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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告是粵港灣控股有限公司（「粵港灣控股」、「本公司」、「我們」或「我們的」），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發佈的2021年度

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ESG報告」）。秉承重要性、可量化、平衡性及一致性的原則，本報告重點披露粵港灣控股在

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理念、重要進展、成果及未來計劃等，時間跨度為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如有不一致，

將在具體內容處進行說明。

編製依據 本報告主要參照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ESG指引），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編製指南》 (CASS-CSR4.0)、《聯合

國可持續發展目標企業行動指南》(SDGs)和《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GRI 

Standards)進行編製。

報告範圍 本集團將其報告範圍設定為涵蓋本集團在中國主要業務分部的環境及社會表現。為反映重

要性之原則，本集團已識別包括物業開發及相關服務和貿易業務以納入本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此乃由於該等分部佔本集團年度業務及數入的很大部分。

除特別說明外，本報告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

資料來源 本報告包含的數據、信息來源以粵港灣控股的統計數據和相關文件為主。

報告承諾 粵港灣控股承諾本報告不存在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本公司董事會（「董事

會」）對報告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負責。

確認批准 本報告於2022年4月29日獲得董事會的確認，批准予以發佈。

報告獲取 您可通過以下網站獲取本報告電子版：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com.hk及公司官方

網站www.youngogroup.com。

反饋意見 掃描二維碼反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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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之於國家，是我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得第一年；之

於房地產行業，企業間競爭出現了升維的趨勢，單一產品策劃的時代已經結束，綜合實力比拼的全面競爭年代已經來臨。本

集團將2021年確定為「品質提升年」，通過品質提升戰略，實現本集團產品品質和服務品質的提升，增強本集團綜合競爭力。

粵港灣控股秉承可持續發展理念，將ESG管理融入到品質提升戰略中去，加強與各利益相關方的高質量溝通與合作。2021年，

公司進一步完善ESG管理體系，提升ESG管理工作質量。我們強化董事會在ESG工作中的領導作用，成立ESG工作小組，發佈了

《ESG管理制度》，並依據企業實際情況編製《可持續發展政策》，建立健全重要議題識別與分析機制，並對關鍵工作政策體系進

行優化完善，實現公司ESG管理的戰略化和常規化。

為客戶，我們從產品策劃、設計、工程技術、安全文明施工、物業管理、商業管理等多維度升級我們的產品和服務品質。為

人們提供舒適、健康的好房子，貼心、高效的好服務。

為員工，我們積極打造成長平台，保障員工身心健康發展。針對不同類型的員工量身定制了初陽計劃、正陽計劃等培訓計

劃，實現企業與員工的共同進步。

為環境，我們全面謀求綠水青山。2021年，公司在中國雙碳戰略引領下，積極謀劃企業低碳運營，我們新發佈了《氣候變化政

策》和《環境政策》，識別氣候變化給企業發展帶來的風險與機遇，追求企業綠色發展。同時，我們還通過綠色施工、綠色建築

等舉措，打造全生命周期的綠色產品，為行業低碳發展探索更多可能。

為夥伴，我們追求持續合作共贏。2021年，我們對供應商的社會責任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在規範管理基礎上通過多樣化舉措

協同合作夥伴的共同發展，與其構建持續、健康的行業生態，為社會發展貢獻更多價值。

為社會，我們樂於共享發展成果。粵港灣控股積極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義務，長期關注、傾情於社會公益事業、新農村建

設事業、教育事業、慈善事業。

未來，我們會繼續堅持可持續發展理念，將其更深刻的嵌入本集團的戰略發展和日常運營中去。我們將與客戶、員工、環

境、夥伴及社會等各利益相關方一起邁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王再興

董事會主席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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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各利益相關方：

本公司董事會謹此呈報本公司2021年度ESG報告，這也是我們自2017年以來發佈的第六份ESG報告。

本集團主要於粵港澳大灣區（「大灣區」）發展住宅及城市更新項目，為各利益相關方創造價值，構建客戶、員工、企業、夥

伴、環境、社區等多方共贏的產業生態系統，實現可持續發展是我們一直堅持和期待的目標。

2021年，董事會承擔ESG管理的領導責任，基於外部社會經濟宏觀環境、公司發展戰略及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結果，制定了本

集團的ESG方針和目標，加強重要性評估和彙報過程，了解ESG事宜對集團業務模式的風險與機遇，並將ESG方面的考量納入

業務決策流程。我們亦設立了ESG工作小組，小組成員由集團各職能中心分管領導及中心負責人組成，在董事會的授權下貫徹

執行ESG方針，制訂行動計劃，實踐ESG事務，收集ESG相關關鍵指標，定期向董事會彙報ESG表現及ESG目標達成進度。

董事會竭力推動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我們與利益相關方站在一起，共同創造更加美好的未來。

董事會

2022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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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US

Guangdong – Hong Kong Greater Bay Area Holdings Limited (formerly known as Hydoo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before 14 July 

2020, the ”Company”, or “GHKGBA Holdings”) is listed on the main board of the Hong Kong Stock Exchange (stock code: 01396.HK) 

on 31 October 2013. The Company’s corporate vision is to “empower the future of cities for creating a better life”. The Company 

positions itself as a “ new ecological industrial city service provider”, with the aim of building a harmonious industrial ecosystem 

that comprises mutually beneficial related parties, such as customers, companies, governments, employee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o deliver services to cities. The Company focuses 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Greater 

Bay Area ”), with the Greater Bay Area as its headquarters and a highland with a strategic value, and also seeks opportunities to 

develop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projects with high-turnover rates i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ies of China.

Guided by th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strategic restructuring in 2019 by bringing 

in strategic shareholders, coordinating the sharing of the strong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se new strategic shareholders, providing a 

diverse range of industrial resources as well as for their operating experience to assist the Company with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 upgrade. In 2020, the Company strategically upgraded into a “new ecological industrial city service provider” based 

on the corporate gene of “driving urban prosperity with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the Greater Bay Area, the Company developed the new “YOUNGO” brand based on the original brand of Hydoo for trade centre 

business, implemented dual-brand operation and also change name to Guangdong – Hong Kong Greater Bay Area Holdings 

Limited.

The Company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trade centre business under the brand of “ HYDOO ”, while expanding various business 

sectors under the brand of “YOUNGO”, such as high-end housing, urban renewal, etc.

第一章
 我們的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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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粵港灣控股有限公司（於2020年7月14日前，原名為毅德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於2013年10月31日登陸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

代號：01396.HK）。公司以「賦能城市未來，成就美好生活」為企業願景，企業定位為「新生態產城服務商」，構建和諧的客戶、

企業、政府、員工、自然環境等關聯方共贏的產業生態系統，服務於城市。公司重點聚焦粵港澳大灣區，以大灣區為總部基

地和戰略價值高地，發展住宅及城市更新項目。

在大灣區發展戰略指引下，2019年，公司進行戰略重組，引入戰略股東，協同共享戰略新股東雄厚的資`本、豐富成熟的產業

資源及運營經驗，助力公司創新發展和產業升級。2020年，傳承「以產促城、繁榮城市」的企業基因，公司戰略升級為「新生態

產城服務商」。為更好地服務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在原「毅德」商貿物流品牌的基礎上，發展全新的「粵港灣」品牌，實行雙

品牌運作，同時更名為「粵港灣控股有限公司」。原「毅德」品牌繼續發展商貿物流產業，「粵港灣」品牌拓展精品住宅、城市更

新等業務。

數說2021
2021年經營績效指標 單位 數據   

營業收入 人民幣千元 5,570,884

淨利潤 人民幣千元 (445,110)

合約銷售 人民幣千元 4,582,500

總資產 人民幣千元 23,872,965

淨資產 人民幣千元 5,657,127

土地儲備 百萬平方米 9.4   

2021年環境績效指標 單位 數據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12,110.71

能源總耗量 千瓦時 20,529,652.79

總耗水量 噸 799,098.67   

2021年社會績效指標 單位 數據   

員工總人數 人 1,275

男性員工 人 810

女性員工 人 465

受訓僱員佔公司僱員總百分比 % 42.70

公益慈善捐贈 人民幣千元 1,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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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認可

獲評「2021中國大陸在港上市房地產
投資公司投資價值TOP10」；

獲評「2021中國產業新城運營商綜合
實力TOP10」；

獲評「2021中國房地產百強之星」；

獲評「2021中國產業園區運營優秀企
業」；

獲評「大灣區城市群房地產公司品牌
價值TOP10」；

獲評「2021粵港澳大灣區房地產50強
Top19」；

獲評「2021年度品牌美譽度領先企業」；

獲評「2021年中國房地產陽光採購標
桿開發商」。

獲評「2021年度影響力產城發展企業
（20強）」；

獲評「2 0 2 1中國特色小鎮運營優秀品
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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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文化
粵港灣控股將可持續發展理念融入集團企業文化，旨在構建客戶、員工、企業、夥伴、環境、社區等多方共贏的產業生態系

統，增強集團業務的可持續性，推動業務增長。

企業定位

企業願景

企業精神
新生態產城服務商

賦能城市未來
成就美好生活

學習力就是競爭力

核心價值
誠信、創新、
卓越、共贏

ESG方針及目標
粵港灣控股在企業文化框架下，確定了如下ESG方針及目標。

方針 目標   

之於客戶 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和服務 • 確立2021年為品質提升元年，提升方向包括策劃品質提升、
設計提升、工程提升、安全文明施工、物業服務提升、營銷提

升、商管提升、品牌宣傳提升。

之於員工 學習進取、陽光激情、快樂 
工作、健康生活

• 關愛員工身心健康，每年為員工安排健康體檢，每年組織對員

工有益的戶外拓展活動。

• 為員工提供多元化、多課題的專業及道德培訓。

之於環境 減少我們對環境帶來的負面影響 • 廢棄物：到2030年，運往堆填區的廢物量強度下降5%（以2021
年為基準年）。

• 能源消耗：到2030年，能源消耗強度下降10%（以2021年為基
準年）。

• 溫室氣體排放：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下降10%（以
2021年為基準年）。

• 耗水強度：到2030年，耗水強度下降10%（以2021年為基準
年）。

之於夥伴 陽光採購、責任採購、綠色採購 • 持續推進供應鏈生態建設，通過採購方案優化、培訓、多級溝

通等舉措，實現供應鏈生態鞏固提升目標。

之於社區 投入公益慈善與志願服務，促進

社會和諧

• 在精準扶貧、社區建設、公益慈善方面持續發力、深化活動內

涵，促進社區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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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管理
為了規範ESG管理工作的落實及發展，將ESG管理融入公司日常經營，2021年，我們發佈了《ESG管理制度》。建立了從上而下

的ESG管理架構，不斷加強董事會參與，由董事會指導及監察本集團ESG管理工作，在董事會下設立ESG工作小組，具體執行

ESG相關工作。

董事會對ESG事務的領導與監管

董事會竭力推動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對本集團ESG管理工作承擔領導職責。董事會牽頭制定本集團的ESG方針和目標，加強

對重要性議題的識別和評估，監督本集團ESG表現以確保方針被確切及持續地執行和實施。本集團亦定期組織ESG相關的培

訓，分享ESG相關資訊，提升董事會成員對ESG的認知。

本集團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綜合考慮性別、年齡、文化及教育背景、種族、專業經驗、技能、知識、行業經驗等多種因

素，以實現董事會的多元化。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會為本集團決策流程帶來豐富多樣的不同觀點，有利於提升本集團的ESG管

理。

ESG管理架構

我們的ESG管理架構明確了董事會領導下的三層架構。

董事會
董事會對ESG管理肩負領導職責，

制定ESG管理方針和目標，監督ESG表現。

ESG工作小組
由集團各職能中心分管領導及中心負責人
組成，在董事會的授權下，貫徹執行ESG
方針，制訂行動計劃，實踐ESG事務，定
期向董事會彙報ESG表現。

日常執行機構
由公司各職能中心的對接人組成，在ESG工作
小組的管理下，對識別出的重要ESG議題在本
中心及跨中心合作中推進執行。與內外部相關
方保持緊密溝通，確保相關方能夠有效了解並

參與公司ESG事務。

ESG 
管理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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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政策體系完善

2021年，粵港灣控股在發佈了《ESG管理制度》，明確ESG管理架構後，全面梳理了集團現有制度，搭建了一整套ESG政策，作

為ESG決策及行動的指引，向本集團內外利益相關方傳遞本集團可持續發展戰略。2021年本集團新發佈更新了總體層面的《可

持續發展政策》，客戶層面的《客戶服務行為守則》，員工層面的《平等機會及多元化政策》、《防止童工及強制勞工政策》、《員

工職業健康與安全政策》，環境層面的《環保政策》、《氣候變化政策》，合作夥伴層面的《供應商管理規範》（新增可持續發展採

購）及設區層面的《慈善政策》。

《ESG政策體系》和《ESG管理制度》相結合，將ESG績效考核融入到集團日常運營績效考核中去，有助於提升本集團員工履責能

力，促進ESG目標的落地達成。

利益相關方溝通與參與

相關方構成 相關方代表 相關方關注點 溝通與回應    

政府及監管機構 • 各級政府及主管單位

• 香港聯合交易所

• 香港證監會

• 守法合規的運營

• 保護客戶、員工等相關方 

權益

• 產品穩定運行

• 帶動經濟增長

• 持續強化企業合規管理

• 參與政府相關會議及合作

• 響應相關國家政策

股東與投資人 • 股權投資人

• 債券投資人

• 其他投資人

• 公司業務與基本面

• 長期發展規劃與財務表現

• 公司治理與風險管控

• 投資人溝通與互動

• 加強信息披露

• 持續創造經營業績

• 提升公司治理及風險管理 

水平

• 及時信息披露，定期發佈 

報告

• 股東大會

• 投資者路演

• 溝通電話與郵箱

客戶 • 業主

• 消費者

• 產品質量與性價比

• 信息安全與隱私保護

• 客戶服務品質

• 客戶權益保障

• 售前溝通

• 落實客戶滿意度調查

• 客戶服務熱線

• 集團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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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方構成 相關方代表 相關方關注點 溝通與回應    

員工 • 全體員工 • 保障員工權益

• 促進員工發展

• 員工健康安全

• 參與公司管理

• 組織員工培訓

• 完善晉升機制

• 改善工作條件

• 搭建在線溝通平台

• 員工工會

• 開展員工活動

供應商及合作夥伴 • 生產資料供應商

• 服務類供應商

• 公平透明的遴選程序

• 穩定財務表現與付款政策

• 長期穩定的合作關係

• 公平、公正、公開，陽光 

透明的採購環境

• 陽光採購，打造責任供應鏈

• 合作夥伴大會

• 現場審查與溝通

社區 • 集團及項目地所在城市社區 • 社區生態人文

• 支持社區公益

• 提供就業機會

• 鄉村振興產業幫扶項目

• 社區融合活動

• 校園招聘與社會招聘

環境 • 集團及項目地所在城市環境 • 保護自然環境

• 合理利用資源

• 打造綠色建築

•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節能 

減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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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議題的識別與判定

ESG管理是一個動態過程。在粵港灣，我們已經建立相關流程進行重要性議題的定期識別機制，確保能夠及時有效回應相關方

關注。本公司對重要性議題的判定步驟如下：

識別議題
根據過往及現在利益相關方參與結果、本集團發展戰略，
並參考同行，擬定議題清單。

議題排序 
集團內部各中心與各利益相關方交流並收集反饋意見，
評估各個議題對公司及利益相關方的重要性，得出議題的
重要性排序。

議題驗證
外部專家對重要性議題及排序進行審議和建議，董事會對
重要性議題及排序進行審閱和批准。

議題報告
針對重要性議題判定結果，在報告中進行有針對性的披露。

重要性議題
的識別與判定

通過以上判定步驟，我們得出粵港灣控股重要性議題矩陣及列表如下：

1014

16 15
17

8

3

9

2

7

1

18

12

11

13

6

4

5

21

20

19

對公司的重要性

高

高

低

低

對
利
益
相
關
方
的
重
要
性

中度重要議題 高度重要議題

環境 社會 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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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重要性 排序 議題 所屬範疇 披露位置     

高度重要性 

議題

1 產品及服務品質 社會 第三章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2 客戶的健康與安全 社會 第三章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3 員工的健康與安全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4 經營績效 管治 第一章我們的2021

5 風險管理與防控 管治 第二章ESG管治

6 能源效益及溫室氣體排放 環境 第五章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 能源消耗及節能

• 溫室氣體及氣體排放

7 保護客戶隱私及信息安全 社會 第三章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8 完善客戶意見及滿意度調查 社會 第三章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9 負責任的供應鏈管理 社會 第六章為夥伴，追求合作共贏

• 供貨商環境評估

• 供貨商社會評估

• 採購標準

• 建築材料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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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重要性 排序 議題 所屬範疇 披露位置     

中度重要性

議題

10 員工的發展與培訓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11 氣候變化及應變能力 環境 第五章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 與氣候相關的風險管理

• 緩減和適應策略

12 綠色建築 環境 第五章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 綠色建築設計

• 環境合規

• 保護生物多樣性

• 親和自然設計

• 對小區的環境影響

13 廢棄物管理 環境 第五章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14 員工的薪酬福利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15 人才的吸納與留任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16 創新 社會 第三章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17 合規僱傭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 勞工準則

• 勞資關係

• 童工

• 強迫或強制勞動

18 員工多元化及平等機會 社會 第四章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19 賄賂及貪污 管治 第二章ESG管治

20 公益慈善 社會 第七章為社會，共享發展成果

21 水資源利用 環境 第五章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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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風險管理體系

完善的風險管控體系對於我們業務的穩健增長和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我們致力於將集團所面臨的風險降至最低，管理並防

範風險以實現業務目標。我們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如下圖所示：

董事會：負責本集團的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體系並檢討其成效。

審核委員會：對本集團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系統進行年度審核，並判斷有關系統有效性是否足夠。

風險控制中心：設有法務部與審計部，法務部主要通過法律審查應對外部風險，審計主要進行內部監督。

• 法務部為集團經營決策中提供法律意見，通過法律審查應對外部風險。

• 審計部對內部控制體系、組織結構、規章制度及內部政策的遵守狀況進行審核和評估。

本集團通過主動地、系統地對項目風險進行全過程的識別、評估及監控，達到降低風險減少風險損失的目的。針對資金風

險，我們會充分考慮風險及債務可負擔的程度，科學制定融資規模，保障資本結構健康安全。在投資方面，我們將投資拓展

業務歸集至集團總部。由集團統一進行項目風險預判決策和投後項目風險過程管控，並搭建全套項目投資風險判斷標準，涵

蓋項目對所在社區及環境的影響，在明確項目風險的基礎上進行精準有效監管。

商業道德

本集團的核心價值觀是誠信、創新、卓越、共贏。我們致力於合乎道德，秉守誠信的經營方式，助力本集團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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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污

我們對任何形式的貪污，包括賄賂、勒索、欺詐和洗黑錢採取零容忍的態度。於報告期間，我們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洗錢法》，以及其他有關於反貪、賄賂、勒索、欺詐行為及洗錢的法律法規。2021年，我們修訂並完善了《審計監察管理制

度》、《員工廉潔行為準則》、《違法違紀行為舉報作業指引》及《員工獎懲管理作業指引》等反腐敗反舞弊政策制度。在事前預防

貪污問題方面，公司內部已形成常態化的宣傳與教育體系，包含：

• 具體業務開展前、員工入職、任職前安排常態化的反腐敗反賄賂教育；

• 定期發佈審計監察通報，以案說法，通過集團內部和行業外部的腐敗案例，進行通報分析；

• 要求員工簽訂廉潔自律承諾書，明確集團員工在開展業務時的廉潔紅線。

粵港灣控股對新員工開展反腐敗宣傳教育6次，覆蓋人次近120人。

在對項目公司常規審計過程中，結合項目公司的工作實際，開展反腐敗宣傳2次，覆蓋人次22人。

結合商管和物業的業務特點，對本集團商管、物業業務條線進行專項的廉潔和業務法規培訓2次，覆蓋人次近100
人。

案例：2021年系統推進反腐倡廉宣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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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報機制

為監察及防範業務不當行為，公司設立了電話、郵箱、微信等多種舉報途徑，形成由線索初查、調閱資料、調查約談、形成

報告四步驟組成的舉報受理流程。允許員工和業務夥伴向公司管理層就可疑的不正當行為進行舉報。舉報人的任何信息及所

有舉報材料均會保密處理，以保護舉報人免收任何不公平待遇。

 

圖：粵港灣控股舉報機制海報

保護知識產權

粵港灣控股重視知識產權保護工作，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等法律法規的要求，致力於健全與完善對專利、商標、著作權等知識產權的管理，在

依法保護自身合法權益的同時，也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識產權，鼓勵公平競爭，反對不正當競爭。為了更好的推進知識產權保

護工作，集團制定了《商標管理制度》等制度，多部門中心協力推進相關工作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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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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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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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回應

本章所回應的重要性議題

產品及服務品質

客戶的健康與安全

保護客戶隱私及信息安全

完善客戶意見及滿意度調查

創新

本章涉及的HKEX ESG指標

B6.1/B6.2/B6.3/B6.4/B6.5

本章所回應的SDGs議題

 
UNSDGs 9：產業、創新和基礎設施

 
UNSDGs 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目標回顧

我們的目標

• 確立2021年為品質提升元年，提升方向包括策劃品質提升、設計提升、工程提升、安全文明施工、物業服務提升、營銷

提升、商管提升、品牌宣傳提升。

我們的行動

• 優化產品設計

• 提升產品質量

• 完善客戶服務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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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產品設計

2021年，粵港灣控股進一步提升產品力。我們引入未來社區概念，對產品設計進行升級與優化。以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為中
心，以人本化、生態化、數字化為導向，在9個不同場景下對產品設計進行優化。

圖：未來社區模式

2021年11月，粵港灣控股全新「樾」系產品首度亮相。我們從未來社區概念出發，圍繞「閱」自然，「悅」樂活，
「約」社交，「樂」科技，「躍」匠心五大核心價值，通過優化景觀設計、採用智能化設備、建設智能泳池、建
設多種公共區域等手段，打造融合活力、生態、時尚、國際、未來的樾系人文生活場景。

案例：粵港灣控股發佈「樾」系產品

人本化會所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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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化景觀氛圍

智能化設備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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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產品質量

產品質量管控體系

為保障客戶能夠享受健康、安全、有品質的產品，本集團建立了從設計、施工到使用全生命周期的產品質量管控體系。

在設計與簽約環節，公司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築法》等管理法規和規章進行產品設計。同時，

2021年是粵港灣控股的品質提升年，公司積極開展施工工藝、技術標準、工程標準的編製與修訂工作，集團工程管理中心完

成了8項標準及指引的編製工作，推動鋁模爬架、高精砌塊、薄抹灰等新技術在集團內的推廣，同時對常用工藝做出細化要

求，以保證產品品質的穩定可控。

為了更好的管控產品生產過程，我們也建立了公開透明的內部監管與外部鑒定模式。在外部，我們嚴格落實在建項目所在地

政府及行業監管部門的要求，確保項目穩定通過各類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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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內部，我們通過項目工程自檢、集團工程巡檢，集團審計部門按項目實際施工情況抽檢，工程巡檢制度和聯合驗收等方式

確保質量達標。在項目層面，除採用常規的專業監理公司全面管控施工現場外，相關管理團隊根據集團發佈的《工程巡檢作業

指引》，組織進行周檢、月檢活動。在集團層面，集團工程管理部按《集團飛檢制度（試行）》要求進行例行性現場檢查，根據

檢查結果採取集團強制排名、掛網通報等措施推動項目公司提升品質。同時，我們也對現行標準、制度、指引進行宣貫、培

訓，組織對執行好的項目通過實地參觀等形式進行經驗分享，促進集團整體管理水平的提升。

圖：粵港灣控股在施工現場向工程建設人員提供培訓

做好產品質量檢查與評估

集團工程管理中心對工程品質進行嚴格管控，針對質量不過關工程，要求各項目針對工程質量問題按合同進行獎罰並整改，

著力提升產品質量。在2021年，各項目加大管控力度，集團加大抽檢範圍，通過對重點問題進行重點督辦，組織專業工程師

下項目現場駐點督辦等方式，推動項目提高產品品質。

2021年，集團組織11輪巡檢，進行110次標段巡檢，提出質量隱患934項，提出安全隱患899項，提交巡檢聯繫單393份，整體

工程品質整體穩中有升。集團工程管理中心重點巡檢了10個項目17個標段。



第三章 為客戶，提供品質產品和服務

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29

完善客戶服務體系

不斷提高客戶服務水平

我們致力於不斷提升客戶服務水平。為使物業公司服務品質能長期保持高標準，運營管控措施有效落地，由物業總部品質部

牽頭，在2021年編製完成了《客服管理手冊》、《安全管理手冊》、《工程管理手冊》、《環境管理手冊》及《案場管理手冊》，對現

場作業標準、服務流程等重新進行梳理及界定，並於2021年嚴格執行。

在物業前期案場服務方面，為體現物業服務的專業性，助力現場銷售的同時提升公司品牌，由集團總部組織對全國案場物業

服務標準及流程重新梳理，在員工形象、服務動作、作業流程等方面全面升級，植入空乘服務理念，使整體服務標準更上新

台階。

圖：濟寧案場空乘禮儀培訓

為確保全國服務統一性和標準化，2021年公司組織開展物業公司數字化系統迭代更新，以山東濟寧項目為試點，陸續實現所

有項目全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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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更好的提高商貿城項目的品控管理，提升服務質量，經過與各地相關部門多輪討論，並結合各項目業態環境，
我們於2021年9月份率先在廣西梧州商貿城試點了無人機巡檢模式。通過在試用期間充分論證該管控工具的有效
性、便利性，在同年10月份，集團在所有商貿城項目全部配置了無人機，有效的提高了各商貿城項目的品控管理
水平。此標誌著集團在同業態現場品質管控工具應用方面走在了行業前列。

案例：借助高科技手段提升服務管理

積極響應客戶述求

客戶滿意是我們發展的核心動力。集團平台通過400投訴電話，接收各業主的諮詢、投訴等反饋，解決客戶問題。集團接到客

戶電話時當場記錄下客戶問題，掛機後及時梳理反饋至項目公司，全過程跟蹤客戶問題的解決進度。

同時，公司也通過多途徑進行客戶滿意度管理。各項目在銷售過程中會進行客戶來訪渠道登記，並在後續將相關信息採集錄

入搬至線上平台；除此之外，我們也計劃視集團及各項目情況，衡量通過尋找第三方調研機構合作，進行客戶調研，出具專

業的具有針對性的客戶滿意度調研報告。

客戶投訴 單位 2021年   

對公司產品及服務投訴數量 次 546

投訴解決率 % 95   

客戶滿意度 單位 2021年   

客戶對公司產品滿意度 分 90

客戶對公司服務滿意度 分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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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任營銷

為實現本集團營銷管理的合規與標準化，公司制定了《營銷管理中心服務行為守則》，要求所有營銷動作必須符合和遵守國家

相關法律法規及行業發展規範，嚴格執行集團頒佈的管控細則，對客戶要以誠相待，以信為本。同時，公司對項目上各類營

銷人員嚴格培訓，制定相關的專業標準化文件，以確保全體營銷線條知悉集團的規範要求。

嚴格保護客戶隱私

針對客戶隱私保護，在制度層面，我們發佈《違法違紀行為舉報作業指引》、《營銷管理中心服務行為守則》，嚴格落實保障客

戶隱私，要求員工堅守高標準的職業操守與道德準則。在機制層面，集團營銷中心屬於管理職能屬性部門，直接管理各項目

公司。各項目公司的客戶隱私保護根據其自身管理流程制度進行管理。截至目前，本集團暫未發生客戶隱私外泄的現象。

客戶資料信息保密 單位 2021年數據   

有關客戶資料保密的培訓時長 小時 115

有關客戶資料保密的培訓人數 人 148

發生客戶資料信息洩密事件 次 0

洩密事件影響的客戶人數 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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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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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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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回應

本章所回應的重要性議題

• 員工的健康與安全

• 員工的發展與培訓

• 員工的薪酬福利

• 人才的吸納與留任

• 合規僱傭

• 員工多元化及平等機會

本章涉及的HKEX ESG指標

B1.1/B1.2/B2.1/B2.2/B2.3/B3.1/B3.2/B4.1/B4.2

本章所回應的SDGs議題

 
UNSDGs 3：良好健康與福祉

 
UNSDGs 4：優質教育

 
UNSDGs 5：性別平等

 
UNSDGs 8：體面工作和經濟成長

 
UNSDGs10：減少不平等

目標回顧

我們的目標

• 關愛員工身心健康，每年為員工安排健康體檢，每年組織對員工有益的戶外拓展活動。

• 為員工提供多元化、多課題的專業及道德培訓。

我們的行動

• 安全生產管理

• 保障員工權益

• 支持員工全面發展

• 完善福利體系

• 平衡員工工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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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生產管理

本集團高度重視安全及健康，致力為每一位員工及與公司業務活動相關聯人士營造安全及健康的環境，確保有效降低業務營

運中的職業健康及安全風險。

按照《粵港灣控股安全文明可視化管理標準1.0》要求，在安全意識、防火管理、機械設備管理等六大方面，各項目公司嚴格進

行安全文明管理，確保員工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進一步實施智能化工地戰略，在項目現場安裝視頻監控，實時監督管控施工現場的安全和質量，確保施工全流程的安

全，提高項目管理效率。同時，各項目工程部管理人員每天對現場安全文明巡查結果予以記錄，若有發現安全隱患，及時報

告及解決。

近三年來，本集團無因工傷而死亡的員工。2021年，集團梧州項目商務公寓工程被評為「建設工程施工安全文明標準化工

地」，贛州項目二期工程被評為「建築安全生產標準化示範工地」。

疫情期間，各項目公司嚴格按照項目所在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做好疫情防控常態化管理：集中採購，儲備應急物資；加強

人員出入登記、日常體溫檢測、場所消毒通風；按要求定期進行核酸檢測；做好科普宣傳，營造全社會共同關心支持的環境

氛圍。

圖：組織員工接種疫苗 圖：蘭州項目公司核酸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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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員工權益

合規僱傭

本集團致力於推動公司的多元化和包容性，為員工建設多元共融的工作文化，尊重不同的性別、年齡、民族、種族、膚色、

宗教、國籍或文化背景，讓每位員工可在平等的工作環境中盡展潛能。

在聘用、薪酬、晉升以及其他運營過程中，本集團秉承平等機會及反歧視的原則，確保員工均受到尊重，任何人不會因性

別、年齡、身心障礙、家庭狀況、婚姻狀況、民族、種族、膚色、宗教信仰或其他法律禁止的因素而遭受任何不受歡迎的行

為或身處有敵意的環境。

依據《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及《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相關法律法規，本集團為進一步保障員

工在聘用、晉升、離職、薪酬福利等方面的合法權益，於2021年重新修訂了《年度人力資源規劃作業指引》、《招聘錄用管理作

業指引》、《員工福利管理作業指引》及《薪酬管理作業指引》等13項內部政策。

本集團尊重、重視和讚許每一個員工獨一無二的特質和觀點，致力為全體員工創造一個平等、共融互助的工作環境，讓員工

在工作時盡展所長，於2021年制定了《平等機會及多元化政策》。另外，本集團對招用童工及強制勞工採取零容忍態度，於

2021年制定了《防止童工及強制勞工政策》。

2021年，本集團在各用工環節均無歧視、無使用童工及無強制勞動的情況出現。

圖：公司重視女性員工權益，在國際婦女節提供專項慰問



第四章 為員工，打造成長平台

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37

集團對招用童工及強制勞工採取零容忍態度，禁止僱傭任何形式的非法及強制勞工（包括但不限於童工、強制性的
契約勞工、以工抵債的勞工等）；經營活動中，嚴格核查候選人員身份信息，提前預防；若發現違法違規事項，
嚴格依照法律法規的要求處理；要求供應商遵守相關法律法規。

案例：防止童工及強制勞工

高效溝通
本集團設立了無障礙的內部申訴機制，提供多種申訴渠道，確保申訴人能及時反饋問題，並積極尋求解決辦法，確保員工權

益得到保障。

2021年11月，集團引入業內先進溝通行為清單，讓每位員工從自身工作出發，在每一次溝通過程中都能做到真實、主動、及

時、高效、閉環跟蹤，真正地促進「有效信息」在組織內部的充分流動和共享，增強民主管理，提升員工「崗位自信」，以促進

組織決策的科學性與合理性。

圖：「粵港灣人」崗位自信深化月線下主題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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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員工全面發展

2021年，為有效開發、利用公司內部資源，實現內部資源的整合，為集團的知識管理和學習型組織的建立奠定基礎，建立並

不斷優化公司內部講師團隊，集團制定《內部講師管理作業指引》、並修訂《新員工入職培訓管理作業指引》，為員工全面發展

提供更加優質內容與平台。

針對不同對象，本集團量身定制培訓計劃：

• 為幫助新員工快速融入，本集團開展「初陽計劃」。2021年，集團總部開展4場「初陽計劃」培訓，覆蓋58人次，培訓內容包

括企業品牌、企業文化、人力資源制度、行政管理制度、財務管理制度、廉潔操守培訓等，同時開設多樣化破冰活動及

拓展環節。

• 為員工提供鍛煉和成長的平台，本集團開展「正陽計劃」，建立並不斷優化公司內部講師團隊。2021年，集團總部開展38

場「正陽計劃」內部培訓；各項目公司累計開展600餘場內部培訓。

• 本集團大力引進優質外部培訓，開展「超粵計劃」。通過此計劃，將業內先進的經驗及理念引入集團內部，促使員工轉變

觀念和提高技能，以適應快速變化的內外環境。2021年，開展25場「超粵計劃」培訓，合計覆蓋569人次，其中，聯合清

華大學深圳研究院力合商學院開展數場專項培訓。

集團提供的培訓類型豐富多樣，除通用型培訓、業務型培訓外，還開展內訓師訓練營、遊戲互動啟發類培訓、地產開發全流

程沙盤模擬以及主題月（先進機制工具）活動，培訓效果顯著。

5月，集團組織召開「粵港灣控股第一期《金牌內訓師訓練營》培訓活動」。集團及項目副經理級以上、所有人力
條線員工數十人參加。通過內部培訓，在集團內部建立一支專業、穩定、敬業的內部講師隊伍，營造知識共享、
攜手進步的組織氛圍，通過一傳多、師徒幫帶式的方式讓集團內部員工快速成長起來。

案例：第一期金牌內訓師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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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集團聯合清華大學深圳研究院力合商學院組織開展超粵計劃－華南研學考察。集團一行32人前往位於東莞
市中海．松湖璟尚項目、深圳市萬科大都會、萬科都會四季花園項目開展對標學習。旨在通過走訪交流、經驗分
享、資源互動等形式，助力集團成長，實現卓越共贏。

案例：超粵計劃：華南研學考察

2021年粵港灣控股員工培訓相關數據 單位 2021年數據   

受訓員工總數 人 ·次 4,313

全體員工數受訓總時長 小時 18,447

男性員工數受訓總時長 小時 12,365

女性員工數受訓總時長 小時 6,082

管理崗員工數受訓總時長 小時 3,777

執行崗員工數受訓總時長 小時 14,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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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福利體系

本集團致力於不斷提升員工隊伍的穩定性和凝聚力，促進本集團持續穩定的發展。我們不斷完善員工福利體系，目前已經建

立法定福利和補充福利兩大模塊福利管理體系，並制定了《薪酬管理作業指引》以及《員工福利管理作業指引》等相關管理指引

文件。面向特殊群體，集團還會提供生育慰問等福利計劃。

補充福利法定福利

五險一金

高溫補貼/取暖費

帶薪假期

通訊補貼 用餐補貼 住宿補貼

員工生日福利節日津貼 健康體檢

市內交通補貼 意外傷害保險 培訓及外出考察

圖：粵港灣控股員工福利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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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員工工作生活
集團踐行「快樂工作，健康生活」的理念，平衡員工工作生活。2021年，我們舉辦了多場豐富的員工文體活動，如員工生日
會、手工活動、趣味運動會、拓展活動、傳統節日活動等，讓「健康生活」的和諧理念流淌在集團員工精神狀態的點點滴滴，

讓「快樂工作」的積極心態體現在團隊工作氛圍的方方面面。

圖：粵港灣控股文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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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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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為環境，謀求綠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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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回應

本章所回應的重要性議題

• 能源效益及溫室氣體排放

• 氣候變化及應變能力

• 綠色建築

• 廢棄物管理

• 水資源利用

本章涉及的HKEX ESG指標

A1.1/A1.2/A1.3/A1.4/A1.5/A1.6/A2.1/A2.2/A2.3/A2.4/A2.5/A3.1/A4.1

本章所回應的SDGs議題

 
UNSDGs 7：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

 
UNSDGs 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UNSDGs 13：氣候行動

目標回顧

我們的目標

• 廢棄物：到2030年，運往堆填區的廢物量密度下降5%（以2021年為基準年）

• 能源消耗：到2030年，能源消耗密度下降10%（以2021年為基準年）

• 溫室氣體排放：到2030年，溫室氣體排放密度下降10%（以2021年為基準年）

• 耗水量：到2030年，耗水密度下降10%（以2021年為基準年）

我們的行動

• 綠色運營

• 打造綠色精品工程

• 跟蹤環境數據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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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運營

本集團注重降低自身運營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踐行「綠色運營」理念，嚴格遵守《環境保護法》等法律法規，通過制定和執行內

部準則、措施及流程指引，確保在運營的整個生命周期中持續改善本集團在環保方面的表現。

2021年，我們實時更新公司環境保護政策體系，制定了《環保政策》及《氣候變化政策》，助力本集團綠色發展。

環境保護
水資源利用

• 為項目設計並實施高效的水資源管理措施，提升集團的水資源利用表現。

• 推行有助於提升水資源利用效率的設備、技術及系統，並適時更新。

能源利用

• 透過採納適宜的設備、技術、設計，提升項目能源利用表現。

• 在經濟可取及可行的情況下，探討於我們的物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機會。

廢棄物管理

• 採用適宜的廢棄物管理措施，確保在項目建設中廢棄物的產生、回收以及再利用得到有效的管理。

• 透過採納適宜的技術、設計、工藝，提升項目建設中廢棄物的總體再利用率及回收率。

• 在日常運營中，通過節約利用、統一回收、循環使用等措施將廢物產生盡可能的減少。

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

• 開展前進行環境評估，確保項目方案因地制宜，符合當地生態環境的特徵，降低對自然生態系統及生物多樣性的影響。

• 工程完工後，積極促進生態系統的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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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可能帶來潛在的實體風險及轉型至低碳經濟的風險。

減緩氣候變化

• 在物業的設計、施工及運營過程中納入能源效益的因素，不斷加強我們的節能措施。

• 於採購過程中考慮能源效益因素。

• 在經濟可取及可行的情況下，探討於我們的物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機會。

• 鼓勵我們的員工、供應商及客戶於日常活動中盡可能減低其碳排放。

提升面對氣候變化的適應及應變能力

• 在我們的風險管理及內部控制系統納入氣候相關風險。

• 評估我們業務中面對的氣候相關實體及轉型風險。

• 對我們的物業進行氣候應變能力評估，審視潛在氣候相關風險，以及盡可能物色低碳及可應對氣候變化的建築措施。

2021年8月25日，第九個全國低碳日，粵港灣控股爭做「低碳生活，綠建未來」的踐行者，發起「綠色粵港灣，
低碳新生活」的倡導，踐行「節能環保、減少排放；綠色辦公、生態人居；低碳出行、理性消費」。

案例：環保倡導：綠色粵港灣，低碳新生活

圖：粵港灣控股全國低碳日活動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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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綠色精品工程

綠色招採

• 與合作夥伴合作提升整個生產運營流程的可持續能力，不斷優化廢物管理、水資源利用與能源效益。

• 建立適宜的供應商管理措施，考察供應商在污染控制、用水、能源使用及廢棄物產生上的表現。

• 採用環保物料及「綠色」產品。

綠色施工

在項目施工建設過程中，粵港灣控股通過採用適宜的技術及設備，科學管理，開展節能、節地、節水、節材和環境保護，最

大限度地節約資源、減少對環境負面影響。

在資源節約領域：

• 節水用水：為開發項目設計並實施高效的水資源利用管理措施；採用設備及技術，並實時更新維護；張貼節約用水標

識，提升節約意識。於報告期間，我們在求取適用水源上沒有遇到任何問題。

• 節約能源：在辦公生活區域及項目施工處積極開展節能活動，利用溫馨提示標識進行宣傳；使用節能減排的設備及技

術，如使用節能LED燈、電子式鎮流器氣體放電燈等；使用新能源灑水車及巡邏車，減少汽油或柴油的消耗；推行無紙

化辦公，減少紙張使用。

• 節約材料：使用新型鋁膜、全鋼爬架等可周轉的施工材料；使用GRC、GLC輕質隔牆板、高精砌塊等節能環保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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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污染控制領域：

• 廢棄物處理：將建築垃圾與生活垃圾、有害廢棄物及無害廢棄物分類放置、專門回收、分類處置。

• 污水處理：在項目施工現場，通過設置排水溝、集水坑、沉澱池、隔油池和化糞池等，使污水經過處理並確保達到相關

要求後方可排放。對處理後的污水進行循環利用，如用於綠化景觀澆灌、揚塵治理、沖洗設施設備等。

• 揚塵治理：項目施工現場安裝揚塵在線監控系統設備，實時監控揚塵數據；並通過霧炮機、噴淋降塵設備、裸土覆蓋、

濕法作業等減少大氣污染；項目施工現場的土方廢料等採取封閉運輸，車輛駛出工地前進行沖洗，防止車輛夾帶的泥土

污染環境；嚴禁在強風下進行拆除作業。

• 噪音治理：項目施工現場安裝噪音監控系統設備，實時監控噪音數據；嚴格對噪音污染源進行管控；高噪音施工期間對

施工範圍附近採取臨時性移動隔聲屏障措施；項目施工現場禁止鳴笛，夜間施工嚴格控制施工噪音。

圖：粵港灣控股污染控制措施

綠色建築
隨著國家出台的《綠色建築評價標準GB50378-2019》及廣東省出台的《廣東省綠色建築設計規範(DBJ/T15-201-2020)》及《廣東省

公共建築節能設計標準(DBJ/T15-51-2020)》等文件正式實施，本集團及時對接綠色建築新標準的要求，積極推動新項目按照新

標準予以設計和開發，推動新項目獲取各類綠色建築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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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東莞的虎門柏龍灣花園項目在資源節約以及健康舒適等領域不斷創新，目前正在申請綠色建築（一星級）
認證。

節約集約利用土地：項目主要建築功能為高層住宅建築，建築用地面積約3萬平方米，容積率約2.76。

項目綠地率約30.33%，人均公共綠地面積為0.54平方米╱人。

項目電氣照明採用高效電光源，氣體放電燈採用電子式鎮流器；樓梯間的照明燈具採用節能自熄開關控制，
走道照明採用分片分區控制；建築供暖空調負荷降低比例大於5%。

項目可再循環材料佔總建築材料比例為10.58%。

案例：東莞柏龍灣花園項目

•

•

•

•

資源節約方面

外牆、隔牆、樓板和門窗的隔聲性能滿足現行國家標準；室內設備選用低噪聲設備，室外噪聲主要是交通噪
聲，通過圍護結構衰減。

嚴格控制室內主要空氣污染物的濃度。

生活飲用水水池、水箱等儲水設施滿足衛生要求。

•

•

•

健康舒適方面

跟蹤環境數據表現

單位 2021年數據   

廢棄物密度（運往填堆區廢物） 噸╱百萬營業收入 0.18

能源密度 千瓦時╱百萬營業收入 3,685.17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營業收入 2.17

耗水密度 噸╱百萬營業收入 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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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回應

本章所回應的重要性議題

• 負責任的供應鏈管理

本章涉及的HKEX ESG指標

B5.1/ B5.2/ B5.3/ B5.4

本章所回應的SDGs議題

 
UNSDGs 8：體面工作和經濟成長

 
UNSDGs 12：負責任消費和生產

 
UNSDGs 17：促進目標實現的夥伴關係

目標回顧

我們的目標

• 持續推進供應鏈生態建設，通過採購方案優化、培訓、多級溝通等舉措，實現供應鏈生態的優化提升。

我們的行動

• 規範供應鏈管理

• 傳遞責任意識

• 加強與合作夥伴溝通分享



第六章 為夥伴，追求合作共贏

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53

規範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引入供應鏈管理理念，建立了從供應商引入、日常評估到退出的全生命周期管理體系。通過完善的制度建設，規範採

購過程，推動責任供應鏈的發展。

在新供應商引入環節，公司主要通過查驗《營業執照》、《建築業企業資質證書》、《安全生產許可證》、《ISO認證體系》等文件進

行資格預審，並在之後開展供應商考察與入庫流程。

2021年，公司對供應商的預審、考察和入庫更加嚴格、細緻，所有通過資格預審和考察評估的供應商，入庫時一律定為合格

級，資格預審評估不合格者絕不納入供應商庫。本年度共入庫工程施工、材料設備和諮詢服務等各類供應商合計363家。

供應商依照類別劃分 單位 2021年數據   

諮詢服務類 家 59

工程類 家 187

戰略採購類 家 102 

檢驗檢測類 家 15    

總計 363   

除此之外，公司會對已合作供應商進行年中和年終兩次履約評估，從施工質量、施工進度、安全文明、現場配合、商務管理

等方面進行綜合評價並評定為「A-B-C－不合格」等級。公司會根據供應商評級對其進行相應的獎懲，其中A、B級為優秀級供應

商，公司對其有現金獎勵等獎勵措施；對考核不合格供應商及承包商，公司會將其拉入黑名單，永不再用。

傳遞責任意識

本集團積極向供應商傳遞我們可持續發展的理念，期望與合作夥伴在道德、廉潔和公平方面恪守於高標準。在建立互利共贏

的合作基礎的同時，保障員工、客戶和社會的利益，更積極地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與義務，推動本地社區發展，實現企業與

社會的共同進步。

2021年，公司通過《供應商管理制度》對供應商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提出明確要求，包含：

• 法律合規和商業道德：供應商經營業務時必須遵守所有適用的法例和規定，嚴格禁止任何腐敗、反競爭欺詐或作虛假聲

明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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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健康和安全生產：鼓勵供應商取得職業健康體系、安全管理體系等體系認證。供應商應遵守適用的職業安全和健康

法規和標準，也應設有管理制度，致力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為員工提供合適安全設備、防護裝備及培訓，

盡力避免工傷意外發生。

• 環境保護和安全規格：鼓勵供應商盡可能採用可持續性材料，同時在生產及產品方面取得環保體系認證、綠色產品認證

等證明，努力減少業務運營對環境的影響和人體健康安全影響。

• 用工與薪酬：禁止供應商強迫用工、使用童工。供應商應建立員工與企業的溝通機制，保證員工能夠向管理層表達訴求

和申訴。薪酬應遵守當地適用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供應商應準時發送薪酬，不可拖欠工資1月以上。同時也要求供應商

依照法例支付超時工作補償，把時數控制在法定工作時限以內。

• 確保公平公正的工作場所環境：供應商應禁絕基於但不限於年齡、種族或族裔、殘疾、性別、國籍、婚姻狀況、性取

向、政治信念或工會聯繫的任何形式騷擾或歧視。

同時，我們增加了對供應商的培訓，培訓內容主要包括質量評估、商業道德、施工管理、社會責任等主題。近一百家供應商

現場參與了培訓。

圖：粵港灣控股供應商培訓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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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與合作夥伴溝通分享

我們致力於與合作夥伴的共同成長，打造健康、持續的良好合作關係。本集團以合作夥伴大會、交流分享會、表彰活動等多

種形式與合作夥伴進行溝通交流，不斷提升雙方合作的附加值。交流的內容涵蓋公司企業文化、發展戰略、客戶服務體系、

供應商管理體系、員工培訓體系、品牌宣傳及綠色環保等方面。使合作夥伴更深刻的了解本公司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提升

合作質量與效率，推動共同成長。

圖：華南採購者聯盟成立儀式暨私享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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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回應

本章所回應的重要性議題

公益慈善

本章涉及的HKEX ESG指標

B8.1/B8.2

本章所回應的SDGs議題

 
UNSDGs 1：無貧窮

 
UNSDGs 4：優質教育

 
UNSDGs 11：可持續城市和社區

目標回顧

我們的目標

• 在精準扶貧、社區建設、公益慈善方面持續發力、深化活動內涵，促進社區經濟與社會共同發展。

我們的行動

• 推進公益項目

• 助力鄉村振興

• 做好社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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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公益項目

粵港灣控股積極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和義務，持續致力於慈善公益事業。為了進一步優化公益慈善管理，我們於2021年制定

《慈善政策》，明確了公司推進公益慈善項目的精神和主旨，規範了集團慈善及公益計劃的審批流程，確保相關計劃與決策受

到集團相關部門及管理層的嚴格監管，保證集團的社區投資與社區的需求及社區利益相匹配，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2021年，集團先後對贛州市鄉村教師「領頭雁計劃」項目、東莞市「廣東扶貧濟困日暨東莞慈善日」、三亞市「築夢未來，揚帆起

航」金榜題名活動、江西省關心下一代基金會幫扶幫教項目等捐款約127萬元。

為獎勵取得優異成績的三亞市吉陽區六道社區高考生，9月開展「築夢未來·揚帆啟航」2021年六道村金榜題名
活動。集團對2021年度通過高校招生計劃被各高校錄取的32名全日制本科生、專科生進行獎勵。

案例：「築夢未來，揚帆起航」助學捐款



第七章 為社會，共享發展成果

粵港灣控股有限公司60

助力鄉村振興

粵港灣控股積極響應鄉村振興的國家戰略，借助結對幫扶貧困村、組織參與扶貧培訓班等手段、通過產業帶動、公益幫扶、

教育扶貧、就業促進等多種方式，從2017年至今，在廣西、江西、四川、甘肅等9個鄉鎮累計投入人民幣8,000萬元用於精準

扶貧。

同時，通過對踐行鄉村振興經驗的匯總及分析，我們完成了鄉村振興戰略專題研究。2021年，集團發佈了《鄉村振興投拓研究

手冊》，為集團未來在鄉村振興方面的行動提供新的理論指引。

粵港灣控股致力於通過多種方式推進鄉村振興。經過對橋馬村的實地考察，粵港灣控股大力推進光伏扶貧項目在
當地的推廣，為當地貧困戶每戶實施3KW屋頂分佈式光伏發電扶貧工程。在該扶貧項目落地當年，其發電效益便
使該村貧困戶每戶增收約人民幣1,400元。

案例：精準扶貧廣西省百色市田陽縣五村鎮橋馬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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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社區支持

粵港灣控股持續關注社區的需要，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社區居民的需求，致力於與社區的和諧共融，不斷推進社區發展。2021

年，我們聚焦新冠疫情時期下的特殊需求，做好疫情防範工作，確保當地社區居民的生命安全及身體健康。

圖：防疫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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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描述 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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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1.2 直接（範圍1）及能源間接（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

用）密度。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1.5 描述所訂立的排放量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及描述所訂立的減廢目標及為達

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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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量及密度。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A2.3 描述所訂立的能源使用效益目標及為達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所訂立的用水效益目標及為達

到這些目標所採取的步驟。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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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業務的製成品無須使

用包裝材料

層面A3：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自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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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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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描述 披露位置   

層面A4：氣候變化

一般披露 識別及應對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宜及相

關減緩措施的政策。

第五章

關鍵績效指標A4.1 描述已影響及可能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宜，及應對行

動。

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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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第四章

關鍵績效指標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關鍵績效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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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第四章

關鍵績效指標B2.1 過去三年（包括彙報年度）因工亡故的人數及比率。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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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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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關鍵績效指標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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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績效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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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描述 披露位置   

層面B4：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及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第四章

關鍵績效指標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第四章

關鍵績效指標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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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關鍵績效指標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貨商數目。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B5.2 描述聘用供貨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貨商數目，以及有關

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第六章

關鍵績效指標B5.3 描述有關識別供應鏈每個環節的環境及社會風險的管理，以及相關執

行及監察方法。

第六章

關鍵績效指標B5.4 描述在揀選供應商時促使多用環保產品及服務的慣例，以及相關執行

及監察方法。

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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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及私隱事宜以及補

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第三章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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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團並無因安全與健康理

由而須回收產品或服務

關鍵績效指標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第三章

關鍵績效指標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第二章

關鍵績效指標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第三章

關鍵績效指標B6.5 描述消費者數據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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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描述 披露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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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第二章

關鍵績效指標B7.1 於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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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績效指標表

關鍵績效指標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第二章

關鍵績效指標B7.3 描述向董事及員工提供的反貪污培訓。 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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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關鍵績效指標B8.1 專注貢獻範疇。 第七章

關鍵績效指標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關鍵績效指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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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單位 數據    

A. 環境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氮氧化物(NO
x
) 噸 0.729

硫氧化物(SO
x
) 噸 0.002

顆粒排(PM) 噸 0.069

A1.2 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一：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1 
計算公式：排放系數*燃料消耗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1,323.00

範圍二：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2 
計算公式：排放系數*採購電量

噸二氧化碳當量
10,787.71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3 噸二氧化碳當量 12,110.71

範圍一：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營業收入 0.24

範圍二：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百萬營業收入 1.94

A1.3 有害廢棄物總量4 噸 8.62 

其中：染料、塗料廢棄物等 噸 5.27 

含有石棉的廢絕緣材料╱建築廢棄物 噸 3.00 

廢棄燈管、燈泡、電池等產品 噸 0.06 

廢棄硒鼓、墨盒等 噸 0.28 

有害廢棄物密度 噸╱百萬營業收入 0.002

A1.4 無害廢棄物總量 噸 1,311.67 

其中：土方廢料（運往填堆區） 噸 1,025.17

土方廢料（回填） 噸 184.26

廚餘垃圾 噸 92.54 

一般辦公廢棄物（可回收利用） 噸 4.18 

一般辦公廢棄物（不可回收利用） 噸 5.52 

無害廢棄物密度 噸╱百萬營業收入 0.24

A2.1 能源總耗量5 千瓦時 20,529,652.79

柴油 升 1,440

汽油 升 141,222.58

燃燒油 千克 10,360

煤氣 立方米 0.43

石油液化氣 千克 4,984

天然氣 立方米 3,518

外購電網用電 千瓦時 17,681,878.23

太陽能發電量 千瓦時 1,212,400

A2.2 總耗水量 噸 799,098.67

其中：生產用水（工地用水） 噸 677,003

辦公室耗水6 噸 122,095.67

用水密度 噸╱百萬營業收入 1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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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單位 數據    

B. 社會

僱傭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員工總人數7 人 1,275

按性別劃分

男性員工 人 810

女性員工 人 465

按僱傭類型劃分

全職 人 1,140

兼職 人 135

按年齡劃分

<30歲員工 人 227

30–50歲員工 人 826

>50歲員工 人 222

按學歷劃分

博士學歷 人 0

碩士學歷 人 21

本科學歷 人 312

其他學歷 人 942

按工作崗位劃分

管理崗員工 人 124

執行崗員工 人 1,151

按地區劃分

港澳台 人 8

中國大陸 人 1,267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總流失比率8 % 38.91

按性別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男性員工 % 59.24

女性員工 % 40.76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30歲員工 % 21.18

30–50歲員工 % 49.75

>50歲員工 % 29.06

按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港澳台 % 0

中國大陸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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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單位 數據    

健康與安全

B2.1 過去三年（包括彙報年度）因工亡故的人數

2021年 人 0

2020年 人 0

2019年 人 0

過去三年（包括彙報年度）因工亡故的比率

2021年 % 0

2020年 % 0

2019年 % 0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天 0

發展與培訓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受訓僱員百分比

受訓僱員佔公司僱員總百分比 % 42.7

按性別劃分受訓人數

男性員工 人 ·次 2,904

女性員工 人 ·次 1,409

按工作崗位劃分受訓人數

管理層員工 人 ·次 883

執行層員工 人 ·次 3,430

按性別劃分受訓僱員百分比

男性員工 % 67.33

女性員工 % 32.67

按工作崗位劃分受訓僱員百分比

管理層員工 % 20.47

執行層員工 % 7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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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體員工 小時╱人 36.31

按性別劃分

男性員工 小時╱人 24.44

女性員工 小時╱人 11.87

按工作崗位劃分

管理層員工 小時╱人 7.43

執行層員工 小時╱人 28.88



關鍵績效指標表

2021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69

ESG指標 單位 數據    

供應鏈管理

B5.1 供應商總數 家 363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華東地區 家 89

華南地區 家 218

華中地區 家 24

華北地區 家 3

西北地區 家 5

西南地區 家 24

東北地區 家 0

產品責任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

國內用戶 次 546

反貪污

B7.1 於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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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 宗 0

員工 宗 0

社區投資

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

公益慈善捐贈 萬元 127.40

註：

1. 範圍一溫室氣體來源於固定源（包含煤氣、天然氣、石油液化氣及燃燒油）、移動源（包含汽油及柴油）和製冷劑消耗產生的二氧化碳。

2021年範圍一溫室氣體數據較2020年增長主要原因是納入了製冷劑消耗。

2. 範圍二溫室氣體來源於營業辦公所消耗的外購電力中隱含的二氧化碳。核算方法依據國家生態環境部2021年發佈的《企業溫室氣體排放
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發電設施》中建議的電網排放因子0.6101 tCO

2
/MWh。

3. 溫室氣體排放僅包含二氧化碳。

4. 有害廢棄物參照《國家危險廢物名錄（2021年版）》規定。

5. 能源總耗量來源柴油、汽油、石油液化氣、天然氣、外購電力、太陽能發電。能源轉化系數依據國際能源署發出的能源數據手冊(Energy 
Statistics Manual)（附錄三單位及轉換當量），其中柴油：45.66千兆焦耳╱噸，汽油：45.66千兆焦耳╱噸，石油液化氣：50.08千兆焦耳╱
噸，天然氣：40兆焦耳╱立方米，1千兆焦耳= 277.778千瓦時。

6. 辦公室耗水數據來源於粵港灣控股商業及辦公用水，包括採購的桶裝水和瓶裝水。

7. 員工總人數指截至12月31日的在職員工數。

8. 總流失比率=員工流失總數╱（在職員工總數+員工流失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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