旅程。

莎莎的下一步行動

t� 顧及顧客不同的需要，我們

出售不同種類及價位的防護

口罩。

 
t� 除了自日本、韓國、越南、

美國及歐洲尋找貨源外，我

們亦支持本地品牌口罩。

t� 提供超值防疫心意包供貴賓

和有即時風險的顧客選購。

 出售口罩的種類：

72
出售消毒濕紙巾的種類：

55

出售消毒搓手液的種類：

71
出售所有抗疫產品的類型：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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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環境

提升資源 效率

t� 提升能源效率
t� 減少廢物
t� 促進可持續供應鏈 

t� 較2014/15年度的水平降低
38%溫室氣體排放量

t� 較2014/15年度的水平減少
50%紙張用量

t� 為溫室氣體排放及廢棄物
設定和披露減排目標

t� 將十一月指定為莎莎環保
月，舉辦綠色活動以提高
生態意識

t� 安裝智能電錶以實時監控
用電

t� 參加中電的高峰用電管理
計劃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我們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 我們本年度的主要發展

1. 氣候變化
� t� 世界呼籲採取集體行動，將全球氣溫升幅限制在攝氏2度以下
� t� 極端天氣可影響我們的銷售、產品供應及供應鏈的可靠性
� t� 向低碳經濟轉型的需求日益增長

2. 廢棄物
� t� �香港正面臨極大的廢棄物挑戰，棄置香港堆填區的固體廢物量創新高，而本地廢棄物回收率卻錄得

歷史新低

3. 供應鏈
� t� 由於供應鏈結構複雜，有愈來愈多聲音呼籲採取集體行動和提高透明度

主要挑戰

莎莎時刻銘記「締造美麗人生」的願景，致力把環保元素納入企業管理的決策層面。我們採取一系列環保措

施，把業務對環境帶來的影響減至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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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能源效益推動低碳營運
應對氣候變化是莎莎《環保政策》中的主要優先事

項。作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我們目標是於2025年
之前將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至低於2014/15年
度基準水平的38%，為促進低碳經濟轉型出一分力。

2019/20年度，莎莎在香港及澳門合共經營112間店
舖。莎莎因業務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當量為12,074公
噸。自2019年6月起，在社會動盪和新冠肺炎期間，
由於商店營業時間的縮短、商店的臨時關閉和商舖

的結業，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較2018/19年度大幅
下降了19%。與2014/15年度的基準水平相比，我們
已減少排放達38%，但我們預計新冠肺炎過後的溫室
氣體排放將再次上升。受2019/20年這非同尋常的一
年的啟發，我們設立了一個雄心勃勃的目標，即到

2025年，在這後新冠肺炎時代，我們仍然能夠保持
38%溫室氣體排放量的降幅（對比2014/15年度）。

莎莎的溫室氣體排放，主要是使用電力引致的能源

消耗（範圍2），佔我們的碳排放總量超過96%。而在
莎莎的主要營運設施中，以零售店舖的能源消耗最

多，佔79%，而物流設施和辦公室則分別佔14%和
7%。在2019/20年度，集團整體的耗電量較2018/19
年度下降了19%。

整體溫室氣體排放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碳強度(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平方米樓面面積

我們的溫室氣體排放目標：

38%
較2014/15*減少

 範圍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本集團擁有的運輸車隊及商業用途的僱員私家車輛

 範圍二：電力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用於店舖、總部和物流設施的購電量

 範圍三：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廢紙棄置、航空公幹、淡水供應及污水處理、運輸承辦商的

燃料消耗

物流中心 辦公室

店舖

7.43%
1,424,383 千瓦時

78.71%
15,082,774 千瓦時

13.86%
2,655,567 千瓦時

總計
19,162,724 千瓦時

按設施類型劃分的能源消耗

19%  
  較2018/19減少

2019/20
年度耗電量：

332 千瓦時／平方米
2019/20
年度耗電強度：

按範圍1、2及3劃分的溫室氣體排放
1.4%

168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96.7%
11,675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1.9%
229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總計
12,074 公噸
二氧化碳當量

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強度

環保政策

363

2014/15
（基準年）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9/202018/19

19,498

53,774

17,916

57,615

17,216

57,478

15,867

70,423

14,873

58,355

12,074

57,757

311 300

225 255 209

樓面面積

(平方米)

* 2014/15年為我們作比較的基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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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環境

源頭減廢支持城市減廢目標
特區政府已制定目標，將每人每年的廢物棄置量減至292公斤，以減輕垃圾堆填區的飽和問題。為幫助我們的
城市實現此目標，莎莎願意出一分力。這一年來，我們貫徹執行既有策略，在物流中心、店舖和辦公室三方

面，減少產生廢物、重用可用資源、回收有用物料，達致資源循環再用，以減輕香港堆填區的壓力。

我們意識到，在運送途中用作保護產品的包裝材料是其中一個主要的廢物來源。莎莎採購的產品，大部分會

先被送到物流中心處理，然後再分發到各個零售店舖。我們不斷努力尋求新方法減少分發過程中產生的廢

物，並已在我們的物流中心採取多項措施減廢、重用及回收。

節約用水
莎莎的業務毋須大量用水，用水

僅佔我們碳足跡的0.1%，但我們
仍密切監察辦公室、零售店舖及

物流中心營運的用水情況，以減

少用水。為提醒同事們節約用

水，我們在水龍頭旁邊張貼了珍

惜用水的提示。受今年的冠狀病

毒影響，我們更注重衛生，因此

比去年消耗了多21%的水。

你可知道......
t� 莎莎是環境局《戶外燈光約

章》的先行採納者和簽署人之

一。簽署《約章》的商戶須在

預調時間關掉不必要的戶外

燈光，以減少光滋擾及能源

浪費。本年度，莎莎有48間
店舖獲頒發金獎。

t� 從2019年中開始，我們的商
舖需要在非營業時間關閉其讀卡器，以節省多達3％
的總能耗。

t� 我們的LED燈安裝率從84％（2018/19）提高到90％
（2019/20）。

█ 不斷評估產品包裝，盡可能減少使用包裝材料，
例如於2019/20年度，我們開始使用雙層瓦通紙箱
代替三層瓦通紙箱，以減少廢棄物。雖然每個紙

箱的重量較原本輕31%，但仍能為產品提供充足保
護。

█ 設置卡板包裝機，減少包裝卡板所消耗的包裝膜

█ 針對莎莎前20位最暢銷單品，店舖要求補貨時，
最少的訂量必須是「原箱」的倍數，以避免重新包

裝。這環保舉措同時也為我們節省了時間和成本。

█ 每個紙箱平均使用四次才會回收。

重用

█ 我們用過的紙皮、膠膜及卡板均會交由回收公司收
集及回收。

回收紙箱：

回收木卡板：

回收膠膜及密封包裝：

148 噸

4.7 噸

3.2 噸

減廢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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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分類垃圾處理有害廢物
廢物分類是開發健全的廢物管理系統的重要一環。損毀或需要棄置的到期貨品按固體、液體或化學廢料進行

分類，並按下述方式棄置：

█ 固體廢物和液體廢物儲存到一定數量時，向環保署遞交「於堆填區傾倒特殊廢物許可證」，獲批後，便

會把貨品交由外判商送到堆填區棄置。於2019/20年度，我們共棄置19.2噸固體廢物（如面膜）及15.7噸
液體廢物（如洗頭水）。

█ 化學廢物（如香水）儲存到一定數量時，通知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安排回收。我們於本年度沒有棄置任何

化學廢物。

在店舖實行負責任的廢物管理
我們的廢物管理工作小組將繼續協調各店舖的減廢工作，以下是我們採取的部分措施：

█ 提供獎賞鼓勵店舖加強減廢、重用及回收工作。

█ 與相關管理公司及清潔公司聯繫和協調，督促其配合我們的回收工作。

█ 將紙箱從店舖運回物流中心，以便重用。

█ 用供應商的紙箱將貨物交付到店舖，以節省紙箱。

█ 為承包商訂立指引，店舖裝修過程中產生的所有廢物應妥善處理。

減低顧客對環境的影響
莎莎履行香港法例第603章《產品環保責任條例》和澳門第16/2019號法例《塑料袋供應限制》。莎莎在香港向
要求供應膠袋*的顧客收取每個膠袋港幣5角的費用，在澳門則收取1澳幣。在2019/20年度，莎莎向顧客提供
了約2.37百萬個膠袋，較上年度減少15%。雖然有更多的顧客自帶購物袋到莎莎購物，但減少的部分原因是
今年交易宗數下降所致。因今年澳門的交易也計算在內，平均每次交易的膠袋使用量為0.168個，較上年度
減少6.7%。

* 莎莎提供給顧客含有塑膠成分的紙袋，原料均採購自獲森林管理委員會(FSC)認證、可持續和負責任方式管理的森林；而購物袋的
塑膠部分則以氧化式生物可分解材料製成，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

莎莎員工積極參與環保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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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環境

自膠袋徵費全面推行後，莎莎承諾每年撥出收益用於推廣環保的工作上。自2015年起，我們共撥出近港幣
390萬元，用於激勵我們的員工和社區為地球出一分力，當中超過港幣100萬元來自膠袋徵費所得的收益。

遺憾的是，由於出現社會動盪及新冠肺炎，大部分原定於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進行的活動均告取
消。儘管如此，由綠領行動舉辦旨在提高大眾環保意識及推廣重用的利是封回收計劃仍按原定計劃進行。

方便顧客參與回收利是封
2020年，莎莎贊助並連續七年參與環保組織綠領行動舉辦的「利是封回收重用大行動」。莎莎在辦公室及50
間店舖設置收集箱，在農曆新年過後共收集1,869.5公斤的利是封，以每公斤400個計算，即接近747,800個利
是封，相當於拯救了約38*棵樹。

* 根據主辦團體的計算，3.2億個利是封，相當於砍伐16,300棵樹。故此回收作重用的747,800個利是封，即相當於約拯救38棵樹。

綠領行動的何漢威先生和葉翠雯小姐與我們的高級物流經理黃家怡女士一同檢查利是封

支持活動

連續

7 年
個公共眾點
回收點

50

節省紙張
廢紙是都市固體廢物的第二大成分，有見及此，我們的目標是在2025年將紙張使用量與2014/15基準水平相
比減少50%。除了安裝紙張回收箱外，我們還推出「隨行打印(follow me printing)」，員工必須掃瞄員工證方可
使用打印機打印文件。除了減少每週傳閱資料，我們還鼓勵店舖員工在設備上查閱。

莎莎不再提供即棄餐具
自從莎莎建立起「自備餐具」文化，我們已停止在公司的聯誼活動中提供即棄餐具。今年本公司更購置額外

的可再用碗碟和餐具，確保即使同事一時忘記自備餐具，仍能保持拒絕即棄的綠色文化。

此外，今年我們從辦公室和同事的捐款中收集了158件物品，捐贈給香港明愛電腦工場進行回收。

利是封
1,869.5 公斤
2019/20年共回收

棵樹
38
拯救了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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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強大的可持續發展企業文化

莎莎理解到提高能源和資源效率需要每一位員工全力配合，因
此莎莎一直積極參與其中，持續投放資源增強員工的可持續發
展意識。我們相信，只要我們的員工得到啟發，以可持續的方
式生活，他們便會逐漸改善工作習慣，為周遭以至我們的業務
帶來正面影響。

陸楷博士
首席財務總監及執行董事

莎莎環保月：減少浪費，回收重用
為了營造具影響力的可持續發展企業文化，我們將十一月指定為莎莎環保
月，透過舉辦本年度的各項「綠色生活」盛事和活動，讓全公司上下每位
員工獲得綠色生活所需的各種實用環保知識、建議和幫助。承接往年的環
保工作，今年我們繼續選取負責任的廢物管理作為我們的環保主題，以加
強員工在家中和工作環境中的減廢重用力度。

第一週：漂書行動
莎莎於十一月份首次推出漂書閣，鼓勵同事漂書送人，以書換書。漂書行
動不僅有助同事培養閱讀習慣，還可以讓舊書重獲新生。更重要的是，每
一次的漂書閱讀都能夠減少書本的碳足跡。

第二週：年度綠色午餐分享會「廢物不廢」
我們舉辦年度綠色午餐分享會，為前線、物流及後勤員工提供素食自助午
餐，並在午餐期間和他們分享與其生活和健康息息相關的逼切環境挑戰和
後果。

今年我們邀請了綠惜地球的朱漢強先生與我們分享他對於「廢物不廢」的
見解。我們的首席財務總監兼執行董事陸楷博士亦向我們傳授了在家中和
工作環境中減少浪費的經驗和秘訣。

第三週：識煮惜食咪嘥嘢
廚餘是2018年都市固體廢物中最大的成分，為此我們舉辦「識煮惜食咪嘥
嘢」烹飪班，以鼓勵同事善用食材，珍惜食物。通過這些活動，員工一方
面學習到如何以既簡單健康又環保的方式煮食，一方面享受放鬆的烹飪時
光，亦加強了同事之間的凝聚力。

第四週：舊布再造：蜂蠟保鮮布
我們的員工早已戒掉「即棄餐具」文化，有見及此，我們為員工舉辦了兩
場工作坊，將舊布製成蜂蠟保鮮布，以取代塑膠保鮮膜或鋁箔紙保鮮食
物。每位參加工作坊的員工不僅獲得一套環保保鮮布，還掌握了自製環保
保鮮布的技巧。

鼓勵同事「放漂」書本，從中建立綠色
閱讀文化。

朱漢強先生分享「廢物不廢」的心得。

德國寶的專業廚師為我們的同事提供
綠色烹飪課程。

舉辦蜂蠟保鮮布工作坊，以有趣的方
式鼓勵員工踐行環保。

2019/20年度主要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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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環境

環保資訊傳遍莎莎上下
除了定下莎莎環保月，我們繼續通過多種溝通渠道，向員工傳遞莎莎

推動環保的理念、願景和所面對的挑戰：

█ 自2012年起，我們每季出版員工通訊，並向全體員工派發。每期
加入「綠色美麗」專欄，旨在鼓勵員工關注最新的環保消息及提供

日常環保的小貼士。

█ 不定期發放電子通訊，提供環保政策和程序的最新資訊。

█ 所有新入職僱員都需要接受培訓，了解莎莎的環保政策，包括如

何減低業務對環境帶來的潛在影響，為他們日後加入環保大使做

好準備。

促進可持續供應鏈
作為亞洲地區居領導地位的化粧品零售集團，莎莎要求自身嚴守社會責任。我們致力在業務營運和供應鏈中

應對我們業務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因為我們相信，經營可持續發展的業務能夠讓我們為顧客提供永續的服

務。我們在亞洲擁有超過一百間零售店，我們亦希望運用我們的影響力，推動持份者參與促進可持續的供應

鏈，從而加強我們業務的彈性。

緩解氣候變化
莎莎認為，要減輕氣候變化的影響，亦需要供應鏈中所有持份者克盡己任，一同對抗氣候變化。因此，我們

致力推行積極進取的減排減廢措施，並鼓勵產品供應鏈的持份者攜手參與。由於供應鏈結構複雜，我們亦會

繼續與供應商、非政府機構、顧客及其他各方通力合作，藉著共同建設可持續的供應鏈，為企業、社會及環

境創造價值。

嚴選合作夥伴國際標準把關
我們鼓勵與我們合作的供應商，實行可持續發展措施。這項承諾貫徹

於我們的產品責任及供應鏈政策之中，並已整合到我們現時聘用新供

應商的國際標準組織ISO流程，並會優先選擇其業務涵蓋以下方面的供
應商：保護環境、保障勞工福利及權利、提供平等機會、不參與動物

實驗、保護瀕危物種及負責任採購。而外判物流車隊招標時，也會把

環保表現列為評分準則之一。

企業責任綠色採購
莎莎為顧客提供優質產品的同時，也會顧慮到產品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其中塑膠污染危害全球海洋，備受

國際社會的關注。莎莎關注業務中涉及塑膠的範疇，並已經落實相應對策，減少對環境和生態的影響，讓海

洋回復「美麗」。

我們每年都會在內部宣傳惜食堂的月餅捐
贈計劃

產品責任和 
供應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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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致力維持最高水平的產品質量

莎莎履行在2016年就淘汰微膠珠*產品所作出的承諾，在2018年年底
前，所有莎莎自家品牌以及其他代理品牌的磨砂及清潔用品，不再使

用微膠珠。莎莎相信此舉，可讓我們與顧客攜手，為保護海洋環境和

人類健康出一分力。莎莎是香港首批作出承諾，淘汰含微膠珠磨砂和

清潔產品的化粧品零售商，為同業起了示範作用，促進政府部門與業

界討論如何進一步監管有關產品，為保護海洋環境盡一分力。

莎莎會在消費者選用產品、追求美麗人生，以及肩負企業責任、保護

海洋環境之間爭取平衡，密切注意國際間針對個人護理和化粧品對環

境影響的最新研究和發展，採取適時的相應措施。

莎莎榮獲香港環保卓越計劃金獎殊
榮
莎莎很榮幸成為首個獲得2019年香港環
保卓越計劃零售業界別金獎的本地化粧

品零售商。

香港環保卓越計劃是香港最負盛名的環

保獎項計劃，計劃鼓勵各行各業持續推

動環境管理及實踐環保創意概念，並藉

此表揚對環保作出貢獻的機構。

該獎項對於深植香港的莎莎而言是極大

的鼓勵，因為這項殊榮表彰了莎莎對於

實現卓越環保表現的承諾、決心和動力，令香港和地球成為可持續的生活和工作環境。除了表揚我

們的環保領導，該獎項亦表揚我們在持續改善環境方面的團隊合作及與夥伴機構之間建立綠色運營

的協力合作。

2019/20年度主要成就

我們的執行董事郭詩慧女士代表莎莎接受金獎

為進一步提升莎莎的資源效率，我們計劃：
t� 繼續尋找改進空間，致力減少全公司的能源使用及廢棄物

t� 進行氣候轉變影響情境分析，從而更深入了解氣候變化的性質及其對零售業的潛在影響

t� 發展供應商可持續發展風險評估

莎莎的下一步行動

* 微膠珠是指直徑或長度少於五毫米的塑膠，過去幾十年才被廣泛地加入不同種類的美容及護膚產品內，如用於面部或身體的清潔

和磨砂產品，近年的研究指出，微膠珠對海洋環境和人類健康構成負面影響。部分國家及主要跨國品牌正計劃或已經停止在沖洗

性產品中加入微膠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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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人才

以人 為本

t� 激發人才，以助其盡顯所
長

t� 加強員工參與及溝通
t� 締造健康工作環境

t� 培育高績效文化
t� 透過穩健的培訓及繼任計
劃，建立充滿活力且多元

化的團隊

t� 為各階層員工設立24小時
壓力管理熱線，於有需要

時與外部專家私下自由對

談

t� 成功為我們的見習美容顧
問培訓課程申請認證

t� 為本公司各階層員工升級
醫療保險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我們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 我們本年度的主要發展

1. 零售機遇 
� t� 受全球及本地環境的影響，預期將出現長期經濟衰退，對香港零售業發展帶來隱憂

2. 員工參與
� t� 如何在不影響質量的情況下，以有限資源就不斷變化的需求、態度及技術創新為員工轉型並不容易

3. 健康工作環境
� t� 對工作與生活平衡以及工作環境安全與健康的期望不斷轉變

主要挑戰

要為顧客帶來優質多元的美容化粧品，塑造自己的美麗人生，我們必須讓每一位員工發展美麗事業，提供最

優質的服務。為了讓我們的人才盡展潛能，成為幫助顧客「締造美麗人生」的大使，莎莎多年來一直不遺餘

力地培訓及裝備每一位員工，幫助他們發展技能，為他們創造機會，成為化粧品零售業的專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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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概覽

員工年齡分佈

1,175 
36歲以下

64
56歲以上

1,184
36至55歲

僱用方式分佈

總數
2,423

總數
2,423

2,262  
全職

161
兼職或臨時

性別分佈

董事會

管理層*

* 在此《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所指的「管理層」包括此年度報告第55-60頁的高級管理層，以及所有部門主管、部門總監及副總
監。

所有員工

50%

52%

79%

女性比例

4男性 4女性

15男性 16女性

519男性 1,904女性

激發人才盡顯所長
人才是莎莎的核心元素，我們的業務與未來亦交託予他們每位大使。我們致力為人才締造美麗人生，使其對

我們的願景產生共鳴，從而積極貢獻，一同為成功而努力，讓莎莎綻放光芒。我們就此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

學習和發揮、建立自信心，更為自己的角色感到自豪。

成為美容專才實現美麗夢想
我們主要任務之一是培育莎莎的專業美容顧問。我們以認真態度培訓具備以下目標的人才：致力奉獻於化粧

品及零售行業、為客戶提供優質服務及實踐我們「締造美麗人生」願景與長期業務目標。

我們設有完整的人才發展及培訓藍圖和計劃，確保他們具備所需知識與技能一展所長和用心服務。我們為前

線人才提供清晰明確的晉升階梯，平均六年時間，可由銷售見習生晉升為助理店舖主管、店舖主管或銷售主

管。

僱傭政策 培訓及人才
發展政策

健康和安全政策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sasa_training_people+develop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sasa_health&safety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sasa_training_people+develop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sasa_health&safety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attachmen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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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人才

前線員工的美麗進程

106名員工在本年度完成見習美容顧問課程，開展他們的美麗事業。

招聘對象為在同類職

位中沒有工作經驗的

高中畢業生，四個月

的培訓課程包括：

█ 化粧品的基本知識

█ 銷售及溝通的技巧

█ 實務銷售機會

招聘具一到兩年工作

經驗者，提供長達六

個月的培訓課程，包

括：

█ 個人化粧技巧

█ 銷售技巧
█ 實用英語
█ 顧客服務
█ 產品知識

由銷售見習生到正式

成為專業的美容顧

問，大概需時十二個

月，其間持續接受培

訓，包括：

█ 進階產品知識

█ 進階顧客服務
█ 銷售技巧及顧客心

理學

目標是傳授經驗，培

養新一代美容顧問，

其形式為一對一或一

對二，協助受指導的

員工，適應及投入工

作。大姐姐及大哥哥

通過指導工作亦可學

習新技能，為將來擔

當店舖管理的角色作

準備。目前公司有200
多位大姐姐及大哥哥。

持續擔任「大姐姐╱

大哥哥」，讓同事循序

漸進學習當店舖主管

的角色，學習人事管

理的事宜，為晉升及

其他機會作準備。

核心：30小時
進階：3小時
共：33小時

資優大姐姐╱大哥
哥╱店舖銷售教練

~80小時
銷售見習生

見習美容顧問
175小時

核心：35小時
進階：37小時
共：72小時

美容顧問

核心：18小時
進階：3小時
共：21小時

大姐姐╱大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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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7
見習生申請人數

24 個月

培訓期

3
面試次數

8
入選人數

我很高興自己畢業了，亦感激莎莎肯定我的努
力。參加初級見習美容顧問及管理見習生計劃
後，我的服務技巧、銷售技能及對產品的認識進
步了不少。我在工作中運用這些技能知識，不但
能提升自信心，亦能準確解答顧客的疑問，對我
日常工作極有幫助。更重要是，我現在更清楚了
解莎莎的策略決定，使我能好好裝備自己，配合
公司的目標和長期發展計劃。

邱詠嘉
初級見習美容顧問及管理見習生畢業生

莎莎管理見習生計劃
t� 為期24個月
t� 自2004年起，此計劃已舉辦十七年
t� 專為準備接受挑戰的應屆大學畢業生而設

t� 給予他們在適應力、團隊合作和解決問題的技巧方面實戰的機會

管理見習生計劃供不同興趣和背景的年輕人選擇

銷售營運
 ﹣專責零售店運作

 ﹣深入的產品洞察力及顧客關係管理

市務、品牌管理及產品發展
 ﹣專責新產品採購及宣傳

 ﹣了解業務營銷及產品購買

儲運
 ﹣專責改善業務及流程

 ﹣參與追求最佳物流解決方案

財務及會計
 ﹣專責財務會計為主

 ﹣參與交易及財務報表的各個範疇

培育莎莎未來領袖
為部署長遠發展，莎莎致力培育具備潛質的大學生及資深員工，讓他們成為莎莎的未來管理層，傳承及延續

「締造美麗人生」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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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繫人才

三年前，我跟其他即將畢業的大學生一樣，對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及事業發展感到掙扎和困

惑。一天，朋友邀請我一起參加莎莎管理見習

生計劃的招聘講座，想不到這一小時的環節足

以漸漸改變我的人生。管理見習生計劃不但提

供在職及內部培訓，亦令我有機會參加外部會

議和課程，使我眼界大開。在培訓期間，我累

積了不少寶貴經驗，例如參與六西格瑪綠帶證

書課程、AutoCAD培訓課程及阿里雲2018雲棲大
會。多數人平均每日將三分一時間用於工作，

能加入合適的公司開展事業生涯，而且每天工作都為我帶來快樂和滿足，我深感幸運，就像覓

得『終生伴侶』一樣。

陳希彤
業務分析師

香港以外的實習機會
適合派駐外地且才能出眾的員工有機會獲調派到香港以外，協助拓展其他市場的業務，擴闊視野。過往見習

生曾被派駐內地、澳門和馬來西亞。

「企業接班人」計劃 
莎莎視員工為重要資產，為培育人才，我們最近推行「企業接班人」計劃。部門主管選出合適的中層管理人

員參加由培訓及人才發展團隊設計的結構化培訓，旨在將他們的績效表現提升至高峰，培訓他們成為企業接

班人。

鼓勵持續進修培育行業專才
莎莎提供與時並進的技能培訓，協助人才取得專業認證，讓他們成為美容業界中最全面的專才。我們因此而

提升整個化粧品零售業的水平，業界亦紛紛效法。我們同時亦與院校合作，為行業未來培育及儲備人才。

資歷架構認證專業資格
部分莎莎專業美容顧問已服務顧客十多年，為肯定他們在美容業的專業知識和經驗，莎莎參與資歷架構下的

「過往資歷認可」機制*，為美容從業員提供另一個途徑，把經驗轉化為正式資格，令他們的專業資格受到社

會廣泛認可，提升他們在學習或工作上的進階機會。

* 零售及美容業「過往資歷認可」的評估由職業訓練局進行。

位員工

計劃由2015/16年度至今

申請資歷架構下的 
「過往資歷認可」第3及第4級

為 197 位員工

申請「過往資歷認可」，全數獲得認可

本年度 123



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2019 / 2020年報 117

結合線上培訓
「莎莎美麗學院」是一個內部多媒體培訓線上平台，以確保員工掌握顧客不斷轉變的需求及期望，並持續裝

備自己，用心待客。

持續進修津貼
除了培訓及人才發展部以及人力資源部提供的結局化培訓課程外，每名員工均可獲得公司提供培訓補貼**，

津貼金額為每個財政年度港幣10,000元或工資的30%。

為進一步提升每一位人才取得的專業認可，於2019年7月，莎莎成功申請香港學術及職業資歷評審局認可的
資歷架構評審。初級見習美容顧問計劃中的四*個經選定範疇現時已達二級資歷學分。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頒發榮譽院士榮銜及商務師專業資格
香港商業專業評審中心在2019榮譽院士、院士、副院士及商務師證書頒授典禮上，向莎莎執行董事郭詩慧
女士頒發榮譽院士榮銜，表揚其於香港商界的傑出成就及對化粧品業界和社會的正面貢獻。此外，九位莎莎

前線員工亦於頒授典禮中獲頒商務師專業資格。

* 見習美容顧問計劃中的以下四個範疇現時達二級資歷學分：1)分辨各類皮膚及皮膚護理；2)使用一般化粧品和工具；3)與顧客建
立關係；及4）運用良好溝通技巧協助完成交易。

** 須符合下列條件：
a. 該課程由其上司確認與職務相關。
b. 該員工在未來12個月仍然任職，否則透過津貼計劃收取的金額須奉還

郭詩慧女士及九位前線員工互相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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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美麗人生」注入工作：關注莎莎員工的參與、待遇及健康
莎莎相信將資源投放於培育人才，有助業務發展壯大。我們積極將「美麗人生」的理念，注入各個與員工相
關的範疇，例如薪酬待遇、工作環境、內部溝通等。我們的最終目標是為莎莎諦造完美工作環境，員工能在
莎莎大家庭發揮所長，互相支持，每天為莎莎、為自己、為顧客全力以赴，成就美麗。

員工參與
我們珍惜與員工互動和吸收最前線經驗的機會，管理層亦會藉此協助確立公司的發展策略。我們通過多元渠

道與員工互動溝通，適時聽取員工的意見，好讓集團掌握每一位員工的需要和期望，作出及時而適切的回

應。

2019年目標交流會議

名學員得到實習機會

32
教育局「商校合作計劃」
為學員提供實習機會，到前線店舖進行兩天的

工作體驗，加深他們對行業的認識。

名學員接受培訓

4
VTC Earn & Learn職學計劃
提供有薪的實習機會╱資助部分學費，讓參與

學員可以一面接受在職培訓，一面讀書進修，

培育新一代的零售專才。

為行業培訓未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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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渠道 參與者 詳情

董事會會議 董事會成員 今年共召開四次董事會會議及15次董事會委員會會議，以處理主要
持份者的權益，並釐定及確立策略重點

管理層會議 管理層 每月召開一次，以確保營運持續符合公司既定的策略重點；另設每

週會議，讓各核心業務部門參與，協調部門之間的工作

目標交流會議 全體前線員工及中高

層管理人員

每年一度的大型早餐會議，讓香港及澳門超過100間店舖的全體前
線員工與中高層管理人員互相交流，了解該年度的主要策略目標，

鞏固後勤辦公室對前線的支援。目標是提升集團質素，在市場保持

競爭力。本年度的主題為「團結一致，成就美麗」

主管會議 全體店舖主管與寫字

樓主要業務部門代表

全體店舖主管與管理人員每月定期會面，就重要事項定期進行討

論，及推行相關的措施

營運經理會議 前線員工及寫字樓個

別部門主管或代表

本年由營運經理主持召開三次會議，讓店舖員工能聚首一堂，互相

交流及分享經驗

內部通訊 全體員工 通過電郵，每季度向所有員工、每月向前線員工發放公司最新有關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資訊

員工康樂會 全體員工 舉辦各類聯誼及康樂活動，例如電影之夜、燒烤、烹飪班等

可持續發展工作

坊及活動

全體員工 每年舉辦多種以環保為題的活動，與員工交流環保資訊

檢視薪酬待遇
莎莎每年檢視薪酬待遇，並因應員工表現，提供酌情獎金、銷售獎金、銷售佣金、股份獎賞及股份認購權

利，以表揚表現出眾的員工，答謝他們對公司的貢獻。有關細節於《僱傭政策》和《僱員手冊》*中詳細列出。

本集團本年度的僱員薪酬及福利支出總額為1,027百萬港元，佔集團年度營業額約18%。

莎莎亦有定期檢視員工福利，我們安排穿梭巴士服務減輕同事們在上班繁忙時段通勤的問題。此外，本公司

亦於本財政年度為各階層員工升級醫療保險計劃。

人事部也將不定期與前線員工面談，進一步收集大家的意見，撰寫報告呈交管理層檢閱。

* 當中包括：
a. 招聘、薪酬及福利
b. 職能評核及晉升
c. 工時及假期
d. 解僱員工及終止合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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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與生活平衡
莎莎上下員工全力投入工作，公司亦秉持「愉快工作樂也融融」的理念。我們每年為員工舉辦不同的康樂活

動，為公司建立安穩的工作環境，並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

DIY牛仔工作坊
莎莎為員工舉辦DIY牛仔工作坊，
參加員工在資深牛仔設計師的指

導下，體驗紡織印刷、潑墨及激

光印刷製作，親手製造獨一無二

的牛仔布袋，度過一個輕鬆愉快

的週日。

為員工及親朋戚友舉辦電影之夜
莎莎重視員工與家人和朋友的相

聚時刻。去年八月，莎莎贊助舉

辦電影之夜活動，與員工的親朋

戚友分享歡樂時光。當晚大家邊

觀賞電影《電流戰爭》，邊享用免

費爆谷汽水，忙裡偷閒，放鬆身

心。

月球燈製作班
莎莎舉辦多次月球燈製作班，讓

員工發揮創意製作設計新穎獨特

的燈籠，為房間增添色彩。員工

攜着月球燈帶著祝福，回家與至

親歡度中秋。

七月 八月 九月

鼓勵員工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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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繞畫」工作坊
人力資源部在十一至十二月舉辦

連串「靜觀畫－基礎禪繞畫」工

作坊，鼓勵員工放鬆心境。參加

員工學習禪繞畫的基本技巧及步

驟，透過畫畫投射自身心情，專

注沉澱心靈，在禪繞畫中了解自

己的內心。

莎莎與本地花店SaFleur合作，在
聖誕前夕為員工舉辦DIY聖誕花環
工作坊。員工在專業插花師指導

下，利用SaFleur提供的新鮮常綠
植物、各種葉片及乾果製作美觀

艷麗的聖誕花環。

2019年聖誕嘉年華
我們本年首次以嘉年華形式舉辦

年度聖誕派對，員工帶同一家老

幼前來享用自助聖誕大餐，歡度

佳節，同場亦設有攤位遊戲及抽

獎。本年是莎莎第二年不提供即

棄餐具，全體員工均使用可重用

餐具用膳。

十一月 十二月

舉辦活動總數： 參加人數：

6 個 591人

員工康樂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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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大家庭
莎莎盼望每名員工能樂在工作，視莎莎為大家庭，攜手實現「樂在莎莎」、「美麗飛揚」的目標。

締造安全健康、和諧共融的工作環境
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由人力資源部主管領導，成員來自各個部

門，專責監督莎莎《健康與安全政策》的實施情況。《健康與安

全政策》列明僱主及僱員於維持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所擔當的

角色，並且將定期進行檢討，以確保定期更新及改善。為將工

傷減至最少，員工入職培訓亦包括工作場所安全。2019/20年
度，莎莎並無任何觸犯有關健康及安全規例的事件。

遠離壓力
我們明白壓力來源無處不在。人力資源部為各級員工舉辦了七

個工作坊，讓員工學習如何處理壓力，活動共有169人參與。
每個工作坊均請來專業社工分享小技巧和簡單練習，協助員工

放鬆身心。此外，今年還新設24小時輔導和諮詢熱線，供全體
員工私下向外部專家暢談自己的想法。

保障員工健康，共同齊心抗疫
我們相當重視員工的安全。在這段前所未有的艱難時間，我們

採取了多項措施來確保員工安全健康，並且得到充份支援，有

關措施包括：

█ 在工作期間為我們所有員工提供優質的一次性口罩及酒精搓手液。
█ 供應白米、卷紙及酒精搓手液等日用品，確保員工有足夠物資對抗疫情。
█ 為員工預留配額，讓他們購買口罩供家人使用。
█ 經常清潔及消毒公共地方。

食月餅慶中秋

莎莎大家庭一同慶祝佳節，我

們的主席及副主席向前線後勤

每個部門送贈月餅禮盒，為節

日增添暖意。

每月生日午餐派對

我們深信和諧的工作環境有助

鞏固員工對莎莎的歸屬感。我

們每月為生日之星舉辦午餐派

對及準備生日蛋糕，由公司主

廚炮製美食，亦使用可重用餐

具進餐。

團隊活動基金

莎莎贊助各部門自行組織團隊

活動，以答謝員工辛勤貢獻。

壓力管理研討會

保護員工，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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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得「最佳關顧員工健康大獎」
莎莎榮獲CTgoodjobs舉辦的Best HR Awards 2019頒發「最佳關顧員
工健康大獎－白金獎」，表揚集團致力關懷員工身心健康，改善員

工投入度及工作表現，長遠提高生產力。

榮獲領英「2019年最佳僱主品牌」
為吸引合適人才，莎莎致力建立品牌意識，讓我們的理想人才能

夠設想在莎莎的工作情形以及莎莎所提供的職業機會。為表揚莎莎致力之優秀品牌策略及內容，將

品牌提升至市場首選，並在同行突圍而出，求職社交平台領英(LinkedIn)向我們頒發「2019年最佳僱
主品牌」。

2019/20年度主要成就

為了讓我們的人才繼續在莎莎感到倍受尊重並且釋放潛能，我們計劃：
t� 改造莎莎的電子學習平台「莎莎美麗學院」，使我們各級員工都能夠更容易接受內部培訓。

t� 通過人才發展工作小組和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繼續集體而有系統地檢討並製定旨在改善人才保留

和員工健康的舉措。

莎莎的下一步行動

█ 確保曾外遊的員工遵守特區政府的強制檢疫措施，並鼓勵員工跟從衛生防護中心指引的健康衛生習慣。
█ 強制每日測量體溫兩次。
█ 比較容易受影響的員工實施遠程工作安排及輪班政策。
█ 在辦公室採用特殊的座位安排，並在店舖實施監控和測量。
█ 全線店舖於晚上8時結束營業。

追求尊重與公正
我們相信，員工不同的經驗和技能會激發我們為多元化的顧客和社區提供更貼心的服務，促進更多樣化的互

動。因此，莎莎亦致力打造和維持一個平等共融的工作環境。《僱傭政策》*清楚訂明維持包容及和諧工作環

境的重要性，確保員工在工作環境內不會因種族、宗教、膚色、性別、身體或精神殘疾、年齡、出生地、婚

姻狀況、性取向或其他獲法律認可的狀況而遭受歧視、身體或言語上的騷擾。

為締造一個公平廉潔的工作環境，莎莎已制定防止賄賂政策及操作手冊**，過去一年並沒有發生與賄賂相關

的違規事件。我們的內部審核及管理服務部專責執行該等政策，詳細內容請參閱《企業風險管理報告》。

* 我們譴責任何剝削兒童的行為，不僱用童工及遵守有關法定工作年齡的法例規定。本公司亦支持消除任何形式的強迫、強制勞役

或債役。
** 舉報政策：提供渠道供員工舉報公司內部的不當行為。接受饋贈政策、利益衝突政策及「防止賄賂條例」指引：管理及防止賄賂與

利益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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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貧窮率創十年新高
� t� 超過141萬香港居民生活在貧困線下

2. 生活貧困的獨居長者人數日益增加
� t� 長者貧窮人口激增至516,600人，當中有獨居低收入者

3. 性別平等
� t� 性別平等被納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目標五），旨在提升婦女及女童獲得與男性一樣的權利

4. 千禧世代對負責任企業的要求
� t� 要是我們開展業務時忽略了千禧世代對社會責任日漸提高的期望，便意味著我們有可能失去作為潛

在僱主、美容專家或社區夥伴對他們的吸引力

主要挑戰

實現可持續 增長

t� 心繫社區　綻放光彩
t� 把握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和機遇
t� 致力成為一間負責任的企業

t� 義工時數每年遞增10%
t� 與不同持份者合作，釋放創新
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t� 打造「美麗在望：莎莎2025」，
建設一間更可持續發展、更有
責任感、更具應對力的企業

t� 使社會及環境風險與我們的企
業風險保持一致

t�「莎莎要你終身美麗」慈善基
金於2019/20年度捐出218萬港
元，通過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
手，共建和諧社會。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我們的承諾 我們的目標 我們本年度的主要發展

社區繁榮發展是我們業務取得成功的先決條件，因為繁榮的社區為我們提供所需的市場、資源和基礎設施，

讓我們的業務得以蓬勃發展。作為具有社會責任的企業公民，我們必須努力實現可持續增長，協助收窄經

濟、社會和環境方面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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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麗人生　延伸社區
支持社區發展，讓美麗人生延伸到社區，是莎莎長久以來肩負的責任和秉承的傳統。我們在營運業務的同
時，善用公司資源，鼓勵員工及社區夥伴攜手參與，致力於業務所在的社區發揮積極影響。

支援女性發展，綻放生活姿彩
莎莎目前大約有八成員工是女性，不少銷售見習生都是中學畢業，沒有多少工作經驗。沒有正式高等教育學
歷，職業選擇可能因而受到局限。集團為她們提供全面的在職培訓，並訂下清晰的晉升階梯，從銷售見習生
可拾級而上，晉升至初級見習美容顧問、美容顧問、資深美容顧問、大姐姐或大哥哥、助理店舖主管及店舖
主管，更有機會成為營運經理。對於學歷水平不太高的員工來說，莎莎為他們提供的不僅是一份工作，而是
一個有前景的專業發展機會，並可以以此作為終身的事業。

Women of Hope 2019 企業家大獎
為表揚莎莎的領導力以及一直致力為社會弱勢社群和廣大女性締造更美麗人生，集團創辦人及副主席郭羅桂
珍博士榮獲港安醫院慈善基金頒授「Women of Hope 2019企業家」大獎。「Women of Hope企業家大獎」評選並
表彰傑出女性領導，她們積極開拓自己的事業，藉著自身的社會地位帶來積極的經濟或文化影響，為未來賦
予希望。

每位女性都應該瞭解到，只要她願意，她也有能力讓自己活出美麗人生，尤其是發展女性的事業。所
以，自莎莎成立以來，一直致力協助女性發揮所長，盡展潛能。而我相信，當女性擁有經濟能力，我
們生活的社會將會變得更公平、繁榮和美麗，我們的業務和經濟也得以蓬勃發展。

郭羅桂珍博士
莎莎創辦人及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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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義工服務和公益活動，為社會帶來積極正面的影響
心繫社區一直以來是莎莎的核心價值之一。雖然部分活動由於當地情況（如近期爆發新冠肺炎）而被取消，

但公司上下依然有426名員工參與11次公益活動和義工服務 ，合共服務436小時，為社會上的有需要人士伸
出援手。  

2019年5月、8月、11月：
關懷長者-作為保良局長者探訪活動的長期贊助
商和支援組織，莎莎集團員工與家人會定期探訪

將軍澳的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溫暖和關懷。今

年，我們曾三度探訪一眾長者們。

2019年10月： 
慈善便服日-莎莎再次參與公益金便服日。員工穿
著便服，對社會上有需要人士以示支持。

2020年1月：
為慈善起跑：除了擔任保良局慈善跑的獎品贊助

商之外，一眾同事們亦親身參與慈善跑，為保良

局的兒童和青少年服務及其醫療援助籌款計劃籌

集資金。

2019年8月：
為弱勢社群籌集社會服務資金-我們繼續參與保良
局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保良局賣旗日，支持兒童

和青年服務、教育服務、老年服務和復康服務等

廣泛的社會服務。

2019年12月：
關注口腔健康，展現閃亮笑容-莎莎連續第5年支
持公益愛牙日。該活動目的是宣揚愛護牙齒，亦

協助公益金為香港有需要受助者提升口腔健康。

2020年1月：
公益金百萬行-為了表彰公益金致力幫助有需要人
士，莎莎今年通過捐款和參與其中一項重要活動

「港島、九龍區百萬行」，繼續積極支持公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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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莎有心人」
「莎莎有心人」是我們的公司義工隊，宗旨是集合對服務社區有熱誠的同事，參加莎莎舉辦的活 動，為社區
帶來正面的影響。為了鼓勵員工加入義工隊，出席活動的員工及家人都會獲得出席證書及超級市場禮券，以

示感謝。

我們的慈善委員會由各部門派代表組成。委員會提供一個平台，讓志同道合的同事能夠增進交流，擴大對社

區的正向影響力。

莎莎美麗人生慈善基金
莎莎明白到，社區發展對我們業務成功作出了莫大貢獻。莎莎美麗人生慈善基金自2013成立以來，努力不
懈地為有需要人士提供財務援助，共建和諧社會。在集團主席郭少明博士和副主席郭羅桂珍博士親自領導

下，慈善基金於2019/20年度捐出港幣2.18百萬元，為不同的慈善團體提供協助，支援關懷長者、貧困家
庭，釋放青年和女性潛能等方面的工作。

跨代共融
自去年起，莎莎與長期合作伙伴保良局，攜手開展為期兩年的

慈善計劃，藉著STEAM（科學(Science)、科技 (Technology)、工程
(Engineering)、藝術(Art)及數學 (Mathematics)）教育模式，建構 「跨
代」間互相交流和合作的平台。由於爆發新冠肺炎和其他當地情

況，出於安全考慮，計劃中的STEAM活動和長者與青少年之間的交
流活動均延遲進行。然而，我們的公司大使與鄰近社區的部分青少

年仍然設法向荃灣有需要的長者派發防疫物資，同時與他們分享在

這個艱難時期預防新冠肺炎的正確知識。此外，為了響應「停課不

停學」的理念，保良局方樹福堂兒童及青少年發展中心通過網上學習平台為800名參與者提供各種自學STEAM
課程，包括DIY班和科學課程。

疫情爆發前，我和朋友們每天放學後都會去保良局方樹福堂兒童及

青少年發展中心參加課外活動。我很高興能夠參加中心提供的網上

課程。雖然我不是真的坐在課室裡，但我仍然可以透過螢幕學習，

緊貼最新的STEAM課程。除了洗手的科學理論，我更學會如何自製
搓手液。這種網上安排不僅增強我在家中的自律和自學能力，還讓

我接觸到靈活的電子學習模式，我相信這將會成為我們這一代人的

重要學習渠道。

2018/19 HK$4.95 百萬

2019/20 HK$2.18 百萬

2016/17 HK$3.37 百萬

2017/18 HK$4.70 百萬

2014/15 HK$5.42 百萬

2015/16 HK$4.74 百萬

2013/14 HK$5.97 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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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社群提供防疫物資，共同齊心抗疫
自1978年以來，莎莎一直與香港並肩同行，走過高低順逆。莎莎見證
著一眾港人於新冠肺炎爆初期如何全力抗疫，守護健康，因此我們的

團隊亦竭盡所能提供協助。除了關心員工和客戶的健康，莎莎亦投入

我們的公司資源和網絡，在這段艱難時期為社區合作夥伴和弱勢群體

提供支援。我們衷心希望，在這個關鍵時刻，我們在社區中能夠通過

不同渠道為各人抒解抗疫的壓力。秉持著「締造美麗人生」的信念，我

們相信，社區齊心抗疫，定能攜手再創更好明天。

夥拍公益金
作為公益金的長期贊助商和支援組織，莎莎向公益金捐贈各種防疫產

品。我們的主席聯同黎明先生與公益金的包裝團隊一同為有需要人士

準備愛心防疫包，內附一次性口罩和酒精搓手液。

新冠肺炎專題故事

合共捐出一次性口罩：

90,060 個

受惠機構總數：

11 個

合共捐出消毒劑：

748,500 毫升
合共捐出濕紙巾：

6,250 件

合共捐出消毒噴霧：

5,000 毫升

熱心奉獻保良局
除了金錢上的支持外，莎莎作為保良局的忠實支持者，更積極參與對

社區的支援活動。

我們的抗疫工作：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220420499153118
https://www.facebook.com/watch/?v=158078320876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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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心抗疫　共渡時艱
即使面對新冠肺炎帶來的沉重打擊，但莎莎依然不遺餘力關心社區。我們與保良局一同向長者和殘疾人士派

發口罩。

群策群力　社區送愛
當地社區缺乏防疫產品時，莎莎調配資源，優先提供予保良局製作防疫包，然後透過各個保良局中心直接

派發給弱勢社群。我們的副主席聯同無線電視藝人的義工隊代表（包括周柏豪先生、連詩雅小姐和菊梓喬小

姐）利用一個下午在其中一間中心打包和派發防疫包。 

支援教育　燃點希望
今天的年輕人是明天的社會基石。莎莎向六間本地小學捐贈一次性口罩，幫助減輕學校在復課前為學生採購

防疫產品的行政壓力。

以愛護老
長者昔日為香港作出莫大貢獻，我們相信，我們有責任關愛長者，確保他們身心康泰，頤享晚年。

莎莎敬老扶老　關心長者健康
莎莎秉承「尊重生命·影響生命」的座右銘，贊助基督教靈實協會，提供酒精搓手液和濕紙巾，以表我們在這
艱難時期對長者的關懷和愛心。

長者優惠
我們明白長者不熟悉網上購物和社交媒體，因此我們提供14萬個口罩，凡出示長者卡即可以「暖心長者價」
每個港幣1元購買。

為所有文憑試考生提供免費店內列印服務
為確保所有文憑試考生的健康，香港考試及評核局要求考生進入試場前提交健康申報表。莎莎為所有文憑試

考生提供免費列印服務，為考生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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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把握可持續發展的趨勢和機遇方面表現領先
莎莎作為化粧品零售行業的領導者，我們一直領先市場。我們不但向顧客提供最新的化粧和美容產品，早

在ESG趨勢興起之前，莎莎已發展成香港化粧品零售行業的先驅。我們的努力為我們帶來多個知名獎項和評
級，為其他同業起示範作用。從我們下文兩項進取的舉措可以看出，隨著社會對企業的期望不斷提高，為了

在未來十年繼續發光發亮，莎莎必須繼續保持領先地位，把握可持續發展的機遇，為我們經營所在的社區創

造可持續的正面影響。

「微膠珠」：我們全面停用，業界紛紛響應
2014年：與無塑海洋（非政府環保組織）討論有關微膠珠*的問題

2016年：香港首間化粧品連鎖零售店引入於2018年淘汰微膠珠的政策
2018年： 完成逐步淘汰*微膠珠 ，其他同業亦加入行列 
2019 年及之後：特區政府正在研究方法減輕微膠珠造成的影響 
  
綠色產品　琳瑯滿目
早於2016年，莎莎便開始推出綠色美容產品。每年，我們都會為顧客提供越來越多的綠色美容產品。今
年，我們一直內部研究各種方法，使顧客能夠更深入了解綠色美容，從而讓他們在追尋美麗的同時，亦可揀

選理想的成份。

致力成為一間更負責任的企業 
從環境足跡到社會影響、投資者需求等各方面，大眾期望企業在這些領域都能夠表現出負責任的行為，而且

需要對越來越廣泛的持份者負責。要是我們在任何一方面有所落後，我們便將失去兩項寶貴的要素：聲譽和

信任。為了在業界保持競爭力，莎莎致力成為一間更具責任感並且能夠迅速應對各種情況的企業。

為了實現該目標，新成立的可持續發展督導委員會的首個項目就是與董事會緊密合作，打造「美麗在望：莎

莎2025」五年計劃，建設一間更可持續發展、更有責任感、更具應對力的企業。此外，為了使我們能夠快速
響應不同持份者的需要和期望，我們已實施政策，將ESG納入莎莎的風險管理框架中。

* 由於部分美容及護膚產品，如防曬乳、眼影、眼線筆、唇膏、粉底等含的微膠珠成分，目前未有物料替代，所以停用微膠珠只適

用於所有莎莎自家品牌以及代理品牌的磨砂及清潔用品。

為了實現我們企業和社區的可持續增長，我們計劃：
t� 讓各級員工每年均接受ESG培訓，進一步提高莎莎的ESG意識，讓員工在常規工作中亦能實踐可
持續發展

t� 吸引不同持份者，釋放創新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t� 以企業義工活動為重點，共創恆久美麗、和諧共融的社區

莎莎的下一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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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報告範圍
這是莎莎國際控股有限公司發表的第七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披露由2019年4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期間，莎莎在重大可持續發展範疇的資訊。

除另有指明外，《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僅涵蓋莎莎於香港及澳門的業務。該等市場為本公司所有業務的

核心，在截至2019年3月31日止的年度佔本集團營業額超過80%。

報告標準和核實
本報告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27之《環境、社會和管治報告指引》中的「不遵守就
解釋」和「建議披露」指引撰寫。我們確認本報告已採納及完全遵守《指引》內所有「不遵守就解釋」和「建議

披露」條文。相關的主要表現指標的參考，載於本報告內第134至135頁，「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內容索引」中。

意見
歡迎 閣下就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或我們的可持續表現，向我們提供意見和建議，
請填寫網上問卷或直接電郵至esg@sasa.com。

美麗在望：莎莎  2025

這個框架亦顯示出我們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承諾，以及我們面對現今社會問題時所採取的應對方法。

我們無法憑一己之力解決現今社會所面對的各種挑戰，但我們仍致力與不同的持份者合作，務求在我們的美

麗旅途中精益求精，並向大家展現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進步。

我們的重點

我們的願景
締造美麗人生

由心服務 實現可持續增長提升資源效率 以人為本

我們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承諾

https://qfreeaccountssjc1.az1.qualtrics.com/jfe/form/SV_8e2GhReX5xu6LZj?Q_CHL=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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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數據摘要

社會1 2018/19年度 2019/20年度

僱員數目 人數 3,049 2,423 
按性別劃分 人數
 男性 640 519
 女性 2,409 1,904 
按年齡劃分 人數
 36歲以下 1,635 887
 36歲至55歲 1,282 1,184
 55歲以上 132 64 
按僱用種類劃分 人數
 全職 2,653 2,262
 兼職╱短期合約 396 161 
僱員接受培訓2的人均時數及人數比例 小時 13.6 (59%) 19.7 (67%) 
按性別劃分 小時
 男性 12 (58.9%) 14.6 (51.4%)
 女性 14.1 (58.4%) 20.8 (70.9%) 
僱員類別 小時
 管理層3 4.4 (33.3%) 4.3 (38.3%)
 經理 2.5 (57.2%) 3.7 (52.6%)
 一般員工 15.7 (59.2%) 22.2 (68.4%) 
因工死亡個案 宗 0 0 
工傷事故 宗 35 30

工傷事故引致的總傷病天數 天 1,133.5 1,588 
員工每月平均病假 天 0.25 0.27 

2018/19 2019/20

總計 

不涵蓋在
試用期期間
離職的僱員 總計

不涵蓋在
試用期期間
離職的僱員

全職僱員流失率 36.5% 21.5% 35.6% 28.1%  
按性別劃分
 男性 16.5% 10.0% 34.9% 27.3%
 女性 54.3% 31.8% 36.1% 28.4%  
按年齡劃分
 36歲以下 45.8% 29.0% 45.% 32.4%
 36歲至55歲 27.6% 13.4% 23.1% 15.4%
 55歲以上 11.7% 11.7% 124.4% 137.8%  

數據附註：
1 我們重整社會數據的範圍，現僅涵蓋香港和澳門的員工，與整體報告範圍一致。
2 培訓是指所有類型的內部或外部職業培訓；現僅涵蓋全職員工；平均培訓時數為以截至2020年3月31日止的僱員數目來計算。
3 在此《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所指的「管理層」包括此年度報告第55-60頁的高級管理層，以及所有副總裁、部門總監及副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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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單位
2019/

20年度
2018/

19年度
2017/

18年度
2016/

17年度
2015/

16年度
基線 2014/

15年度

溫室氣體排放量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2,074 14,8972 15,867 17,216 17,916 19,498
範疇1 本公司的運輸車隊及用於商業用途的 僱員私家車輛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70 156 151 159 148 137
範疇2 用於我們辦公室、物流中心及店舖的購電量3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1,675 14,364 15,303 16,619 17,511 19,063
範疇3 航空公幹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61 66 85 92 125 143

淡水供應及污水處理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2 10 16 17 19 18
廢紙棄置4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86 88 99 72 112 137
運輸承辦商的運輸車隊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70 213 204 – –

碳強度5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平
方米樓面面積

209 255 225 300 311 363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一
百萬港元收入

2,547 2,097 2,347 2,747 2,858 2,663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人 4,892 – – – – –

耗電量 兆瓦時 19,162 23,534 24,329 24,941 26,406 26,392
 店舖 兆瓦時 15,082 18,876 19,996 20,919 22,504 23,105
 辦公室 兆瓦時 2,656 1,564 1,584 1,623 1,629 1,407
 物流中心 兆瓦時 1,424 3,094 2,750 2,399 2,273 1,880

耗電強度 千瓦時╱平方米樓面
面積

332 403 345 434 458 491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一百萬港元收入

4,044 2,025 2,263 2,652 2,793 2,604

耗水量 立方米 19,517 16,198 26,495 28,495 33,515 30,691

耗水強度 立方米╱平方米樓面
面積

0.34 0.28 0.38 0.50 0.58 0.57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一百萬港元收入

4.12 1.34 2.30 2.67 3.03 2.44

車輛燃油消耗 千升 84,628 130,697 127,364 140,458 54,323 50,119
 本公司的運輸車隊及用於商業用途的僱員私家車輛 千升 61,908 61,683 55,224 58,658 54,323 50,119
 運輸承辦商的運輸車隊 千升 23,520 69,014 72,140 81,800 – –

車輛燃油效率 升╱平方米樓面面積 1.47 2.24 1.81 2.44 0.94 0.93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一百萬港元收入

50 51 54 64 24 19

車輛硫氧化物排放量 克 1,272 1,972 1,915 2,115 – –

紙張消耗 千克 31,020 37,510 41,544 43,176 47,771 47,056
千張 6,265 7,508 8,304 8,631 9,547 9,316

紙張消耗強度 張╱人 2,586 2,462 2,713 2,757 3,028 2,872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一百萬港元收入

12 10 15 14 18 19

航空公幹 千公里旅程 435 447 578 595 804 929

航空公幹強度 公里旅程╱人 174 147 189 190 255 286
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一百萬港元收入

13 9 13 15 20 20

紙箱消耗 千個 436 376 405 411 305 –

購物袋消耗6 千個 2,373 2,805 2,529 2,646 2,866 3,010

購物袋消耗強度6 個╱交易 0.168 0.180 0.178 – – –

自然資源回收
紙張 辦公室 千克 19,514 22,412 20,816 24,894 24,369 18,602

物流中心5 千克 148,000 232,600 – – – –

塑膠 辦公室 千克 241 294 161 102 38 –
物流中心 千克 3,200 20,702 – – – –

鋁 千克 114 91 102 87 65 –

一般廢棄物 辦公室 千克 21,971 22,308 25,143 26,043 23,907 –
店舖 千克 494,684 581,660 – – – –

有害廢棄物 千克 – – – 1,696 3,874 –

1 溫室氣體排放根據機電工程署及環境保護署發布的《香港建築物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 （2010年版）所計算。
2 去年，我們報告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為14,873 tCO2e。實際是14,897 tCO2e。
3 有關採購電力的排放乃根據電力公司最新可得的排放系數。
4 這數字包括辦公室、物流中心及店舖的影印紙，不包括作物流用途的紙箱及其他影印品，如宣傳刊物。並已經納入回收紙張所減

少的溫室氣體排放。
5 碳強度（單位：公斤二氧化碳當量╱人）是今年新增的。
6 根據《產品環保責任條例》 （第602章）有關塑膠購物袋徵費，僅包括在香港店舖所派發的購物袋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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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內容索引

主題範疇、層面、 
一般披露及 主要表現指標 描述 參考頁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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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頁
《環保政策》 

指標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第105及133頁 
指標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及（如適用）密度 第105及133頁 
指標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及（如適用）密度 第133頁 
指標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及（如適用）密度 第133頁 
指標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第105至108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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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8至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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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頁 

《環保政策》

指標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量及密度 第105及133頁 
指標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 第106及133頁 
指標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第105至107及111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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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莎莎在求取適用水源上沒有任

何問題。

指標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第106,107,1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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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5頁 

《環保政策》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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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0至111頁 

B.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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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頁 
《僱傭政策》

指標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第113頁 
指標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第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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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頁 
《健康及安全政策》

指標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第132頁 
指標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第132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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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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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至118頁 

《僱傭政策》及 《培訓及人才發
展政策》

指標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第132頁 
指標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第132頁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sasa_environmental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sasa_environmental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sasa_environmental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df7939c4-c530-426f-89f0-c1f557404517&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sasa_health&safety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52b33193-45ab-419c-b412-3a81bded04a6&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sasa_training_people+develop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sasa_training_people+develop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f51b863-2a39-4572-8e0b-56b1dde58d13&attachment=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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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範疇、層面、 
一般披露及 主要表現指標 描述 參考頁數╱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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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頁 
《僱傭政策》

指標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第113頁 
《僱傭政策》

指標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童工及強制勞工情況所採取 的步驟 第123頁 
營運慣例

層面B5：供應鏈管理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第110頁 

《產品責任及供應鏈政策》

指標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第99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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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至100及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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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0頁 
《產品責任及供應鏈政策》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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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9頁 
指標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第100頁 
指標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第100頁 
指標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第99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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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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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頁 

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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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3頁 

指標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第123頁 
社區

層面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

利益的政策
第124頁 
《環境、社會及公司管治政策》

指標B8.1 專注貢獻範疇 第125至130頁 
指標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 第127頁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sasa_employment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0cde56e4-f957-4428-bbfc-3f1c5a747813&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732d1fef-38dc-4278-8231-8cf9b1192772/sasa_responsible+product_supply+chain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732d1fef-38dc-4278-8231-8cf9b1192772&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732d1fef-38dc-4278-8231-8cf9b1192772/sasa_responsible+product_supply+chain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732d1fef-38dc-4278-8231-8cf9b1192772&attachment=true
http://corp.sasa.com/wps/wcm/connect/92103c8d-ba70-45ff-aa55-948eb948cdae/sasa_esg_policy_tc.pdf?MOD=AJPERES&CACHEID=92103c8d-ba70-45ff-aa55-948eb948cdae&attachment=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