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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相約港華林」
環保活動，種植逾
7,400棵樹苗

舉辦「繽Fun生活 
每一天」系列活動， 
在公司內推動正面思維

推出「煤氣愛心爐具
暖萬家計劃」，慶祝
煤氣公司區議會聯絡
小組成立1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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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僱員營業額 
公司（港幣千元）

愛護環境

集團扎根香港，是本地歷史 

最悠久之公用事業機構，我們

竭力為客戶帶來更稱心滿意 

之服務，同時建立極具社會責任

之企業形象。我們致力保護環

境，以達致可持續發展，集團

上下之運作也貫徹這環保政策。

我們作為環保先鋒和倡導者，

於2015年推行各類環保活動及

計劃，奠定了多個里程碑。

我們致力在內地推動清潔能源

之使用，推廣轉用較安全和 

清潔之天然氣，以替代煤、 

重油或液化石油氣。我們與 

多個合作夥伴發展相關技術，

以提高天然氣之能源效益。 

我們將城市燃氣項目之供氣 

系統從煤製氣置換為天然氣， 

有關工程已於2015年10月完成，

集團自此正式全面供應天然氣

予住宅客戶，標誌著家用市場

之煤製氣時代結束。

在香港，新界東南堆填區沼氣

利用項目工程進展理想。新設

施將採用先進技術，將沼氣轉化

為合成天然氣，再經12公里長

之管道輸送至井欄樹調壓站，

然後注入煤氣供應網絡。 

企業社會責任

集團深明保護環境之重要性，並致力在各業務範疇

貫徹可持續發展方針。面對未來之能源挑戰，我們 

努力尋求適切之環保方案， 同時亦與僱員、客戶、 

業務夥伴及公眾攜手合作，投入關愛活動，竭力為

下一代創造更美好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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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項目預計每年可減少排放約

56,000噸二氧化碳。

煤氣公司位於香港北角之總部

大樓推行多項節能措施，例如

在大廈空調系統安裝無油磁浮

變頻冷凍機組，不但減少能源

消耗，同時避免產生熱能廢物 

和油污染。大樓於2015年獲得

「綠建環評既有建築1.2版」之

「最終鉑金級別」認證。我們亦

簽署「節能約章」，於6月至9月

期間，維持室温於攝氏24度至

26度之間。此外，我們使用平

板電腦及流動電子設備，希望

達至無紙化之營運模式。使用

數碼產品不僅節省時間和保護

天然資源，亦可提高服務質素，

有助與客戶保持聯繫。

公眾教育為實踐環保理念之重要

一環。因此，我們致力向僱員、

承辦商、供應商以至公眾推廣 

綠色生活，鼓勵他們改變日常 

習慣，為改善環境出一分力。

在香港，浪費食物情況嚴重， 

堆填區每日接收逾3,000噸 

廚餘。有見及此，我們支持 

多項減少廚餘之環保活動。

2015年，我們與香港地球之友

合作舉辦「惜食有賞」運動， 

共有超過130家食肆響應，並提

供折扣及優惠券，鼓勵顧客 

點餐時按食量要求「少飯」， 

並在用餐後不剩下食物。我們

亦贊助綠領行動「菜頭菜尾 

烹飪大賽」，呼籲公眾珍惜 

食物，以剩餘飯菜烹調佳餚。

年內，集團積極參與香港多個

環保團體舉辦之活動。我們響

應綠領行動「利是封回收重用 

大行動」，在辦公室收集超過

120公斤利是封，鼓勵大家歡度 

農曆新年時亦支持環保。世界 

自然基金會於3月舉行「地球 

一小時」熄燈行動，呼籲公眾 

關注氣候變化，當晚集團 

旗下之香港及內地設施也關閉

照明系統。此外，我們參加 

健康空氣行動舉辦之「索氣大作

戰2015」，與各界攜手對抗空氣 

污染。

我們亦與長春社合辦第五屆 

「第綠梯隊」環保領袖訓練 

計劃，向學生提供一連串領袖

訓練，為未來環保工作培育 

生力軍。參加者策劃多項 

推廣活動，提倡綠色生活， 

並喚起公眾對碳排放之關注。

自2011年起，計劃共吸引逾 

100名青少年參加。

我們與綠領行動推出「校園零廚餘計劃」，逾一萬名學生參加，

回收2,360公斤廚餘，製成有機肥料用於校內園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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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鼓勵僱員寓運動於行善，

積極籌款支持環保，並提醒 

公眾關注環境問題。僱員及其家

人一同參加綠色力量「環島行」

及環保觸覺「綠步郊野」活動，

步行籌款之餘，亦親身感受在

香港郊遊遠足之樂趣。

在內地，我們自2010年起每年

舉辦減碳比賽，至今共收到 

167個減碳方案，每年可減少排

放約94,000噸二氧化碳。

年內，我們舉辦環保活動「相約

港華林」，與客戶、義工和當地

傳媒合力栽種逾7,400棵樹苗，

綠化面積約20,000平方米。

我們在環保方面表現出色，獲

中國環境保護部中國環境報社

選為「2015年中國最具環保社

會責任企業」。

支持社區

我們秉承服務社群之精神， 

期望能改善兒童、長者及其他

有需要人士之生活。我們推行

不同社區計劃，以支持非牟利

機構之活動及推動教育工作，

並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而僱員

也積極投入義工服務，傳遞 

温馨暖意。

在香港，我們從多方面改善 

長者生活，除了提供支援服務， 

更鼓勵他們參加社區活動， 

多與他人接觸，加強聯繫。 

每逢佳節，獨居長者往往倍感 

孤單，因此我們為長者送上應

節食品，讓他們感受節日之歡

樂和温暖。2015年，我們贈送

超過33萬隻愛心糉及10萬個 

月餅給有需要家庭和長者，自

活動開展至今共送出2,415,000

隻糉子和1,720,930個月餅。

此外，我們繼續為安老院舍安裝

智能廁板。計劃推出至今，已安

裝超過180塊智能廁板，提升 

長者自理能力之餘，亦方便護

理員照顧長者。

我們於2015年繼續推行「煤氣

温馨家庭『餸』暖計劃」，向單

親及低收入家庭提供新鮮健康

之餸菜包。自2013年起，已送

出46,800份餸菜包，共有450個 

家庭受惠。

我們與全港區議員

合作，推出「煤氣

愛心爐具暖萬家 

計劃」。

52 企業社會責任



煤氣公司於2000年成立區議會

聯絡小組，與全港18區保持緊密

聯繫。我們與區議員直接溝通，

深入了解市民之需要及期望，

同時提升我們在社區工作之表

現。為慶祝區議會聯絡小組成 

立15周年，我們於2015年推出

「煤氣愛心爐具暖萬家計劃」，

與全港區議員合作，向有需要

之長者及家庭贈送10,000台煤氣

煮食爐，令他們生活更添方便。

內地業務蓬勃發展，我們藉此

大力宣揚關愛社區之精神。我們

開展「港華輕風行動」，舉辦各

類公益活動，協助弱勢社群及

學校，並直接資助貧困人士。

自2013年，我們共捐出逾 

240萬元人民幣，資助江西省、

安徽省、江蘇省、山東省、 

貴州省及陝西省共29所學校翻

新校舍，並添置全新學習設備，

如電子教學室、教材和體育 

用品，以改善當地學生之學習

環境。

我們於內地之義工亦熱心支持

「光彩愛心家園 — 樂和之家」 

計劃，此外展項目由中國光彩事

業基金會與北京地球村合辦， 

為期半年，義工遠赴重慶市 

山區，照顧父母離鄉工作之 

兒童，並提供功課輔導和安排

課外活動。

年內，我們繼續支持「上海 

宋慶齡基金會 — 東亞銀行公 

益基金」，在山東省煙台市建立

「螢火蟲樂園」，並向逾600名 

學生捐贈電腦、投影器材、 

課室桌椅、書籍及其他文具 

用品，總值超過20萬港元。

為響應香港一年一度之「萬糉同

心為公益」活動，超過1,000名

內地義工熱心服務4,200小時，

向約12,000名有需要人士贈送

超過35,000隻糉子及節日禮品，

總值18.3萬元人民幣。同事 

熱心公益，為內地社區之弱勢

社群增添温暖。

關注僱員福利

我們一向視僱員為最寶貴之 

資產，全賴僱員同心合力，在不

同崗位上不斷創新，提供優質

客戶服務，確保廠房運作順暢，

使集團業務蒸蒸日上，在能源

市場上穩佔領先地位。此外，

僱員亦熱心服務社區，幫助 

有需要人士，樹立榜樣。僱員

努力不懈，投入工作，因此我

們定期舉辦活動，提升他們於

工作上之滿足感，以及促進 

他們之身心健康。

作為一家肩負社會責任之企業，

我們為殘疾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並在他們工作之客戶服務熱線

中心新增設施，以配合其需要。

港華燃氣推行「港華輕風行動」，

為學童改善學習環境。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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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線中心內工作間按照人體工

學原理重新設計，主要入口換上

自動門，洗手間更加裝無障礙

設施。

2015年，我們繼續於香港推出

「繽Fun生活每一天」系列活動，

旨在促進僱員之身心健康。 

我們舉辦多個以親子、婚姻 

生活及長者護理為題之講座，

與僱員分享相關知識，從而 

提升個人生活質素。

集團在內地推出「員工關愛 

計劃」，以「我與正能量在一

起！」、「我的健康生活」、 

「我的低碳生活」及「我的幸福

生活」四大主題，舉辦不同 

活動，讓僱員學習在工作與 

生活之間取得平衡。此一系列

活動提倡健康、快樂之家庭 

生活，鼓勵僱員延展積極正面

之態度，從而提升工作表現。

承辦商一直積極投入，盡心 

工作，我們亦視承辦商如公司

僱員，照顧他們不同之需要。

在香港，我們為承辦商提供全

面福利，包括人壽保障，是業內

首批向合約僱員提供此類保障

之公用事業機構。我們不但為

承辦商舉辦多項活動，如工 

作坊、參觀活動、考察團，以及 

設立獎勵計劃及獎項等，亦邀

請他們參加集團之大型活動。

培育人才

人才培訓為集團之首要任務。

回顧2015年，我們專注發展 

僱員之領導能力、管理技巧及

專業技術三方面，期望提升 

僱員之專長和技能。

我們提供機會，讓僱員盡展 

所長，發展事業。中華煤氣 

工程學院舉辦多元化之工程技

術培訓計劃，讓僱員獲取所需

之學術及專業資格。我們於7月

設立全新網上學習平台，讓僱

員按需要學習，也可隨時隨地

温故知新。

我們在內地推行「全面品質管理」

計劃，藉此提高產品及服務 

質素。

此外，中華煤氣工程學院致力

提升內地工程人員之專業水平，

為集團建立更強大之專業團隊。

在2013年及2014年，集團先後

獲得香港工程師學會及英國 

燃氣專業學會認可，成為第一家

及至今唯一一家企業於內地推行

專門為燃氣工程師而設之培訓 

計劃。學員完成計劃後累積足夠

工作經驗，便可加快申請考核

成為特許工程師。 第一屆學員

已於2015年完成培訓。

年內，中華煤氣工程學院在 

香港及內地提供之訓練時數 

合共200,011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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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僱員煤氣銷售量 
公司（百萬兆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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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香港總部大樓設立「煤氣

創新館」，展示同事在改善工作

流程、安全表現及生產力方面

取得卓越成效之創新發明。展品

不但突顯同事之創意，亦肯定

他們之才能和努力。此外，我們

出版刊物《創新頭條》，介紹 

創新之理念及個案，鼓勵僱員

在工作上持開放態度，突破 

傳統思維界限。

我們於內地業務推行「全面品質

管理」計劃，強調創新與實踐，

並向僱員推廣「三禮」（禮貌、

禮讓、禮儀），鼓勵僱員同心 

協力，追求優良品質、卓越 

表現，並發揮關愛精神，創造

長遠價值，促進集團發展。

此外，我們為僱員舉辦多項培訓

計劃及課程，全面提升他們在

不同範疇之專業技能。年內，

逾640名內地僱員來港交流， 

當中220名來自內地公用業務之

人員更參加在總部舉辦之專項

培訓計劃，內容包括客戶服務、 

2015環保資料   
（香港）

化學廢料

► 
每百萬兆焦耳 
煤氣，化學廢料總 
排放量為0.64公斤

噪音控制

► 
公司所有裝置和運作 
均符合法例要求

► 
從沒接獲政府任何 
要求減低噪音之通知

保護臭氧層

► 
公司車隊之空調 
系統，全部採用環保
雪種R134A代替氯氟碳
化合物

► 
全部溴氯二氟甲烷氣
手提滅火器已由化學
乾粉滅火器替代

空氣質素

► 
每百萬兆焦耳煤
氣，氧化氮總排放
量為3.84公斤

► 
每百萬兆焦耳煤
氣，氧化硫總排放
量為0.02公斤

► 
每百萬兆焦耳煤
氣，二氧化碳總排
放量為11.8公噸

温室氣體排放

► 
煤氣生產主要設備 
之温室氣體排放量相當
於357,845公噸 
之二氧化碳

水質

► 
每百萬兆焦耳 
煤氣，廢水排放量 
為3.77立方米

採購程序及倉庫管理，讓參加

者了解香港團隊之優秀工作 

模式，並學以致用，促進內地

業務發展。

我們繼續推行一系列實習計劃、

見習行政人員及管理人員培訓

計劃，以及職業發展項目，例如

舉辦短期調派計劃，年內共有

24名香港僱員獲調派至內地 

工作，體驗當地工作文化。我們

積極培育人才，增進僱員技能，

以配合集團業務不斷擴展。

► 
公司充分遵守所有環保法例。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二零一五年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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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應商關係

集團恪守公平且符合操守之採購

方針，致力與業務夥伴維繫長久

互信關係。我們以審慎態度制定

相關政策及程序，以挑選及評審

合適供應商。我們在供應商之 

聘用管理、溝通及工作方面， 

非常謹慎，一絲不苟。

我們實行嚴謹之供應鏈管理， 

與供應商及承辦商保持緊密 

合作，提供高效率服務，以滿足 

客戶需要。除了環保採購政 

策外，我們亦推出「供應商企業

社會責任守則」，針對商業 

道德、工作場所運作、環境 

保護等方面進行定期考核， 

以確保供應商之表現符合守則 

及品質要求。

我們經常舉辦會議和研討會， 

鼓勵供應商參與，促進溝通， 

加深了解其使用之物料和服務 

表現。我們不但為供應商提供

獎勵計劃，更邀請他們出席公司

活動，包括健康、安全及環保

日、優質服務日及周年晚宴。

安全為先

集團之一切運作均以安全為先。

我們與僱員共同制定措施， 

以確保工作場所符合安全標準，

保障僱員之安全及健康。同時，

我們也致力提高僱員及其家人

之安全意識，提醒他們時刻 

注意安全，防止事故發生。

我們推出「職業健康知多D」 

活動，舉辦以均衡飲食、筋肌

勞損等為主題之工作坊及講座，

向僱員灌輸健康工作方式之 

概念，同時，更透過職業健康 

展板及小型遊戲，提供最新實用

資訊。

有賴僱員之努力及支持，集團

得以保持卓越之健康、安全及

環保表現。我們更邀請僱員、 

承辦商及其家人一同參與 

「健康、安全及環保日2015」，

參觀資訊攤位和參加別具教育

意義之遊戲和比賽。此外， 

我們更於當日舉行頒獎禮， 

表揚在健安環方面表現突出之

同事及承辦商，推廣安全工作 

場所之信息。

在「健康、安全及環保日2015」

活動上，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左）

與常務董事陳永堅試踏單車 

攪拌機，炮製健康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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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亦進行「健安環氣候指數 

調查」，收集不同意見，有助 

我們策劃創新之健安環活動和 

方案，包括工作坊及緊急應變

計劃。憑藉同事及承辦商之 

努力，集團贏得多項殊榮， 

包括「第十四屆香港職業安全 

健康大獎」之「安全管理制度 

大獎（其他行業組別）金獎」及

「安全表現大獎」。

締造長遠價值

我們奉行嚴格之商業道德標準，

恪守良好企業管治和商業守則，

以達致可持續發展。年內， 

我們遵守對公司有重大影響之

法例和法規。

展望將來，集團將繼續維持最

高品質，並以親切態度、專業

技能和超卓效率為客戶服務。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我們都 

盡力提供最貼心之客戶服務， 

帶來安全可靠之燃氣供應， 

同時不忘服務社群。我們亦會

致力保護環境，並與集團及 

世界各地之合作夥伴共同實踐

使命。

集團延續「鵬飛萬里」之管理 

主題，開拓嶄新領域，邁向光輝

里程。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我們

鼓勵創新，突破界限，並將意

念付諸實行。年內，集團提出

「企業增長 = 創新力 x 執行力」

理念，並於內地業務推行 

「全面品質管理」計劃，以提高

品質及推動創新思維，貫徹 

企業價值觀。

我們繼續把握嶄新技術及環保

創新之成果，推動集團不斷 

發展，達成業務目標。日後我

們將致力發展新項目，開拓新

商機，以鞏固集團於公用能源

事業上之領導地位，同時為 

社區、客戶和僱員再創佳績。

企業價值觀業務指標

業務增長 問責精神

追求創意

領導才能

坦誠溝通

稱揚成就

尊重與正直

持續學習

團隊精神

企業家精神

機構價值

創意創新

安全可靠

產品及服務

卓越營運

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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