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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
*
 

LUNG KEE (BERMUDA) HOLDINGS LIMITED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55） 

網址：http://www.irasia.com/listco/hk/lkm  

 

環 境 、 社 會 及 管 治 報 告  
 

龍記(百慕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發表截至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年度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 ESG 報告」)，並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及

基於本集團與其主要持份者所重視的層面而編製。本 ESG 報告之主要範疇“A. 環境”內

的關鍵績效指標之數據乃收集自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廣東省河源市的廠房(「河

源廠房」)及中國浙江省杭州市的廠房(「杭州廠房」)(合稱「中國廠房」)，乃本集團之核

心營運的所在地。然而，為使本 ESG 報告之內容更全面，除非另有註明，否則本 ESG 報

告涵蓋本集團整體活動。 

 

本集團致力以延續經營的理念而長遠發展其業務。本集團尋求可融入本集團日常營運之可

持續發展規範，將可持續發展的目標納入本集團的整體策略方向。本集團致力以道德及負

責的方式經營業務。本集團之企業文化敦促員工需要保持誠信及責任感。本集團已實施內

部審閱程序以確保本集團遵守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當地主管政府機關制訂的適用

法律及法規。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以可持續發展之議題視作策略制訂的一部分，並非常重視把本

集團之業務戰略與本集團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互相結合。董事會已審閱本集團之主要持份

者所重視的環境、社會及管治之層面，並認為經確認的層面仍然適用於本 ESG 報告。董事

會與管理層密切合作以監督本集團之主要持份者所重視的環境、社會及管治之事宜的績

效。 

 

主要持份者參與 

 

本集團透過各種途徑定期與主要持份者溝通以瞭解其不同期望，並尋找最重視的層面以於

本 ESG 報告中作較重點的匯報。當重點放於最重視的層面之同時，本集團將繼續監察及匯

報本 ESG 報告中的其他層面以加強企業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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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列出本集團與主要持份者的參與方式。 

 

持份者組別 主要關注事宜 參與方式 

投資者  及時更新財務業績及業務

回顧與展望方面的最新資

料 

 

 年度及中期財務報告 

 股東週年大會 

 公告及披露 

 本集團網站 

 

員工  職業健康及安全 

 公平僱傭慣例 

 培訓及研討會 

 面談會議 

 年度表現評核 

 企業文化活動 

 

政府及監管機構  遵守監管規定  書面信函 

 特別通話及會議 

 

客戶  產品及服務質量  客戶探訪 

 客戶評核 

 展覽會 

 客戶熱線 

 

供應商  公平及透明的業務操守 

 持續溝通 

 工廠探訪 

 供應商評核 

 質量及交付審查 

 

社區  環境保護 

 工作機會 

 社區活動 

 招聘會 

 

 

A. 環境 
 

層面 A1: 排放物 

 

作為世界最大模架製造商之一，並為中國模架行業之龍頭企業，本集團相信彼除帶領中國

模架行業邁向世界，並帶領該行業以對環境負責任的態度經營。本集團深信，長遠而言，

履行環境責任將使本集團更有效利用資源，並提高本集團經濟效益。 

 

本集團中國廠房遵守當地政府適用的環境保護法律及法規。本集團已建立多項環境保護政

策，包括減少排放及節約能源的政策，以減低對環境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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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中國廠房已經依照獨立顧問公司建議的方法量度溫室氣體(「GHG」)排放。

透過量度結果，本集團中國廠房可以知道河源廠房及杭州廠房的主要 GHG 排放之分佈，

於此，本集團中國廠房可以進一步改善現行的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的政策及制度，以管理

及減少 GHG 排放。 

 

由於模架的製造過程相對清潔及簡單(不涉及化學反應)及使用購買的電力供應中國廠房的

生產與設施，中國廠房的主要氣體排放源自使用由化石燃料產生的購買的電力所引致的

GHG 排放(即：間接排放)，而貨車及叉車使用柴油、飯堂廚房燃燒天然氣、公司車隊使用

汽油及熱處理過程使用甲醇及丙烷乃構成中國廠房的主要直接排放。 

 

I. GHG 排放
(附註 1)

:   

    

 指標 2020 2019 

    

 直接排放(範圍 1)
(附註 2)

(噸 CO2 當量)   

  柴油 373 398 

  天然氣 90 233 

  汽油 72 121 

  甲醇及丙烷 191 197 

  其他 21 14 

    

  747 963 

    

 間接排放(範圍 2)
(附註 3)

(噸 CO2 當量)   

  購買的電力 68,011 67,560 

    

 GHG 排放總量(噸 CO2 當量) 68,758 68,523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 GHG 排放總量(噸 CO2 當量/平方米) 0.21 0.21 

 
附註: 
 

1. GHG 排放數據乃按二氧化碳當量(「CO2 當量」)呈列，並符合 ISO 14064-1:2006“組織層次上對

溫室氣體排放和消滅的量化和報告的規範及指南”。由於模架的製造過程相對清潔及簡單(不

涉及化學反應)，故以《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提供的有關排放因子及全

球暖化潛值(GWP)所採納的排放因子量化法而計量 GHG 的排放。GHG 清單包括二氧化碳、甲

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及六氟化硫。 

 

2. 年內，範圍 1 之 GHG 排放細分如下：二氧化碳 721 噸 (2019: 946 噸)、甲烷 0.02 噸 (2019: 0.03

噸)、氧化亞氮 0.03 噸 (2019: 0.03 噸)、氫氟碳化物 0.02 噸 (2019: 0.02 噸)、全氟化碳 無 (2019: 

無)及六氟化硫 無 (2019: 無)。 

 

3. 範圍 2 之 GHG 排放數據採用了來自《2015 中國區域電網基準線排放因子》的排放因子而計量。 

 

本集團中國廠房已實施多項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的措施，以減少 GHG 排放量。詳情請參

閱下列「資源使用」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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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廢棄物管理
(附註 1)

:   

    

 指標 2020 2019 

    

 有害廢棄物總量
(附註 2)

(噸) 370 205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有害廢棄物總量(噸/平方米) 0.0012 0.0006 

    

 無害廢棄物總量
(附註 3)

(噸) 43,261 45,480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無害廢棄物總量(噸/平方米) 0.13 0.14 

 
附註: 
 

1. 本集團中國廠房已把模架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按照可回收利用和不可回收利用作出分類及

收集。 

 

2. 本集團中國廠房參考《國家危險廢物名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

制定)辨別該等有關於模架製造過程中產生的有害廢棄物。根據《國家危險廢物名錄》之分類，

該等有害廢棄物包括廢礦物油與含礦物油廢物、廢乳化液及其他廢物等。 

 

3. 於模架製造過程中產生的廢金屬會進行回收出售。 

 

本集團中國廠房已經透過規範有害廢棄物的收集、轉移及處置之整個程序而規範了對有害

廢棄物的管理工作。有害廢棄物的儲存必須與一般工業固體廢棄物嚴格地分隔。本集團中

國廠房已經委託了有資質的公司處理有害廢棄物並確保已按照當地政府有關環境保護的

法律及法規的要求適切地準備有關的危險廢物轉移聯單。 

 

年內，本集團中國廠房於模架製造過程中沒有顯著的廢氣或廢水排放。 

 

層面 A2：資源使用 

 

本集團中國廠房已建立多項環境保護、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的政策，並致力把環保考慮因

素融入日常運作中。為貫徹執行政策，河源廠房早於二零一零年成立了節能小組以確保政

策方向及環境保護之效能。該小組同時負責計劃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方案及監察該等政策

之執行情況。該小組把節能的目標落實到車間。 

 

河源廠房繼續尋找節能潛力與方向，以及降低能源消耗以達到當地政府落實「十三五」期

間節能減排任務指標的要求。河源廠房已就能源使用方面存在的問題和不足的情況進行了

審核，並於二零一一年編製了「十二五」節能規劃報告。於此，河源廠房已經制訂了一系

列能源管理制度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河源廠房持續製作《企業節能自查報告》，透過該

等報告，河源廠房可以檢閱已推行之能源管理制度之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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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能源消耗:   

    

 指標 2020 2019 

    

 直接能源消耗
(附註)

(兆瓦小時) 2,033 2,975 

    

 間接能源消耗(兆瓦小時)   

  購買的電力 77,422 78,031 

    

 能源消耗總量(兆瓦小時) 79,455 81,006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能源消耗總量(兆瓦小時/平方米) 0.25 0.25 

 
附註: 

 
本集團中國廠房直接能源消耗包括用於貨車及叉車的柴油、用於飯堂廚房的天然氣及用於公司車隊

的汽油。年內，直接能源消耗細分如下： 柴油 1,378 兆瓦小時 (2019: 1,475 兆瓦小時)、天然氣 390 

兆瓦小時 (2019: 1,054 兆瓦小時)及汽油 265 兆瓦小時 (2019: 446 兆瓦小時)。 

 

年內，本集團中國廠房已採取下列措施以減少對環境造成之影響： 

 

1. 選用高效能生產設備以降低用電量； 

2. 放置垃圾分類箱以促進回收意識； 

3. 加強員工的環保意識以節約能源、水及天然資源並減少浪費；及 

4. 於不需要時關閉設備、電力、水、燃氣及空調的供應。 

 

II. 耗水量:   

    

 指標 2020 2019 

    

 耗水總量(立方米) 582,567 776,686 

    

 每平方米樓面面積耗水總量(立方米/平方米) 1.81 2.41 

 

年內，本集團中國廠房於求取適用水源上沒有任何問題。 

 

III. 包裝材料使用量
(附註 1 及 2)

:   

    

 指標 2020 2019 

    

 包裝材料使用總量(噸) 1,587 1,714 
 



 

6 

 
附註: 
 

1. 本集團中國廠房之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包括紙質類(紙箱、紙板等)、塑料類(珍珠棉、氣泡膜

及纏繞膜等)、木材類(木箱等)及金屬類(鐵釘等)。年內，包裝材料使用量細分如下：紙質類 16

噸 (2019: 52 噸)、塑料類 160 噸 (2019: 185 噸)、木材類 1,394 噸 (2019: 1,458 噸)及金屬類 16

噸 (2019: 18 噸)。 

 

2. 因產品種類廣泛及自訂模架之體積大小多樣化，故未能就每項產品提供每件產品單位的包裝

材料使用量。 

 

本集團中國廠房十分重視包裝材料的可回收使用性，並已盡力降低包裝材料使用總量以減

少廢棄物的產生及節省包裝材料的成本。 

 

層面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本集團中國廠房繼續落實環境保護政策，本集團相信該等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的政策不只

愛惜環境，而且對節省成本亦有幫助。本集團同時相信該等政策最終能使環境及本集團業

務可持續發展。 

 

這幾年間，本集團中國廠房採納了有關清潔生產之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措施，如：更換耗

能大的舊機床，改用新機床，增加效益，減少耗能。該等措施提升了節約能源及減少排放

兩者的效益，並同時改善了車間的工作環境。 

 

事實上，河源廠房自二零一一年已經成立了清潔生產審核小組，並委託了一間獨立環境保

護顧問公司協助小組(於中國河源市環境保護局的指導下)展開清潔生產審核工作。於二零

一三年，河源廠房完成了一份《清潔生產審核報告》，並總結了大部份環境保護方案已經

實施並取得預期之成效。河源廠房持續檢閱該等已實施的措施之有效性。 

 

本集團致力把營運對環境影響降至最低，並支持使用可持續利用之現有天然資源。本集團

致力節約能源及其他寶貴的天然資源，以減少浪費及參與循環再用及其他環境保護的工

作。年內，並無與本集團的業務有關並對環境或天然資源產生重大影響之已確定重大不合

規事件或投訴。 

 

本集團計劃透過下列事項進一步提升環保表現： 

 

1. 更加善用能源、水及材料； 

2. 減少GHG排放及廢棄物的棄置； 

3. 持續識別及管理環保風險； 

4. 監察及遵守有關環境保護事項所有適用的法律及規例之新規定； 

5. 提高廢棄物之回收及再使用；及 

6. 促進員工的環保意識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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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僱傭及勞工準則 
 

層面 B1：僱傭 

 

本集團重視其員工並致力為員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本集團已就有關之勞工措施建立多

項政策，包括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紀律常規、平等機會、多元化

及其他待遇與福利，為所有員工提供一個公平、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同時為本集團提

供一項監控系統以減少陷入有關勞工問題之任何風險。本集團對該等政策不時作出更新，

以配合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之法律及法規的更新及業務環境的改變。 

 

本集團嚴格遵守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法律及法規。為保護員工權益，本集團依照各

經營業務所在地的國家及地方政府所訂立的法律及法規，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為提供更

好保障予員工，本集團為其員工繳納社會保險。員工享有之假期及其他待遇與福利不會少

於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國家及地方政府之勞動法所訂立的法律及法規之規定。員工

之工作時間乃根據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國家及地方政府之勞動法及勞動合同法所

訂立的法律及法規之規定。本集團嚴格遵守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勞動法律及法規以

解除與員工之勞動合同，或透過協商解除勞動關係。 

 

本集團就晉升、考評、培訓、發展及其他方面為員工提供平等機會以為員工搭建良好的職

業平台。本集團基於公正、公平及客觀的原則建立一套考評制度和晉升機制。優秀人才透

過該制度和機制下的具體程序而被選拔出來。 

 

層面 B2：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以提供員工一個安全及健康的工作環境及保障員工之身心健康為目標。在 2019 冠狀

病毒病(「COVID-19」)於二零二零年初爆發期間，本集團已採取各項預防措施以保護員工

之健康與安全。每位進入工作場所的人士須進行體溫檢查及定期消毒工作場所經常共同接

觸的區域。要求員工在恢復工作前申報個人健康和旅遊記錄的聲明。在工作場所提供口罩

和消毒劑，並提醒員工於工作場所保持良好的個人衛生而須佩戴口罩及經常洗手。實施彈

性工作時間、輪班工作及家居辦公，以減低工作場所的密度及確保業務順利營運。本集團

鼓勵使用視像或電話會議，以減少內部和外部商務面談會議，並盡量減少公幹以減少感染

的風險。 

 

本集團同時以保障員工避免受職業性危害為目標。該等目標不只適用於本集團，亦同時適

用於本集團的業務夥伴、承辦商及所有其他在本集團工作的人員。要真正實現此目標，須

賴本集團各階層的員工(包括管理層)的合作，及本集團的業務夥伴、承辦商及所有其他在

本集團工作的人員之支持。於此，本集團要求承辦商及所有其他在本集團各個廠房範圍內

工作的人員簽訂安全生產責任協議，以釐清就安全生產下各方之責任、保障該等於本集團

各個廠房工作之人士的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致力達至高水平的職業健康和安全標準，並在該等方面保持良好的紀錄。本集團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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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惟有成為一家高度關注員工健康及安全的企業，方能贏取員工、客戶和其他持份者的

支持。本集團已建立該等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政策，該等政策乃符合本集團於經營業務的地

方之法律及法規。 

 

本集團提供職業健康與安全的教育及訓練予員工，持續的教育有助提高員工在職業健康與

安全上的知識與意識及對緊急事故的應變能力。本集團定期監察工作場所及員工的個體安

全裝備，致使能及時發現任何潛在安全風險及糾正各項偏離政策的行為，嚴格遵守於生產

過程中及進行各種活動時的安全及健康管理。 

 

層面 B3：發展及培訓 

 

本集團鼓勵員工發展潛能，並以其個人之發展與集團之增長連成一線，促使員工個人與本

集團相互發展。本集團已建立多項有關員工之教育及培訓政策，確保員工獲得與集團業務

需要同步的持續個人發展。 

 

本集團已建立一套包括「入職培訓」、「在職技術培訓」及「管理技巧培訓」的培訓系統及

流程，以提高員工的整體質素和專業技術水平。新入職員工必須參加「入職培訓」，其中

包括本集團方針及政策、企業文化、安全生產及必要技能等之培訓主題。「在職技術培訓」

旨在提供及加強員工在工作崗位上所需的專業技術、安全生產意識、個人溝通技巧等。「管

理技巧培訓」旨在提升管理層員工的日常管理能力。培訓的內容將不時被評估以維持各項

培訓的有效性。 

 

層面 B4：勞工準則 

 

本集團嚴格遵守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地的法律及法規以執行其勞工準則。本集團維持嚴謹

的招聘流程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之事件發生於本集團任何一個營業場所。本集團於執行

勞工準則及招聘流程時嚴格遵守本集團各經營業務所在地的國家及地方政府之勞動法所

訂立的法律及法規。 

 

營運慣例  
 

層面 B5：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一向與理念一致的供應商合作，並與主要供應商發展互利互惠的合作關係。本集團

於選擇供應商及採購程序中，嚴格跟從根據本集團以誠信為本的企業文化精神而建立之政

策及專業標準。雖然採購成本乃挑選供應商的主要考慮因素，本集團同樣重視供應商的企

業社會責任表現，包括供應商在法律及監管上的合規、商業道德、勞工措施及環境保護等

方面之表現。 

 

本集團已就供應鏈管理執行一套指引，載於集團內聯網作內部用途。該套指引的目標除了

為統一選擇供應商及採購程序，更為確保選擇供應商及採購程序具透明度以防止賄賂及貪

污行為。於此，本集團要求供應商及外判商簽訂防賄函以促請彼等切勿向本集團員工提供

任何利益。選擇供應商必須經過一系列的內部評審及審批程序與內審部的監察。供應商的

聘用受到《供應商審批及操作程序》的嚴格監控。本集團將時常檢閱該套指引以進一步強

化供應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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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其供應鏈管理採納了一套系統，以集中採購本集團之所需之材料、工具及機器。

本集團緊密監管材料及工具之存貨，並定期分析材料及工具之消耗。本集團備存了一份供

應商名單，並定期對該名單作出評估及更新。透過該等措施，本集團得以暢順地管理其供

應鏈。 

 

層面 B6：產品責任 

 

本集團以向客戶提供具質素之產品為目標，並採納了一套系統，以嚴格監控其產品之生產

過程及產品質素。所有產品之生產乃根據指定程序，並需要進行徹底之質量檢驗程序以確

保產品質素。 

 

本集團設有客戶服務小組，以處理客戶對產品之查詢。客戶服務小組根據訂明程序處理客

戶之反饋及投訴。 

 

本集團透過註冊、維護及強制措施管理及保護其知識產權，並已於全球多個國家為其多個

商標進行註冊登記。其中，本集團之著名商標 已於全球超過二十多個國家成功

註冊登記。本集團概不容忍任何對其知識產權之侵害，並會就該等侵害採取法律行動。 

 

層面 B7: 反貪污 

 

本集團之企業文化乃構成本集團營運慣例的重要部份，為本集團企業管治架構的主要成

份，並為員工提供指導方針，要求員工正當地行事，表現誠信、正直及誠實的行為。本集

團之企業文化為員工確立嚴謹責任之態度以處理貪污舞弊、利益衝突及遵守本集團政策與

慣例等事情。本集團之企業文化詳情已載於員工手冊內(其於員工加入本集團時派發予每位

員工)。員工手冊同時已上載於本集團內聯網作內部參考。本集團向員工提供反貪污培訓，

以加強員工對本集團操守標準的警覺性。 

 

本集團不只要求所有員工奉行廉潔精神，同時要求所有供應商及業務夥伴擁有相同操守標

準。本集團要求供應商及業務夥伴簽訂防賄函，促請彼等切勿向本集團員工提供任何利

益。本集團同時禁止員工利用職權謀取私利。本集團極度嚴肅處理有關賄賂、勒索、欺詐

及洗黑錢等事件，並遵守本集團業務經營所在地之法律，向有關政府部門舉報該等事件。 

 

本集團設有舉報制度供舉報者透過保密舉報途徑揭露有關任何不正當行為、不合法行為或

違規事件。所有舉報個案由本集團內審部以公平及妥善方式作出調查。內審部根據事件類

型分類舉報個案，並直接向董事會及本集團審核委員會匯報舉報個案。舉報個案的調查報

告定期送交本集團審核委員會檢閱。 

 

社區 
 

層面 B8: 社區投資 

 

本集團於其企業文化的帶領下盡其社會責任。河源廠房履行社會責任，在 COVID-19 於二

零二零年初爆發期間捐款人民幣 1,000,000 元支持當地的扶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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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旨在於道德和高標準的框架下實現其業務目標並會顧及業務所在地的社群之福

祉。本集團於經營業務的地方之大部份投資項目均長於十年，本集團之員工和資產均植根

於該等地方的社群，本集團的業務與該等社群息息相關。於此，本集團會以社群增值為前

題，並為社群作出具意義的貢獻。本集團顧及經營業務的地方之當地社群的失業率，會優

先考慮聘用來自當地社群的人士，以紓緩當地的就業壓力。本集團積極參與當地社群進行

的綠化建設工作，以配合當地政府推動環境保護的政策。 
 
 
*僅供識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