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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在2016年度，為應對社會對環境和社會責任
的期望及要求，爪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
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或「我們」）倡導
維護環境與生態和諧的理念，以及以法規廉潔
為本的原則。隨著本集團及員工對環境和社會
責任意識的持續提升，本集團在這兩方面的表
現上有一定的進步及成效。我們以環境保護和
珍惜資源為使命，並在營運中實踐。在社會責
任的議題上，本集團重視員工操守及發展，期
盼員工能與本集團共同成長。對於持份者，我
們本著互惠互信的精神，與他們保持良好溝通
及分享環境和社會責任的資訊，以建立長期發
展的合作夥伴關係。本公司董事會對本集團的
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及匯報負有整體責任。

報告範圍

本報告為本集團的第一份概述環境、社會及管
治表現的報告，內容涵蓋本集團投資及出售物
業業務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表現，而本集團的
廣州辦事處及成都辦事處是本報告主要資料收
集點。本報告是按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香港聯交所」）的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編制的。

報告期間

本報告為年度報告，報告期間為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

與持份者溝通

持份者的需求是本集團的風險及機遇所在。因此，與持份者的溝通是本集團不可缺少的活動。本集團按照
香港聯交所相關規定召開股東周年及股東特別大會，以及定期出版年報及中期報告，公佈本集團最新動向
及財務狀況，以加深股東對我們的瞭解。在日常的營運過程中，我們與客戶及供應商透過探訪會議、問卷
調查、顧客服務等渠道，進行互動溝通及知識交流，從而知悉及理解他們的期望及發展情況，使我們之間
得以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

20 Moorgate, London, EC2R 6DA,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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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環境

1.1  排放物
本集團對環保減排的決心是毋庸置疑的。我們本著企業的良心責任，在營運上制定多項環保政策及制度，
其中包括針對氣體排放的《溫室氣體排放管理政策》及支持本地供應商採購的《採購管理政策》。為回應社會
節能減耗的訴求，我們建立《減少廢棄物政策》、《節約用水政策》、《節約能源政策》及《固體廢棄物循環再用
政策》等。本集團推行的具體管理方法包括：

1） 對中國政府二氧化碳減排政策表示支持，在內部進行碳排放審計，每月對大厦的碳排放進行監控，
以達到中國政府排放要求，確保不會超出年度限額；

2）  廣州辦事處及成都辦事處裝換 LED燈具，同時定期對耗電量較大的設備（如：冷水機及鍋爐）進行維
修，確保運作效率保持較高水準；按天氣情況調整冷水機及鍋爐開關時間、開機數量及設定溫度，
以確保較高的運作能源效益；

3）  本集團內部使用電話會議進行溝通，以減少因
旅途增加而造成碳排放增加；

4）  支持向本地供應商採購，藉以減少物品運輸途
中產生的碳排放；

5）  對租戶提倡節能減排、綠色出行等活動；
6）  廣州辦事處及成都辦事處各層公共區域、室內

單元均使用中央空調系統及新風循環系統，使
室內空氣質素得到提升；

7）  廣州辦事處及成都辦事處各層洗手間內洗手盆
均使用感應水龍頭及男洗手間使用感應沖水設
備，大大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8）  凡可回收利用的工程建築廢棄物，均被回收進
行二次利用或者交由廢棄物處理公司回收；

9）  積極推廣廢紙及廢膠瓶回收。

本集團恪守排放物的法律法規，在2016年度並沒有發生對本集團有重大影響的相關違例案件。

33 Old Broad Street, London, Eng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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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珍惜資源
本集團深知在營運中，資源的使用是不可或缺
的。因此，我們制定了綠色政策以推動環保
及有效地使用資源。在辦公室的營運中，我
們制定減少資源使用的措施，例如：減少紙張
列印，提倡利用電子文檔以取代正本存檔。同
時，我們配合廣州辦事處及成都辦事處選擇節
能降耗用電產品，並在大廈更新時選擇節能降
耗產品，以鼓勵對資源的合理使用及減少對資
源的損耗。我們堅決持守「減能降耗」的環保文
化，作為對社會的一份承擔。

1.3 環境保護
我們樂於與大自然和諧相處，保護天然資源。本集團倡導綠色教育及綠色工作態度，以減輕地球環境的日
漸受損。因此，我們提供綠色產品及營運流程，例如 : 使用電話、郵件等處理日常營運運作，以及在採購
支付時採用電子支付，減少經辦過程中的消耗。我們對員工進行培訓，宣揚綠色環保及推行辦公紙張重複
利用。此外，我們認為此概念需要在供應鏈中推廣，才能夠產生協同效應。故此，我們鼓勵優先選擇節能
產品用於成都辦事處，並在供應鏈中宣傳環保理念，通知供應商提供環保優質產品，務求達到節能降耗的
效果。

2. 關愛員工

2.1 僱傭
員工是本集團的資源和資本，也是我們發展的關鍵所在。一直以來，我們通過多方的僱傭政策讓員工的權
利得到維護，同時亦努力地為他們提供安心的工作環境，使員工與本集團一起奮鬥及成長。我們制定的政
策包括《平等僱員招聘及晉升政策》、《薪酬政策》、《員工福利政策》、《解僱及退休政策》及《勞動合同》等，對
員工的勞動權責、晉升與福利方面作出規範和監管，讓員工得到合法權益。我們主張「人人平等」的信念，
建立《僱員多元化政策》， 我們除了聘用本地人，也會聘用外地人及少數民族人士，當中不乏專業人員，也
有普通人員。

員工平等是我們的關注點，因此，我們為員工營造零歧視及工作生活平衡的僱傭環境。我們每年安排娛樂
聚會，幫助員工減壓，並提供溝通及抒懷機會，使他們能在公平與安心的基礎上工作和發展。

基於本集團對員工的維護及保障，杜絕任何違反僱傭條例的個案，在報告期間並無此類個案發生。

John Sinclair House, Scot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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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健康與安全
維護員工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是我們的基本責任。我們制定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政策，是根據國家和當地政府
的有關規定，讓員工知曉所繳社保的政策及待遇。當工傷事故發生時，員工可以獲得及時的處理和保障。
安全防護工具方面，我們為員工提供符合國家安全衛生標準的工作場所、勞動保護用品、醫療藥箱等，讓
員工在安全的環境下工作，並為員工提供職業安全培訓，以降低工作風險。針對員工心理健康需要，我們
定期安排員工參加旅遊及團隊拓展活動，並舉辦員工康體文娛活動，加強員工對本集團的歸屬感和提高心
理質素，同時聘用獨立機構為員工提供心理健康服務。關於外包商之工作安全監控，我們要求外包商提供
公眾責任險及僱主責任險，以保證公眾及外包商員工的利益。本集團嚴格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致力達到
零重大事故和工作意外，在2016年財政年度，我們並沒有違反與健康及安全條例的相關個案。

2.3 發展及培訓
我們重視員工與我們的共同進步和成
長。因此，本集團推動職業及員工
發展政策，我們出資為員工進行培訓
（包括進修、在職學習、脫產學習、
出國學習等），以鞏固及提升員工的
知識水平及競爭力。同時，我們向員
工闡述本集團的晉升機會和職位發展
方向，並為員工進行工作指導。針對
員工的需要，我們對員工進行職業道
德、業務技術、工作安排及本集團各
種規章制度的教育和培訓。通過對員
工的培訓及定期進行培訓評估，為我
們建立知識平台及知識團隊。

2.4 勞工準則
我們尊重員工權益，以中國的《勞動合同法》為基礎，制訂勞工政策。我們只會聘用年滿18歲的成年人，
不會聘用童工。我們也不會強迫員工超時工作，實行每天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每週工作時間不超過
40小時的標準工時制；如員工超時工作，我們需徵求員工同意及按國家規定給予補休或加班工資。我們
委派人力資源及行政部進行監控，確保沒有僱用童工及強制勞工的事情發生。因此， 2016年的違反勞工
準則案件數目為零。

Lizard Island Resort, Queens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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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銅鑼灣皇冠假日酒店，香港

3.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視供應商為我們的發展夥伴，我們將環保與社會責任的理念傳遞給他們，敦促其遵守。因此，我們
倡議社會責任為挑選供應商的其中一項準則，並要求每一家供應商簽訂《供應商行為準則函》及遵從我們為
他們設定的供應商守則。同時，我們建立對供應商的審查機制，對他們進行月度及年度表現評估，並將關
鍵績效指標列入報告中，以確保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能夠符合環保、質量與社會責任等要求。

4. 產品責任

產品責任是本集團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環節，也是我們賴以生存的要素。故此，我們對產品和服務有嚴格
的要求，並制定符合法律法規的相關管理政策。我們的政策包括：

產品和服務質量保證政策：我們為每位員工提供相關的培訓，並進行日常質量檢查。

產品和服務健康與安全政策：供應商所售的產品符合相關安全政策，產品節能、環保，對使用者沒有副作
用，並提供第三方責任險。

質量採購政策：項目採購進行網絡三方比價或者現場多方報價，挑選企業誠信度、服務品質較好，而供應
價格又較經濟的商家，並要求提交供應商營業執照等相關資料進行評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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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後服務政策：供應商對所售產品進行質量保證，並納入《KPI品質評估報告》中，若發生質量問題時，可
免費更換。

資產物品回收政策：對大廈財產進行登記，每季度進行定時盤點，發現破損及無法維修的資產物品，進行
有效折舊回收。

由於本集團對產品責任的有效實施，在報告期間並沒有發生違反產品責任規例個案。

5. 肅貪倡廉

本集團建立良好的企業管治，主張誠實謙和，絕不允許貪污腐敗。我們制定多項防貪政策，其中包括：企
業管治政策、防止賄賂、防洗黑錢、勒索及欺詐政策、公開招標及服務合約審批政策、舉報政策和獨立機
構核數政策等。在勞動合同中，我們要求員工遵守商業道德準則，不能有貪污及賄賂行為。我們亦要求員
工向人力資源部申報利益衝突，並根據相應員工職權範圍，制定規避措施。我們對員工進行專業培訓，並
設定職業道德專員負責監督員工遵守商業道德準則，如有發現成立的案件，公司會通報大中華區，並採取
糾正措施，以杜絕貪污行為。

基於以上措施的有效實施，在2016年，本集團沒有貪污個案發生。

6. 社區共融

本集團關注我們的社區，亦積極回應及參與社區活動。於2016年，我們參與由社區街道委員會定期組織
的無償捐血活動。在社區團體合作方面，除參加捐血活動外，我們與盲人學校配合，與學生及教職員進行
交流及協助，使員工獲得寶貴的體驗。同時，我們也積極配合社區街道辦相關要求，並完成街道辦交辦區
域聯防活動、消防工作和創衛工作，讓員工踐行社會責任，發揚愛心。

7. 企業品牌

本集團一直追求「勇於擔當 鼎力革新」的信念，於2016年，在經營方面取得的獎項包括：

▓ 四川省房地產業協會：四川省物業服務最高殊榮；
▓ 全球領先企業的房地產負責人投票：H. Bruce Russell 2016全球創新獎；
▓ 全球工作環境亞洲峰會：亞太區年度最佳管理設施獎；
▓ Frost & Sullivan亞太區“卓越獎”頒獎協會：卓越設施管理獎；
▓ 中購聯中國購物中心國際論壇第十四屆年會暨亞太商業資產管理峰會：行業優秀商業管理公司；
▓ LinkedIn：全球最具吸引力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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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在報告年間，本集團秉持「尊重生態 愛護社會」的理念，以
團隊精神努力完成環境、社會及管治的任務，獲得可喜的
成果，並得到社會的認同與品牌獎項。我們對未來抱著謹
慎及樂觀的態度，繼續以取悅持份者為發展方向，並以合
規合法作為我們的營運準則，堅決維護企業品牌及追求卓
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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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臣山，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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