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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2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業務回顧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本公司」或「九龍建業」）（股份代號：34）於一九六一年一月

二十四日成立，並於一九九五年七月四日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主板上市。集團（於報告內，除文義另有說明外，「集團」一詞指本公司及其

附屬公司）主要於香港及中國大陸從事物業發展、物業投資及物業管

理業務。集團亦從事金融投資及投資控股業務。集團將會於適當

時機增加土地儲備及鞏固現有的物業組合，並且專注於打造

一個以建造高質素成品、考慮周到的地產發展商的品牌。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參與本環境、社會及管治（「ESG」）

報告（「報告」）的編製工作，已審閱和批准內容和披露。

於回顧年度內，集團在其所有營運活動中並未發現任

何嚴重違反與環境、勞工及反貪污相關的任何本地

法律及法規之情況。透過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致

力從內到外推動環境和社會管理，使集團能夠一直

在其營運中促進可持續發展，並與持份者一同為提

高各人的生活質素和健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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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標準、原則、匯報期及範圍

報告乃根據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所載之 ESG報告指引（「ESG報

告指引」）編製而成。本公司已遵循 ESG報告指引中的報告原則定義報告結

構和內容，包括：

重要性

集團定期進行持份者參與活動和重要性評估，以識別與業

務營運有關的ESG重要議題。詳情請參閱「重要性評估」一節（第

7頁）。

量化

為展示我們在 ESG方面的影響，集團監察並記錄環境

和社會的績效數據。詳情請參閱「績效表」一節（第43

頁）。

一致性

每當被認為是重要的，報告採用一致的標準、工具、

假設和╱或所採用的換算系數之來源，以及解釋與上

一份報告的任何不一致之處。

平衡

報告不偏不倚地反映我們的 ESG管理方針和績效，避免可能會

不恰當地影響報告讀者決策或判斷的選擇、遺漏或呈報格式。

有關集團的企業管治資訊已於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報中作更深入的闡述。

簡介



4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簡介

報告涵蓋集團於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年度」）的 ESG表現、活動及

亮點，包括以下主要業務營運：

於香港始創中心
的總部運作

於中國大陸無錫及
瀋陽的物業發展業務

於香港的物業投資
及發展業務

於香港集團的零售業務之
新品牌「首達百貨」

由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九建工
程有限公司(「九建工程」)
於香港經營的建築業務

由本公司之附屬公司康居物業
管理有限公司(「康居物業」)
於香港經營的物業管理業務

宜居顧問服務有限公司（「宜居顧問」）為九龍建業之附屬公司，主要提供建築測量、物業管理及護衛服

務，由於控制權時期尚短，故已被排除在本年度的報告範圍以外。集團正在加強宜居顧問的數據收集

系統，並計劃擴大其匯報範圍，於日後把宜居顧問納入 ESG報告中。



簡介

5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2021

 

簡介

持份者參與

因意識到持份者在可持續發展旅程中的關鍵角色，集團高度重視持份者的反饋和意見，以引領其管

理方針於相關可持續發展議題上。為維持與持份者清晰的溝通，集團已建立舉報渠道作為其企業管

治和持份者參與的基礎。為促進與不同持份者間的溝通，集團已建立一系列溝通渠道，以了解他們對

集團長遠發展的期望。

股東及
投資者

股東大會
財務報告、公告及通函
公司網站
公司查詢電郵、傳真和電話號碼

當地社區及
非政府機構

義工活動
企業贊助及捐款

業界商會 業界商會的代表

媒體 公司網站
財務報告、公告及通函
為推出新物業之媒體採訪
示範單位開放及介紹

供應商、承包商╱
分包商及服務供應商

項目合作
公司網站
於進入建築工地前，為九建工程的
分包商提供培訓及簡報
實地考察
外部ESG問卷調查
了解你的客戶(KYC)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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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業務合作夥伴 項目合作
公司網站

政府及監管機構 員工研討會
財務報告、公告及通函

客戶、租戶及住戶 客戶滿意度調查
意見箱
查詢熱線
參觀示範單位及銷售人員之介紹
業主委員會會議
業主立案法團會議
會所活動
公司網站
外部ESG問卷調查

潛在應徵者及僱員 於公司網站登載的就業機會
內部轉介計劃
招聘活動和就業講座

集團之僱員 員工入職培訓
僱員告示欄
與員工會議和績效評核
內部ESG問卷調查
凝建網(集團之內聯網)
公司網站
研討會╱工作坊
員工活動
致僱員之備忘錄
員工意見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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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重要性評估

集團已進行持份者參與活動，旨在收集持份者在各種可持續發展議題對九龍建業可持續業務的重要

性之看法。集團已自二零一七年起聘請獨立顧問進行數次內部和外部 ESG問卷調查，其中重要性評估

只計算過去三年的數據。在重要性評估的三年週期中，已向不同持份者進行問卷調查，包括管理層、

僱員、供應商、承包商、分包商、服務供應商和租戶。於報告年度內，集團邀請了供應商、承包商、分

包商和服務供應商參加持份者問卷調查。在過去三年共收到313份回覆。集團根據問卷調查結果編製

以下重要性矩陣，以識別對集團重要的 ESG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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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矩陣

  環境層面   社會層面

A 遵守相關環境的法律及法規 K 遵守相關社會的法律及法規

B 氣候變化及溫室氣體排放 L 僱傭慣例

C 空氣污染物排放 M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D 有效使用資源 N 職業健康與安全

E 可再生資源的使用 O 培訓與發展

F 廢水排放及管理 P 供應鏈管理

G 一般廢棄物管理 Q 採購慣例

H 有效使用物料 R 客戶隱私

I 可持續建築 S 社區投資

J 噪音污染及管理 T 商業道德與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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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重要性評估方法

01

02

03

議題排序及重要性矩陣之建立

重要議題之識別

驗證和審核

根據行業研究和同業基準，由獨立顧問識別一系列與集團的環境和社會影響及表現有關之可持
續發展議題，並為我們的持份者準備問卷。

持份者按其認為的重要性優先次序，對可持續發展議題進行排序。這些可持續發展議題已被繪
製在矩陣中，而重要性矩陣將根據該等議題對我們可持續發展和社會的重要性，以及對集團業
務成功和營運的重要性來展示。

在分析持份者調查結果後，董事會審閱調查結果並確定範圍、議題邊界和重要議題優先排序的完
整性。報告披露了重要議題的管理方針、關鍵績效指標和相關數據。在未來的報告中，集團將通
過收集持份者的反饋對重要議題進行定期審視，並確保議題與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一致。

持份者將以下環境和社會議題識別為集團長期業務發展的重要議題：

遵守相關環境的

法律及法規

空氣污染物排放

有效使用物料

環境層面

商業道德與誠信

遵守相關社會的

法律及法規

客戶私隱

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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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基於對持份者觀點的整體理解，董事會審視有關重要 ESG議題的管理方針和策略。集團致力加強對重

要議題的管理方針，並將可持續發展元素融入其業務，以及展望建立一個更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框架。

經討論後，九龍建業於報告年度內之營運上並無產生任何有害廢棄物，因此有害廢棄物管理不被視

為集團的重要議題。

聯絡資料

我們歡迎持份者提出任何意見或建議。如 閣下有任何意見，請聯絡：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彌敦道750號

始創中心 23樓

電話 ： (852) 2396 2112

傳真 ： (852) 2789 1370

電子郵件 ： enquiry@kdc.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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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持份者的話

致持份者：

本人欣然呈上本公司二零二一年ESG報告。在疫情持續的背景下，我們在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的同時，

亦全力保障我們的僱員、客戶和社區的健康。報告展示了我們與持份者一同為提高各人的生活品質

和健康所作出的努力。

九龍建業一直把僱員、客戶和我們服務的社區之健康、安全和福祉放在首位。在 2019冠狀病毒病

（「COVID-19」）疫情期間，我們團結一致，應對疫情挑戰。我們已採取多項措施，為同事、客戶和社區提

供支援，以防範感染風險。

我們相信，將可持續發展原則融入營運中，是實現企業長期增長和為持份者創造利益的關鍵。董事

會整體負責本公司之 ESG事宜的監督和決策。在董事會的領導下，從政策制定到計劃實施，相關部門

和業務單位在確保 ESG管治順利實施中擔當重要角色。

於報告年度內，我們在拓展所有業務分部的同時，亦積極識別與可持續發展有關的風險和機會，並

致力提升我們在 ESG方面的表現。我們的物業之一，位於紅磡名為環海 • 東岸，在報告年度獲得多個

獎項，如節能證書 – 卓越級別、減廢證書 – 良好級別、香港環境卓越大獎和家居廢物源頭分類獎勵計

劃 – 優異獎。於二零二一年年中，集團制定了一系列環境目標，展示了我們對保護環境的承諾。董事

會將在未來數年審視與 ESG相關的目標和指標所取得的進展。秉持集團的承諾，我們相信能夠繼續推

動變革，為我們的社會和環境創造一個更可持續的未來。

我們致力提供優質物業及服務，九建工程已於二零二一年獲得 ISO 9001:2015(QMS)、ISO 14001:2015(EMS)

和 ISO 45001:2018(OHS)綜合管理體系認證。為表明我們減少住宅樓宇對環境的影響並提高環

境質素和用戶滿意度的承諾，我們位於將軍澳名為海茵莊園的最新住宅項目已取

得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 暫定銅級認證。

最重要的是，本人謹此感謝我們充滿熱誠及專業的管理團隊和員工，

在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旅程上所付出的努力及無盡的支持。每個

人的創造力和韌力讓我們能夠為持份者做得更好。本人為我

們的同事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無比自豪，相信他們的熱情

和堅持，將有助我們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中取得更大

的成功。

執行董事

黎家輝

香港，二零二二年五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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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情下守護社區

集團一向以僱員及其他持份者的健康及安全為首。九龍建業已採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保障僱員及其

所有持份者的健康和安全。相關措施如下：

予僱員及其他持份者之防疫措施

集團為前線員工提供防疫物資，如酒
精搓手液、手套和口罩。

所有僱員、分包商工人和訪客在進入辦
公室、物業管理場所和建築工地前需量
度體溫。辦公室及建築工地之訪客亦需
要填寫並提交一份健康申報表。

集團恆常使用1:99稀釋家用漂白水為辦
公室、物業管理場所和建築工地進行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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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疫情下守護社區

集團在部分物業管理場所，如始創中心、環海‧
東岸、曉峯、栢德豪廷及海傲灣安裝空氣淨化
器，以確保室內空氣質素並保障客戶、租戶及住
戶的健康。

集團定期為物業管理場所的公共區域提
供清潔和消毒服務，亦會在各大堂放置
消毒地氈。

物業管理處對健身房的使用採取了防疫措施，包括：住戶進
入健身房前必須登記並量度體溫；住戶於使用設施時必須佩
戴口罩；在任何時間最多允許3人同時使用健身房；及清潔
人員定期為設施進行消毒。

集團採取特別的工作安排，如在以下情況居家辦公或遠距辦公：僱員居住的大
廈有已確診病例；所住社區被圍封；或僱員的密切接觸者需要隔離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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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至上 – 

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集團以提供卓越品質和標準的物業而自豪。通過在整個施工過程中實施質量保證體系來確保產品質素。

九建工程已參照 ISO 9001:2015(QMS)的要求而建立一個綜合管理體系，包括質量管理體系 (QMS)。一套建

築指引和程序手冊已經制定，為承包商和僱員提供指引和程序，以在施工項目的各個階段有效實施

質量管理體系。

施工階段 程序

施工前

根據工地營運手冊，工程經理及其團隊應準備一份項目計劃手冊以說
明施工的整體規劃和方法，並在施工前安排會議，以確保施工開始時保
持最佳狀態。

施工期間

工程經理安排與相關人士（包括項目經理和顧問）進行例行的施工進度
會議，以審視項目在質量、時間、成本和安全方面的整體狀況，並討論
現場問題和緩解措施。同時，項目協調員和質量保證人員到現場進行巡
查，以識別所有施工項目的質量風險，並在施工過程中進行質量檢查。
通過進度監控和報告，質量保證人員為任何質量不符的項目作見證和
記錄，並與工程經理商討整改和預防措施。

此外，亦進行了物料測試和一系列現場測試，以確保物料質量符合顧問
和法定要求。

施工後

在此階段，機電團隊執行一系列技術檢查，以審查樓宇機電設備和設施，
如供暖、通風和空調 (HVAC)系統。機電團隊亦負責確保設備和設施符合
合同要求和安全標準。為進一步確保建築質量達到預定標準並已糾正
任何已識別的瑕疵，在交付之前，質量保證人員利用內部評級系統以進
行單位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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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至上 – 
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在施工階段後，九建工程將物業交付康居物業，後者將負責交付和參與過程。為確保物業質量和服務

質量以滿足業主的期望，康居物業制定並遵循一系列交付標準和參與程序。

服務階段 程序

交付

為確保交付程序的服務質量滿意度，康居物業準備了一套指引和工作
流程，並為負責員工提供培訓以熟悉交付程序。

物業一經康居物業接管後，將進行交付前檢查，以確保造工符合交付標
準。在完成檢查後，瑕疵報告將提交九建工程以進行進一步整改。待整
改工作全部完成後，交付團隊將會接納物業。

在物業交付業主後，他們可以使用流動應用程式提交建築瑕疵表格。然
後交付團隊將與九建工程跟進建築瑕疵。如建築瑕疵已由九建工程處
理妥當並被交付團隊接納，將通知業主對整改項目進行驗收。

為保證物業質量，將向業主提供六個月的保修責任期，以進行建築瑕疵
跟進工作。

最後，康居物業將對業主進行滿意度調查，收集他們的意見，以便進一
步改進。

參與

交付後，康居物業制定積極的參與計劃並繼續與租戶和業主保持溝通。
康居物業定期進行客戶調查，以評估他們對大廈和管理服務的需求、關
注、建議和滿意度。基於結果和反饋，康居物業實施舉措以確保符合租
戶及住戶之需要及利益，此舉有助提升品牌聲譽。

於報告年度內，九建工程有4宗與建築工程相關的定罪案件。九建工程已按照相關政府部門的要求進

行整改，並防止此類事件再次發生。除此之外，集團於提供的產品及服務並無發現任何重大不符合與

健康與安全、廣告及標籤有關之相關法律及法規。

集團非常重視租戶及住戶的反饋。康居物業已實施標準化的投訴處理程序，以確保書面請求或投訴

能獲適時回覆。我們對收到的每項投訴進行正式審查，並提供改善計劃以防止類似情況發生。於報告

年度內，集團未接獲有關產品及服務的實質性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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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至上 – 
提供優質產品和服務

始創中心、麥花臣匯（1A及 1B座）和奧城 •西岸已參與水務署的「大廈優質供水認可計劃 – 食水（管理系

統）」，並於報告年度內分別獲得一個「金」級別及兩個「藍」級別，以肯定集團於提升物業管理的共同努力。

麥花臣匯
（1A及1B座）

奧城 •西岸

始創中心

由於集團的業務性質，產品召回與集團的營運無關。另外，知識產權並不是集團營運的重要議題。因

此，這兩個議題不會在本報告中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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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贏 –

與供應商建立可持續性

集團將堅定不移地致力提供符合客戶期望的物業及服務質素。集團的成功取決於與供應鏈中的業務

夥伴（包括建築工程承包商及物料供應商）保持密切關係。

集團致力在整個供應鏈中推廣可持續實踐。在供應商參與和投標過程中，集團把對環境和社會責任

的實踐納入產品開發的每個階段。集團已更新其採購政策，該政策定義了我們如何將可持續發展原

則融入採購流程之中。這有助於將我們的可持續性標準從自身的營運擴展到供應鏈合作夥伴。我們

對合作夥伴抱有很高的期望，使我們採購的任何產品和服務對環境和社會的不利影響減至最低。

集團進行資格評審以確保供應商之產品和服務的可靠性和質量，其中包括評估供應商的經驗水平和

財務狀況。在我們的供應商、承包商和分包商選擇過程中，集團優先考慮採用國際管理體系者，如

ISO 9001質量管理體系、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以及 ISO 45001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我們的所有供

應商、承包商和分包商均需遵守與質量控制、僱傭和勞工慣例、職業健康與安全以及環境控制相關之

適用當地法律及法規。

616 158於二零二一年供應商、承包商、
分包商和服務供應商數量

香港 中國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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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 – 

管理環境影響

表達為這一代以及下一代保護地球的必要性，集團致力發展可持續的物業和營運，將其對環境的影

響降至最低。我們以環保理念經營業務，並倡導在與持份者的關係中採用良好做法。在我們旗下營運

的每個物業中，我們不僅努力遵守所有環境之法律及法規，而且努力超越這些要求並採用最佳慣例，

以減輕我們的影響並建立氣候適應力。

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適應力

集團意識到氣候變化對其營運的潛在風險，並因此在考慮未來規劃時，制定相應的緩解和適應措施。

例如，集團將繼續加強其氣候變化政策，並實施多項緩解計劃和舉措，從而提升旗下管理物業的能源

效益和減少排放。

自去年起，集團採納其首個氣候變化政策，建立管理氣候變化風險的整體治理方針，並制定了減輕氣

候變化對其營運影響的策略。這包括建立策略以：

通過提高
能源效益和
減少能源使用
來減少碳足跡

在選擇供應商
過程中進行
氣候風險評估

評估物業
之業務營運中
的實體和過渡
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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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 – 
管理環境影響

集團將不斷檢討政策並繼續更新其措施和披露。

極端天氣和氣候變化為我們的員工、建築物和營運帶來風險。因此，集團視颱風及水浸為可能對其業

務產生重大影響的潛在實體氣候風險。集團將採取適當措施減輕極端天氣可能帶來的影響。例如，集

團將會發佈預警，以識別受影響建築物的所有可能發生之突發事件，並建議應採取的相應措施。極端

天氣期間的其他預防措施如下：

保護並加固工程、竹棚架、工作平台和臨時結構；

固定所有鬆散的物料或移至保護區；

檢查抽水系統，並清除任何堵塞的排水口和通道；

在入口處堆砌沙袋；

撤走流動起重機；

在建築物的當眼處展示颱風信號標誌；

將保護物料貼於玻璃窗和玻璃門上；及

提醒租戶及住戶緊鎖門窗。

集團亦會關注與氣候變化相關法規的更新，如聯交所的新增ESG要求，作為集團的潛在過渡氣候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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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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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消耗和溫室氣體排放

集團碳足跡的主要來源是其能源消耗和隨後的溫室氣體排放。我們承諾在我們的控制範圍內自願減

少溫室氣體和能源消耗來應對氣候變化。

為減少不可避免的排放，我們正增加對節能設備的投資，如在二零二三年底前為康居物業管
理的所有住宅物業至少部分安裝節能照明設備，以取代傳統照明設備。

為減少能源消耗並提高節能意識，我們鼓勵辦公室及康居物業管理的物業加入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設立的節能證書計劃。我們的目標是為旗下管理的至少八
個物業在二零二三年底之前加入該計劃。

我們的目標包括： 

為減少我們的碳足跡，集團在以下方面採取了一系列能源管理措施：

節能證書計劃

節能證書計劃是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的認證之一，該計劃由環

境運動委員會（「環運會」）聯同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和多個其他機

構合辦。申請此證書的機構需證明其透過節省能源對保護環境的

承諾和努力。參與者需證明其已符合欲申請級別證書的相關要求。

為減少能源消耗及改善其能源效益，集團鼓勵其辦公室及康居物

業管理的物業加入節能證書計劃。於報告年度內，旗下管理的其中

一個物業環海 •東岸獲得了最高級別的節能證書 – 卓越級別。此外，

旗下管理的其他五個物業計劃於來年加入該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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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護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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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裝置和控制器

為減少電力消耗，康居物業管理的數棟建築物在標準樓層、停車場和其他公共區域的照明設備安裝

了動感控制器和計時器。我們管理之建築物內的升降機╱自動扶手電梯在正常辦公時間後會部分關

閉或在閒置時自動以待機模式運行。此外，我們亦在部分停車場安裝了 EV充電器，為電動汽車充電提

供便利。

我們旗下管理的大多數物業均設有樓宇管理系統 (BMS)來監控和分析各建築物系統的表現，包括冷凍

水機組、鮮風櫃 (PAU)系統、漏水偵測器和PM2.5傳感器。集團亦一直在旗下管理的建築物內以節能照

明燈具取代現有的傳統照明燈具。於報告年度內，始創中心及九龍建業總部共有724個傳統照明燈具

被節能照明燈具取代。

我們的行動已將營運效益提升了70%，並預計每年共可節省約33,565千瓦時及 44,308港元的電費。

樓宇管理
系統

EV充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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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能源消耗 （附註1）

單位 2021 2020

總用電量 千瓦時 16,482,530 16,126,870

千兆焦耳 （附註2） 59,337 58,057

總燃料消耗 （附註3） 柴油，公升 226,686 248,180

柴油，千兆焦耳 8,975 9,826

汽油，公升 （附註4） 14,503 9,036

汽油，千兆焦耳 496 309

總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68,808 68,192

總能源密度 千兆焦耳╱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5） 0.26 0.27

附註 1： 二零二一年數據包括位於始創中心的總部、十三棟其他物業管理大廈、一個建築工地及五間零售店舖。二零二零年數

據包括位於始創中心的總部、十三棟其他物業管理大廈、兩個建築工地及四間零售店舖。

附註 2： 1千瓦時= 0.0036千兆焦耳。

附註 3： 燃料消耗量包括建築機械和公司擁有的移動車輛，建築使用的柴油、移動車輛使用的柴油和移動車輛使用的汽油之

轉換率分別為39.6兆焦耳╱公升、38.6兆焦耳╱公升和34.2兆焦耳╱公升。

附註 4： 多使用一輛作業務用途之私家車導致二零二一年的汽油消耗量增加。

附註 5： 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 (i)旗下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及 (ii)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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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能源消耗 （附註1）

單位 2021 2020

總用電量 （附註2） 千瓦時 829,481 675,192

千兆焦耳 2,986 2,431

總燃料消耗 （附註3） 汽油，公升 21,128 22,700

汽油，千兆焦耳 723 776

總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3,709 3,207

總能源密度 千兆焦耳╱
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4） 0.64 0.56

附註 1： 數據包括兩個位於瀋陽的辦公室和一個位於無錫的辦公室。

附註 2： 由於瀋陽售樓處因COVID-19的爆發於二零二零年大部分時間處於關閉，並於二零二一年重新對外開放，以及無錫營銷

人員之辦公室亦於二零二一年投入使用，導致報告年度內的用電量增加。

附註 3： 燃料消耗量包括公司擁有的移動車輛。

附註 4： 樓面面積代表瀋陽和無錫辦公室的合共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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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 （附註1及2）

單位 2021 2020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一） （附註3） 噸二氧化碳當量 690 735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二） （附註3） 噸二氧化碳當量 7,612 7,094

溫室氣體總排放 噸二氧化碳當量 8,302 7,829

溫室氣體總排放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4） 0.03 0.03

附註 1： 碳排放的計算標準和方法如下：

(a) 數據收集、計算和匯報的方法是參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上的「如何編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附錄二：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

(b) 香港營運的排放因子參考當地電力公司各自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c) 計算中國大陸排放的方法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網站上的「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

附註 2： 空氣污染物（如懸浮顆粒、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對集團而言實屬瑣碎。因此，未有披露相關數字。

附註 3： 範圍一溫室氣體排放指於 ESG匯報範圍之業務營運中所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包括 (i)運輸和 (ii)建築機械的使用；範圍

二溫室氣體排放指於 ESG匯報範圍之業務營運中購電所產生的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附註 4： 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 (i)旗下於香港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ii)於香港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及 (iii)於瀋

陽和無錫辦公室的合共樓面面積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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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實現良好的廢棄物管理對提高環境意識和負責任的消費模式是非常重要。集團致力為我們的辦公室、

建築工地、零售店舖和所管理的物業實施可持續廢棄物管理慣例。尤其九建工程於二零二一年七月

制定了環境計劃，展示了建立和實施有效和高效益的環境保護程序之方法，以消除潛在的環境影響，

並儘量減少施工期間對公眾造成的滋擾。環境計劃已包含了廢棄物管理政策，以減少廢棄物產生並

加強廢棄物回收。

提供足夠和適當的資源以實施廢棄物管理措施

遵守環境法律和其他適用法規

訂立環境目標以盡量減少浪費

保護自然資源

減少浪費、盡量再利用和回收物料以減少污染

向所有九建工程僱員和相關方傳達政策

採取行動改善環境績效

九建工程廢棄物管理政策

減廢目標
集團訂立了其首個減廢目標。在二零二三年底前，旗下管理的至少八個
物業將獲得香港綠色機構認證計劃的減廢證書。我們還鼓勵旗下所有管
理的物業獲得證書。

在二零二三年底前，我們將為旗下管理的至少十四個物業設置和╱或提
供回收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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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廢證書計劃

減廢證書與節能證書相類似，是香港綠色機構認證的另一個證書。

要成功獲得認證，參與者需要實施一系列減廢措施，並根據措施的

實現程度達到減廢證書的級別。

集團積極鼓勵旗下管理物業加入減廢證書計劃，以展示其在日常

營運中減少、再利用和回收廢棄物的努力和成果。於報告年度末，

康居物業管理的物業之一，環海 • 東岸，獲得了減廢證書 – 良好級

別。旗下管理的另外四個物業處於認證評估階段或計劃在來年加

入計劃。

環境培訓

為改善減廢及回收意識，康居物業分別為員
工、租戶和住戶舉辦培訓和活動，以提高他們
對廢棄物管理的認識。培訓主題包括綠色回收
指引、廚餘回收方法和環境計劃指引。

辦公室營運

集團已在辦公室設立回收設施，以提高
僱員回收意識。香港總部已張貼了環保
署的海報，以教育僱員關於恰當的回收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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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業務

為減低建築廢棄物和廢水之影響，集團已為承
包商制定指引，按照法律和法規棄置廢棄物，
並在可行的情況下進行回收。集團亦設立臨時
排水和廢水處理系統，以防止水污染。

物業管理業務

關於家居廢棄物，集團已在大部分管理物業引入回收設施，以處理外賣餐盒、塑膠瓶
、紙張、玻璃、食品、電腦及通訊產品、利是封、月餅盒、衣架和衣物。康居物業亦
參與多項由政府機構及非政府機構舉辦的回收計劃，如：
‧ 環保署於農曆新年後的「桃花回收計劃」；
‧ 環保署的「廢舊電器回收計劃」；
‧ 香港地球之友的「舊衣回收計劃」；
‧ 環保署的「玻璃容器回收約章」；
‧ 綠領行動的「利是封回收計劃」；
‧ 聖雅各福群會的「食物回收計劃」；
‧ 環保署的「電腦及通訊產品回收計劃」；
‧ 環保署的「充電池回收計劃」；
‧ 環保協進會的「年桔轉贈配對網絡2021」；及
‧ 由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營辦之綠在裕民坊的「月餅盒分類回收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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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業務

為盡量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我們的零售店舖採用可生
物降解的塑料包裝袋代替傳統的塑料袋。

鑒於集團的業務性質，其於報告年度內並無產生任何有害廢棄物，且包裝物料對集團的營運並不重要。

香港建築項目之廢棄物排放 （附註1及2）

單位 2021 2020

棄置於堆填區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7,512 5,598

回收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987 586

總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8,499 6,184

總建築及拆卸廢棄物密度 噸╱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3） 0.36 0.38

附註 1： 二零二一年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數字包括由分包商於香港一個建築工地所產生的廢棄物，而二零二零年數字則包括

香港兩個建築工地所產生的廢棄物。建築及拆卸廢棄物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建築面積較大而產生的相關廢棄

物較多所致。

附註 2： 由於集團現時並未於其香港及中國大陸之總部、辦公室及物業管理大廈設立機制以收集所有廢棄物之統計數據，因

此未能對辦公室及物業管理的廢棄物數字作出披露。

附註 3： 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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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水資源

集團努力提高用水效益，並已訂立用水效益指標以實現此目標。

我們的目標包括：
對於旗下的新住宅物業，我們將在公共區域的洗手間之
水龍頭╱管道裝置中安裝流量控制器。對於旗下管理的
所有物業，我們將每月檢查水管並及時糾正洩漏。

香港耗水 （附註1及2）

單位 2021 2020

耗水量 立方米 85,003 83,770

耗水密度 立方米╱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3） 0.32 0.33

附註 1： 中國大陸辦公室的耗水量數據對集團而言佔比不大。再者，於中國大陸物業發展項目的水費╱耗水量由主要承包商支

付╱監督。因此，未有披露相關的數字。

附註 2： 集團用水由水務署提供，故在水源上沒有問題。

附註 3： 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 (i)旗下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及 (ii)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的加總。

集團已實施多項緩解措施及節省用水舉措。針對家居用水量，對旗下管理物業的用水量進行監察和

分析。此外，康居物業對水管和沖水系統進行日常保養，以防止漏水和確保水質。

考慮到建築活動佔集團用水的主要部分，承包商和分包商需盡可能在現場回收和循環用水。集團將

繼續尋找機會以盡量減少建築工地和旗下管理物業的浪費並提高用水效益。

於報告年度內，集團就其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的業務營運並無發現任何重大不符合適用及相關環境法律、

法規及規定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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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約章╱獎項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珍珠會員

為支持可持續發展和保育，集團積極與不同組
織合作，並自二零零七年起一直是世界自然基
金會香港分會的公司會員，以支持其在保育和
教育計劃方面的工作。

戶外燈光約章

集團已簽署由環境局發起的「戶外燈光約章」，
並獲得鉑金獎，以減少光污染和能源消耗。

地球一小時2021

集團一直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舉辦的「地球一小時」
活動。由康居物業管理的所有物業在二零二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關閉不必要的電燈一個小時，以促進節能和可持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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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約章2021

集團通過簽署環境局的節能約章2021，繼續
履行其承諾，在始創中心所有地方和23樓實
踐節能。

高峰用電管理計劃

該計劃透過提供回贈，鼓勵本地電力公司的商
業客戶減少高峰時段的用電量。康居物業在報
告年度內已參加計劃以節省整體電費。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康居物業所管理的物業之一環海‧東岸獲得由環運
會主辦的香港環境卓越大獎。獎項以表揚我們的物
業在環境管理上之卓越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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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居廢物源頭分類獎勵計劃

為鼓勵更多人將其廢棄物分類回
收，康居物業旗下物業參與環保
署的「家居廢物源頭分類獎勵計
劃」，以盡量減低需棄置的廢棄
物量。環海‧東岸和麥花臣匯獲
得了計劃的優異獎證書。

綠建環評新建建築(1.2版)－暫定銅級

集團位於將軍澳名為海茵莊園的最新住宅發展項目獲得綠建
環評新建建築(1.2版)－暫定銅級，以肯定其對推動綠色建
築、提升有效利用營運資源、確保業務與生態之協同效益及
減低營運對環境造成之負面影響的努力。



32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以人為本 – 

推動良好僱傭及多元共融

九龍建業視僱員為其可持續發展的基石。集團致力創造和諧和安全的工作環境，以使其僱員在工作

場所中茁壯成長。

僱傭慣例

依據所有適用的當地僱傭法例，集團提倡保持一個無歧視的工作場所。就此而言，集團以誠信、平等

和公平的原則制定相關的僱傭政策。不論性別、宗教、種族、家庭狀況、殘疾或年齡，僱員均享有平

等機會。在招募、晉升、內部調職和辭職的過程中，皆公平公正地基於僱員的表現和能力。於報告年

度內，集團並無發現任何有關歧視之法律及法規（例如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以及中華

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的重大違規情況。

我們恪守人權原則，嚴禁僱用童工、強制勞工或其他形式的非法勞工。人力資源部負責在正式僱用之

前核實應徵者和新入職者的身份證明文件。於報告年度內，集團並無發現任何有關勞工法律及法規（例

如香港的僱傭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的重大違規情況。

集團高度重視每位僱員之福利，竭力推動僱員的生產力和忠誠度。有鋻於此，集團一直制定政策、措

施和活動以延續緊密關係的文化。集團為僱員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及附帶福利。例如，僱員能以

員工折扣購買保險、訂購食品和飲品，以及在平日享受泊車優惠。為進一步提高員工的歸屬感，通過

「凝建網」網站新聞分享及安排員工活動，集團不斷加強內部溝通和團隊聯繫。於報告年度內，集團已

舉辦多項員工活動，以加強員工之間的聯繫和合作。

為表明以僱員為本的人力資源管理承諾，集團

已成為勞工處之好僱主約章2020的簽署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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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報告年度末，在ESG報告範圍內之香港及中國大陸的全職僱員總數為604名，而兼職僱員 （附註1） 為17名。

於報告年度內，全職僱員總流失率為 25%。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的員工分類及流失

率 （附註 2） 均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理位置詳列如下：

23%

276
328

27%

按性別

女

男

全職僱員人數 (附註3)

流失率

流失率

317

209 4

74

按僱員種類

辦公室員工

一般員工 高級管理人員 (附註4)

管理人員

全職僱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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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

191

69
49%

25%

20%

19%
164

按年齡組別

50歲以上

31至40歲

31歲以下

全職僱員人數

流失率

流失率

41至50歲

流失率

流失率

’

42
487

28%

6 %

17%
75

按地理位置

無錫

香港

全職僱員人數 流失率

瀋陽

流失率

流失率

附註 1： 兼職僱員為其服務合約內列明工作時數每星期少於5日或 30小時。

附註 2： 僱員流失人數和僱員流失率僅適用於已通過試用期的全職僱員。流失率的計算如下：

流失率= L╱E * 100%

L =於報告年度內離職的僱員人數

E =（於報告年度初的僱員人數+於報告年度末的僱員人數）╱2

附註 3： 報告只披露 ESG匯報範圍內所述業務營運的僱員人數。因此，報告披露的僱員人數與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的僱員人
數有所不同。

附註 4： 集團之高級管理人員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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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貪污

本著對業務誠信的承諾，集團已建立嚴格的企業管治框架。在框架之下，集團已建立紀律守則為僱員

提供指引，以防止不當行為如賄賂、勒索、欺詐和洗黑錢。政策提供僱員在執行公務時處理利益衝突

或收受任何形式的利益等情況的指引。為加強僱員的反貪污意識和專業道德，集團於報告年內亦提

供約 101小時的反貪污培訓，並在所有新入職者培訓期間播放反貪污視頻廣播。

為進一步改善我們的誠信管治發展，集團已為持份者（包括但不限於僱員和供應商）建立舉報渠道。

集團鼓勵他們通過渠道舉報任何可疑的營商手法、舞弊或不當行為。案件之性質和所涉及人員將會

被記錄在調查報告中，並在必要時通知有關當局。於報告年度內，集團並無發現有關反貪污法律及法

規（如香港的防止賄賂條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何重大違規情況。

保障資料私隱

集團致力履行商業誠信和責任，保護持份者的機密資料和私人信息更為重中之重。僱員需確保機密

文件由指定僱員處理，以防止未經授權存取、洩漏或使用該等資料。根據紀律守則，集團已就收集客

戶個人資料向所有僱員提供明確指引。僱員需按照標準程序處理個人資料，以避免資料洩露。

培訓與發展

集團深信僱員的發展是長期業務發展的關鍵，所以集團致力提供培訓計劃以支持僱員的發展。除內

部培訓外，集團提供持續進修補貼，以鼓勵其員工不斷進修。

考慮到其多元化的業務性質，集團已根據僱員的興趣和職位需求，為他們提供專門培訓。於報告年度

內，旗下僱員涉獵的培訓主題包括但不限於：

健康與安全

客戶服務

物業保安

感染控制

緊急應變

樓宇管理系統

物業管理

現場培訓

質量保證

感染控制

物業發展



36 九龍建業有限公司

以人為本 – 
推動良好僱傭及多元共融

集團已獲得僱員再培訓局(ERB)頒發「人才企業嘉許計劃」的「人才企
業」殊榮，以肯定集團在人力培訓和發展方面的成就。

於報告年度內，集團向其僱員提供平均

1.01小時的培訓，而受訓僱員

百分比為 51% 。

以下是集團按性別和僱員種類劃分的平均培訓時數和受訓僱員百分比的明細：

平均培訓時數及受訓僱員百分比 （附註 1）

49%
51%

1.01 

40%

0.68 
60%

1.28

35%

0.38 

1%

9.88 

59%

1.97

5%

0.50

按性別

按僱員
種類受訓未受訓

女

小時

男

管理人員高級管理人員

一般員工辦公室員工

小時

小時

小時

小時小時

 (附註2)

小時

附註 1： 平均受訓時數和受訓僱員百分比的計算是根

據 ESG報告指引中的量化和一致性原則計算。

附註 2： 集團之高級管理人員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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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健康與福祉

集團一直把保護僱員的健康和安全放在首位。集團已實施一系列安全政策、程序和措施，以將潛在之

職業健康及安全風險減到最低。

於報告年度內，集團已更新其建築業務的健康與安全政策，以鞏固其對全體僱員的職業健康、安全及

福利的承諾。在政策下，所有僱員和承包商均需遵守法定要求以將潛在職業危害減到最低。集團將至

少每年或在必要時對政策進行檢討。

透過周全的管理和既定的控制程序，我們致力為僱員提供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特別是在建築工地

工作的僱員。為實現目標，集團的工地安全委員會（「委員會」）監察所有建築工地的健康和安全績效。

委員會負責制定事故改善計劃，以減少安全隱患的發生。此外，委員會定期檢討操作程序及職業安全

管理制度，所有現場工作人員和分包商必須遵守操作程序。另外，集團要求所有新僱員和分包商接受

現場安全培訓，以提高安全意識。於報告年度內，集團已為18名僱員及2,359名分包商之工人提供安全

訓練。集團已定期進行安全審核，以確保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措施能順利實施，以達致建築工地的安

全水平。集團在審核中取得滿意結果，證明建築工地已建立了安全管理制度。

另一方面，集團也高度重視辦公室和物業管理員工的健康和安全。集團已進行定期清潔並保持室內

空氣質素，以保障辦公室員工和物業管理員工。此外，集團亦向物業管理團隊安排有關健康和安全培訓。

基於為有效的職業安全管理制度作定期監督，集團在報告年度內並未發現任何有關勞工法律及法規

（例如香港的職業安全與健康條例）的重大違規情況。在過去三年（包括報告年度），均沒有與工作有關

的死亡事故。而於報告年度內，錄得因四宗工傷事件而損失154天工作日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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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 

支援本地社群

除九龍建業自己的社區以外，集團高度重視對本地社區的關懷。我們透過參與不同社區公益節目和

慈善活動，尤其是在經濟不景氣和COVID-19疫情下，一直支持本地社區。

社區活動

為慶祝農曆新年，集團參加「撐共融捐利是計劃2021」，
鼓勵社群和我們的僱員捐出利是。所有收益均用於支持扶
康會之非政府資助項目「愛共行家庭支援先導計劃」。計
劃協助殘疾人士的生活規劃，並紓緩照顧者的壓力。

撐共融捐利是計劃2021

集團持續支持扶康會發展其非政府資助服務，
並為殘疾人士提供多種機會。

扶康會全港賣旗日2021及
「媽媽的神奇小子」扶康慈善電影特別場

集團與康姨餅房(由扶康會毅誠工場營辦)
合作，並舉辦週年慈善曲奇籌款活動。所
有收益均用於支持扶康會的營運。

慈善曲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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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 
支援本地社群

為支持公益金，集團已在公益金便服日
期間捐出與僱員捐款額相等的款項。

公益金便服日2021

由公益金發起的「愛牙日」旨在喚起公眾對牙齒護理和口
腔健康的意識，同時為有需要人士籌集資金。捐款被分配
用於支持「有需要人士加強口腔護理服務」。

公益愛牙日2021╱2022

集團參加了公益行善「折」食日2021，該活動旨在通過
將其午餐費捐贈予公益金以幫助不幸人士，為他們帶來希
望。所有收到的捐款均用於支持「露宿者、籠屋及板間房
居民服務」。

公益行善「折」食日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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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 
支援本地社群

集團參加了公益金舉辦的「綠色低碳日」，活動旨在提高大
眾對可持續發展概念的認識，同時為有需要人士提供適切
援助。公益金將所有捐款用於支持提供「環保相關項目」
的社會福利會員機構。

綠色低碳日

於報告年度內，九建工程參加了香港建造商
會中小企小組－建造業派飯送暖行動及建造
業魯班飯行動，旨在支援受COVID-19影響的
餐廳及在疫情中幫助有需要人士，為獨居長
者、失業及低收入人士、殘疾人士、基層家
庭等弱勢社群派發免費飯盒。

建造業派飯送暖行動及建造業魯班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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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區 – 
支援本地社群

除上述社區投資活動外，集團已在香港及中國大陸向多個非牟利組織捐款 117,700港元及人民幣

220,000元，以促進生態保育和幫助有需要人士。此外，為支持弱勢社群，集團於報告年度內已向慈善

食物銀行捐贈食品。為證明其在社會參與方面的努力，九龍建業、康居物業和九建工程分別連續第

十三年、第十二年和第三年獲得「商界展關懷」標誌。另外，三名僱員積極支持及參與康居物業舉辦

的社區活動，並獲提名為關懷大使。

劉晶

九建工程

鄧智芬

康居物業九龍建業

商界展關懷

朱潔顏

關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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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將來

在疫情挑戰之中，集團與其持份者並肩前行。

展望未來，集團將繼續貫徹我們的核心價值，

回饋社會，同時推動我們的營運及物業之可持續發展。

為確保我們在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不斷進步，

集團將繼續制定可行目標並定期檢討實際進程，

並在有需要時調整我們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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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環境數據表現

指標 單位 2021 2020

香港能源消耗 （附註1）

總用電量 千瓦時 16,482,530 16,126,870

千兆焦耳 （附註2） 59,337 58,057

總燃料消耗 （附註 3） 柴油，公升 226,686 248,180

柴油，千兆焦耳 8,975 9,826

汽油，公升 （附註4） 14,503 9,036

汽油，千兆焦耳 496 309

總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68,808 68,192

總能源密度 千兆焦耳╱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5） 0.26 0.27

中國大陸能源消耗 （附註6）

總用電量 （附註7） 千瓦時 829,481 675,192

千兆焦耳 2,986 2,431

總燃料消耗 （附註8） 汽油，公升 21,128 22,700

汽油，千兆焦耳 723 776

總能源消耗 千兆焦耳 3,709 3,207

總能源密度 千兆焦耳╱
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9） 0.64 0.56

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 （附註10及11）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一） （附註12） 噸二氧化碳當量 690 735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範圍二） （附註12） 噸二氧化碳當量 7,612 7,094

溫室氣體排放 噸二氧化碳當量 8,302 7,829

溫室氣體總排放密度 噸二氧化碳當量╱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13） 0.03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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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指標 單位 2021 2020

香港建築項目之廢棄物排放 （附註14及15）

棄置於堆填區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7,512 5,598

回收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987 586

總建築及拆卸廢棄物 噸 8,499 6,184

總建築及拆卸廢棄物密度 噸╱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16） 0.36 0.38

香港耗水量 （附註17 及 18）

耗水量 立方米 85,003 83,770

耗水密度 立方米╱
總樓面面積（平方米） （附註19） 0.32 0.33

附註 1： 二零二一年數據包括位於始創中心的總部、十三棟其他物業管理大廈、一個建築工地及五間零售店舖。二零二零年

數據包括位於始創中心的總部、十三棟其他物業管理大廈、兩個建築工地及四間零售店舖。

附註 2： 1千瓦時= 0.0036千兆焦耳。

附註 3： 燃料消耗量包括建築機械和公司擁有的移動車輛，建築使用的柴油、移動車輛使用的柴油和移動車輛使用的汽油之

轉換率分別為39.6兆焦耳╱公升、38.6兆焦耳╱公升和34.2兆焦耳╱公升。

附註 4： 多使用一輛作業務用途之私家車導致二零二一年的汽油消耗量增加。

附註 5： 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 (i)旗下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及 (ii)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的加總。

附註 6： 數據包括兩個位於瀋陽的辦公室和一個位於無錫的辦公室。

附註 7： 由於瀋陽售樓處因COVID-19的爆發於二零二零年大部分時間處於關閉，並於二零二一年重新對外開放，以及無錫營銷

人員之辦公室亦於二零二一年投入使用，導致報告年度內的用電量增加。

附註 8： 燃料消耗量包括公司擁有的移動車輛。

附註 9： 樓面面積代表瀋陽和無錫辦公室的合共樓面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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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附註 10： 碳排放的計算標準和方法如下：

(a) 數據收集、計算和匯報的方法是參考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網站上的「如何編備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附錄二：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

(b) 香港營運的排放因子參考當地電力公司各自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c) 計算中國大陸排放的方法是參考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態環境部網站上的「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

附註 11： 空氣污染物（如懸浮顆粒、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的排放對集團而言實屬瑣碎。因此，未有披露相關數字。

附註 12： 範圍一溫室氣體排放指於 ESG匯報範圍之業務營運中所直接排放的溫室氣體，包括 (i)運輸和 (ii)建築機械的使用；範圍

二溫室氣體排放指於 ESG匯報範圍之業務營運中購電所產生的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附註 13： 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 (i)旗下於香港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ii)於香港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及 (iii)於瀋

陽和無錫辦公室的合共樓面面積的加總。

附註 14： 二零二一年的建築及拆卸廢棄物數字包括由分包商於香港一個建築工地所產生的廢棄物，而二零二零年數字則包括

香港兩個建築工地所產生的廢棄物。建築及拆卸廢棄物增加主要是由於二零二一年建築面積較大而產生的相關廢棄

物較多所致。

附註 15： 由於集團現時並未於其香港及中國大陸之總部、辦公室及物業管理大廈設立機制以收集所有廢棄物之統計數據，因

此未能對辦公室及物業管理的廢棄物數字作出披露。

附註 16：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

附註 17：中國大陸辦公室的耗水量數據對集團而言佔比不大。再者，於中國大陸物業發展項目的水費╱耗水量由主要承包商支

付╱監督。因此，未有披露相關的數字。

附註 18：集團用水由水務署提供，故在水源上沒有問題。

附註 19：總樓面面積代表於對應之年度內於香港的 (i)旗下管理物業的樓面面積及 (ii)建築項目經估算的建築面積的加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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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社會數據表現

指標 單位 2021 2020

全職僱員人數 （附註1）

整體 人 604 598

按性別

男 人 328 332

女 人 276 266

按僱員種類

高級管理人員 （附註2） 人 4 4

管理人員 人 74 71

辦公室員工 人 317 311

一般員工 人 209 212

按年齡組別

31歲以下 人 69 91

31至 40歲 人 191 184

41至 50歲 人 164 158

50歲以上 人 180 165

按地理位置

香港 人 487 497

瀋陽 人 75 77

無錫 人 42 24

兼職僱員人數 （附註3）

兼職 人 17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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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指標 單位 2021 2020

流失率 （附註4）

整體 % 25 32

按性別

男 % 27 30

女 % 23 35

按年齡組別

31歲以下 % 49 44

31至 40歲 % 25 27

41至 50歲 % 19 37

50歲以上 % 20 27

按地理位置

香港 % 28 35

瀋陽 % 17 28

無錫 % 6 0

平均培訓時數 （附註5）

總平均培訓時數 小時 1.01 1.85

按性別

男 小時 1.28 1.92

女 小時 0.68 1.77

按僱員種類

高級管理人員 （附註2） 小時 9.88 6.75

管理人員 小時 0.50 5.18

辦公室員工 小時 0.38 1.55

一般員工 小時 1.97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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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指標 單位 2021 2020

受訓僱員百分比 （附註5）

整體 % 51 37

按性別

男 % 60 63

女 % 40 37

按僱員種類

高級管理人員 （附註2） % 1 2

管理人員 % 5 13

辦公室員工 % 35 26

一般員工 % 59 59

健康與安全

因工死亡人數 宗 0 0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天 154 269

供應商、承包商、分包商及服務供應商數目（按地區）

香港 個 616 483

中國大陸 個 158 209

反貪污

反貪污培訓時數 小時 101 32

已審結關於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 宗 0 0

附註 1： 報告只披露 ESG匯報範圍內所述業務營運的僱員人數。因此，報告披露的僱員人數與本公司二零二一年年報的僱員人

數有所不同。

附註 2： 集團之高級管理人員為本公司之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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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表

附註 3： 兼職僱員為其服務合約內列明工作時數每星期少於5日或 30小時。

附註 4： 僱員流失人數和僱員流失率僅適用於已通過試用期的全職僱員。流失率的計算如下：

流失率= L╱E * 100%

L =於報告年度內離職的僱員人數

E =（於報告年度初的僱員人數+於報告年度末的僱員人數）╱2

附註 5： 平均受訓時數和受訓僱員百分比的計算是根據 ESG報告指引中的量化和一致性原則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