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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燈電力投資《2020 年可持續發展報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報告標準內容索引》
[報告已獲第三方核證機構審核，確認是依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
的「核心」選項編制，並額外涵蓋了多項「全面」選項所要求的披露事宜。 ]

對照參考 / 資料

GRI 102 (2016 版)： 一般標準披露項
目

（網站 – 我們的網站；報告 –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年報 – 我們的年報；資料 – 直接 / 附加資料；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各數字相加起來未必與總計的數字相符。）

機構概況
102-1

機構名稱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102-2

主要運作、品牌、產品及服務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102-3

機構總部的位置

資料：
香港。

102-4

機構營運所在的地點

資料：
香港。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102-5

所有權及法律形式

資料：
股份合訂單位由港燈電力投資（「信託」）及港燈電力投資有限公司（「本公
司」）聯合發行（統稱「港燈電力投資」）（「股份合訂單位」）並在香港聯交所
主板上市（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信託為一個商業信託（其受
託人經理為港燈電力投資管理人有限公司（「受託人– 經理」）），而本公司是由
信託全資擁有。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102-6

102-7

機構所服務的市場

機構規模

資料：
請參閱披露項目 EU3。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年報：綜合損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綜合股本權益變動表；財務報表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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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簡介；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關顧合作
團隊 – 建立緊密關係、 管理供應鏈
資料：
年齡組別

102-8

僱員類別

組別比率(%)

高級職員 (%)

職員 (%)

員工 (%)

30 歲或以下

0.3

99.2

0.6

19.4

31- 40 歲

1.8

97.0

1.3

21.6

41- 50 歲

7.3

86.4

6.3

22.4

51 歲或以上

16.3

65.7

18.0

36.6

組別比率(%)

8.0

83.6

8.4

100.0

僱員概況
性別組別

僱員類別

組別比率(%)

高級職員(%)

職員(%)

員工(%)

男

8.7

81.6

9.6

80.6

女

5.0

91.9

3.1

19.4

組別比率(%)

8.0

83.6

8.4

100.0

性別組別

𦖛用形式

組別比率(%)

長期

合約

男

93.4

6.6

女

90.8

9.2

19.4

組別比率(%)
備註：1. 我們約有 1,800 名僱員。
2. 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92.9

7.1

100.0

80.6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供應鏈 – 重視採購責任
102-9

供應鏈情況

資料：
電力供應是港燈的主要業務。我們的供應鏈包括多個供應燃料、貨品及服務的公
司，支援我們為客戶提供安全、可靠及潔淨的電力。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 邁向低碳發電
102-10

機構及其供應鏈的重要變化

資料：
股份合訂單位以及受託人–經理和本公司之股本在年內並無任何變動。
業務營運和供應鏈均沒有任何對經濟、環境、社會方面造成重大影響的重要變化。

102-11

102-12

預警原則或方針

機構對外界發起的倡議的參與或支
持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企業管治實務；共享地球資源 – 管理方針

資料：
《BEC 低碳約章》、《活動減廢承諾》、《減碳約章》、《惜食約章》、《節能約
章》、《4Ts 約章》(訂立目標、制定時間表、開放透明及共同參與)、《戶外燈光約
章》、《職業安全約章》、《優先選用職安健星級企業約章》、《「好心情@健康
工作間」約章》、《香港環保採購約章》、《好顧主約章》等。
以上參與及支持的約章和原則均為自願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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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3

機構加入的協會

資料：
對我們來說，緊貼業界的最新發展趨勢，並提供先導經營理念非常重要，因此我們
積極支持及參與不同的專業協會及組織，包括商界環保協會、亞太顧客服務協會、
香港客戶中心協會、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香港物資採購與供銷學會、Energy
Procurement Supply Association (EPSA) 及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的保障資料主
任聯會。
我們並鼓勵僱員在本身的專業領域上作出貢獻。當中有不少正於各專業協會中擔當
重要角色，例如香港工程師學會和工程及科技學會香港分會等。

EU1

按主要能源及規管機制劃分的裝機
容量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資料：

EU2

按主要能源及規管機制劃分的淨能
源產量

輸出電量（百萬度電）
燃氣
5,212
燃煤及燃油
5,278
可再生能源
3.5
備註：
1. 以上輸出電量是指由港燈電網所輸出的電量，包括由港燈的電廠和可再生能源系
統，以及上網電價計劃客戶的可再生能源系統所輸出的電量。
總輸出電量為 10,494 百萬度。

資料：

EU3

住宅、工業、機構及商業客戶數目

賬戶數目
住宅客戶
470,000
商業客戶
108,000
工業客戶
5,000
總計
583,000
備註：
1. 幾乎所有的供電接駁均為配電接駁。
2. 同時是電力生產者（即供電予我們電網）的客戶數量佔總量的比例很低。

資料：

地面

地底
EU4

按規管機制劃分的地面及地底輸配
電線路長度

線路長度（公里）
按地面和地底劃分
按電壓劃分
輸電（275 千伏及
132 千伏）
38
配電（22 千伏和 11
千伏）
6,600
低電壓

總計

444
4,000
2,194

6,638

備註：由於同一條線路可由多於一條的電線導體組成，線路長度有別於總電線導體
長度。例如，在距離 1 公里長的低壓 3 相線路上，是需要 3 根供電電線導體和 1 根
回路電線導體來連接兩點，其總電線導體為 4 公里長，但這只會被視為一個長 1 公
里的線路。另外，如多個或獨立開關的線路（例如主供電源線）同時被放置在供電
路徑上的同一個結構或共用的電線糟軌之上，則每個線路的長度均作獨立計算。
地底線路的長度已包括海底線路的長度。

EU5

按碳交易框架劃分的二氧化碳當量
排放限額的分配

資料：
不適用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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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102-14

最高決策者的聲明

報告：行政總裁的話

102-15

主要影響、風險及機遇

報告： 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

道德與誠信
網站：企業抱負及使命；企業管治政策
102-16

價值觀、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可持續發展管治；經
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發展管治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網站：企業管治政策
102-17

就道德有關的事務尋求建議的機制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管治
網站：企業資訊
102-18

管治架構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

102-19

授予權責

102-20

高階管理階層對經濟、環境和社會主
題之責任

資料：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可轉授其若干職責予具備履行委員會職責所需權力的工作團隊，
包括但不限於可持續發展管理委員會，其成員包括行政總裁、營運董事、財務總
監、集團發展總經理、人力資源總經理、公共事務總經理、集團法律顧問及公司秘
書，以及不時獲委員會主席委任獲挑選的本公司管理層成員。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102-22

最高管治組織及其委員會的組成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董事局及管理團隊

102-23

最高管治組織的主席

資料：
本公司主席及行政總裁的職位由不同人士擔任。由於受託人 – 經理負責管理信託的
特定及受限制角色，故其並沒有委任行政總裁。

102-24

最高管治組織的提名和甄選過程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102-25

利益衝突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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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
102-29

鑑別與管理經濟、環境和社會衝擊
年報：風險管理；風險因素

102-30

風險管理流程的有效性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風險管理

102-32

最高管治組織在機構的可持續發展報
報告：報告簡介
告方面的參與

持份者的參與
102-40

持份者列表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持份者的參與

102-41

集體談判協議

資料：
不適用（香港沒有集體談判協議的相關法例）。

102-42

識別和選擇持份者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持份者的參與

102-43

聯繫持份者的方法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重要議題；經營可持續業務 – 持份者的參與；
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與客戶緊密聯繫；關顧合作團隊 – 建
立緊密關係；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102-44

持份者提出的關鍵議題與關注事項

報告：行政總裁的話；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重要議題；經營可持續業務 –
持份者的參與

匯報慣例/常規

102-45

機構的合併財務報表中包括的所有實 報告：報告簡介；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體
年報：財務報表附註
報告：報告簡介；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重要議題；經營可持續業務 – 持份
者的參與；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供應鏈
資料：
我們在「重要議題」章節中，描述了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議題重要性的評估，以及識
別出的重要可持續發展議題。

102-46

界定報告內容和議題邊界

下列 5 項重要可持續發展議題屬於內部事項，報告匯報公司就這些議題作出的應
對：
•
•
•
•
•

培訓與發展
在營運變化方面的員工通知期
對保安人員的人權培訓
僱用方針
創新

關於其他重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匯報範圍則已涵蓋這些議題對環境或持份者造成
的影響，以及我們採取的相應行動。

102-47

所有實質性議題

報告：報告簡介；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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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8

重整舊報告所載資訊

資料：
沒有重整。

102-49

所匯報議題及議題邊界的改變

資料：
與對上一份報告比較，沒有重大變動。

102-50

報告的匯報週期

報告：報告簡介

102-51

上一份報告的日期

資料：
上一份報告的出版日期為 2020 年 4 月。報告內容涵蓋我們在 2019 年度的可持續發
展表現。

102-52

報告週期

資料：
每年 1 次。

102-53

查詢有關報告的聯絡方法

資料：
封底。

102-54

機構所選擇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可
報告：報告簡介
持續發展報告標準中的「符合」方案

102-55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資料：
本《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報告標準內容索引》。

102-56

外部鑑證

報告：報告簡介；核實聲明

對照參考 / 資料
實質性議題

（網站 – 我們的網站；報告 –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年報 – 我們的年報；資料 – 直接 / 附加資料；
由於以四捨五入計算，各數字相加起來未必與總計的數字相符。）

GRI 201 (2016 版)： 經濟績效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年報：董事局主席報告； 行政總裁報告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年報：綜合損益表；綜合財務狀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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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長遠減碳策略」公眾參與港燈的回應、港燈全力配合 實現香港 2050 年前
「碳中和」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
遇；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資料：
氣候變化帶來的營運風險包括：
1. 極端天氣可以造成對發電或輸配電網設施嚴重破壞，並導致長時間的停
電。供應中斷造成的現金流量損失和恢復發電或輸配電網設施資產的成本
可能相當大。
2. 氣溫上升令發電效率下降，導致燃料成本上升。
3. 極端天氣導致燃料格價波動，影響成本。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 我們利用策略性投資，以維持世界級的供電可靠度、鞏固公司資產的完整性，並減
險與機會
少氣體排放量，藉此改善空氣質素。這些都有助緩解氣候變化所帶來的風險和對我
們營運上的相關影響。
港燈的未來業務發展將取決於政府在未來數十年內的減碳和緩解氣候變化計劃及政
策（即在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參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在2020年11月發表的委員
會報告書，我們明白能源界（特別是發電界）必須制定合適的方案協助香港進一步
減碳。然而，政府的長遠減碳策略的不確定性或會為港燈帶來以下的風險：
•
•

如對應政府對長遠減碳和緩解氣候變化的策略缺乏風險準備，或會對港燈
的長期業務發展造成重大的影響。
如香港現行的減碳和緩解氣候變化策略有任何重大變更，或會對港燈的運
營、盈利和業務策略帶來負面的影響。

我們將繼續與相關的政府部門和持份者緊密溝通合作，徵求他們的意見，以便在必
要時對我們的業務策略作出明智的調整。
201-3

定義福利計劃義務與其它退休計畫

年報：財務報表附註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補助

年報：財務報表附註

GRI 202 (2016 版)：市場地位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共享地球資源 – 管理方
針；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建立緊密關係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關於議題範圍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102-46項目。

資料：
所有現有僱員的薪酬均高於最低工資規定。為確保合規，我們會定期留意香港《最
低工資條例》的更新。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
我們的《供應商守則》列明供應商須符合當地的法定工資要求，在處理申請加入
最低薪資的比率
「認可投標者名冊」時，亦會以《供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表現的準則之一，
而在各招標文件中均會要求投標者乎合我們的《供應商守則》。
備註：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資料：
我們93%的管理層成員聘自本地社區。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管理層是指港燈的董事和總經理。
備註：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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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3 (2016 版)： 間接經濟影響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可持續發展目標；經
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
球資源 – 管理方針；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2020 年的達
標狀況、展望未來
資料：
關於議題範圍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203-1

203-2

所支持的基建投資及服務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可持續發展目標；經
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盡心服務香港 – 智惜用電服務；關顧
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

重要間接經濟影響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可持續發展目標；經
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盡心服務香港 – 智惜用電服務；關顧
合作團隊 – 培育專才、健康與安全

GRI 204 (2016 版)： 採購常規
網站：工作守則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所有本地及外地供應商均得到公平對待，採購過程不偏不倚。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204-1

向當地供應商採購支出的比例

資料：
天然氣、石灰石及超低硫柴油是由在中國（包括香港）擁有業務的公司提供，而燃
煤的來源地主要是印尼和俄羅斯。
有關我們所採購的其他貨品和服務，約有 95%購自「本地供應商」，亦即在中國境
內（包括香港）的公司。

GRI 205 (2016 版)： 反貪污
網站：反欺詐及反賄賂政策；工作守則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資料：
我們已經制定了有關政策和程序，包括《工作守則》和認識和防範欺詐政策，以防
止和偵察欺詐行為。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我們不容許任何賄賂或貪污、欺詐或洗黑錢，以及任何人士犯下有關欺詐的罪行或
進行違法行為的情況發生。我們禁止以任何形式與客戶、供應商或任何與業務有關
人士提供或接受利益。我們嚴禁任何欺詐活動如盜竊公司資源、利用虛假陳述、不
實或欺騙手段。我們不會容忍、協助或支援洗黑錢活動。我們會嚴格遵守有關標
準、規則或法規，例如防止賄賂條例。各部門均會每年進行兩次有關反賄賂的風險
評估，並每季向審計部報告關於賄賂或貪污的數目和事件。
我們制定了認識和防範欺詐政策，以確保集團具備足夠的阻嚇措施以減低欺詐風險
及推動「零欺詐」企業文化。
我們制定了欺詐及舉報的匯報及調查程序。該程序為我們《工作守則》的補充文
件，詳述處理涉嫌違反守則及不道德行為個案的調查過程和規章，以及相關僱員的
角色和職責。審計部主管會負責統籌有關違返該守則的所有匯報和調查。
僱員和公司以外包括客戶和供應商等人士，可透過舉報熱線或電郵，向審計部主管
舉報有關可能發生包括貪污、不道德、非法、反競爭等失當行為。舉報熱線的電話
號碼和電郵地址已在《工作守則》內列明，並上載至公司網頁和內聯網。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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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1

已進行貪污風險評估的營運地點

資料：
我們的十三個業務單位已全部進行貪污風險評估。

年報：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資料：
我們已向所有董事局成員、僱員及業務伙伴說明我們的反貪污政策和程序。
205-2

反貪污政策和程序的傳達及培訓

在供應商申請加入「認可投標者名冊」時，我們透過各招標文件及《供應商守
則》，向所有承辦商和供應商說明港燈的反貪污政策和程序。
~100%僱員已接受反貪污培訓，而所有新入職僱員都會在入職後 3 個月內完成有關
培訓。

205-3

確定的貪污事件和採取的行動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GRI 206 (2016 版)﹕ – 反競爭行為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我們制定了一個競爭合規政策及相應措施和框架，指引我們獨立地作出決定。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206-1

就反競爭行為及反壟斷方面所採取
的法律行動

資料：
在2020年，沒有採取相關法律行動的個案。

供電應用率及可靠度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球資源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盡心服務香港 – 可靠和價格相宜的電力供應 – 世
界級水平的電力系統
資料：
我們正採用多元化燃料組合，提供較環保，更有效能及更可靠的電力供應，以滿足
客戶的長期及短期的需求。
我們定期檢討電力負荷預測及規劃準則，以迎合不斷轉變的社會及經濟環境，及符
合更嚴格的環保要求。所有預測參數都會受政府的監督。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以確保長短期供電應用率及可靠度的管理方
針)

按照港燈 2019-2023 的發展計劃，港燈正投放 162 億元在與發電相關的項目，佔總
投資額超過 6 成，當中絕大部分用於興建新燃氣機組及相關設施以取代退役的燃煤
機組和一部老舊及較低效率的改裝燃氣機組。 這些新燃氣機組會進一步協助應對氣
候變化及改善本港的空氣質素。
為確保電力供應的可靠性，我們設有全面的維修保養機制。我們為所有機械設備安
排定期維修，以維持其可靠性，並根據設備生產商的建議、可靠性為本的維修研究
和設備物主計劃決定定期維修的次數。在每次定期維修之間，我們亦會監察發電設
施的「健康」狀況，以確保運作正常。
我們亦正在建立輸配電設備及裝置的健康指標，以確立維護的優先次序。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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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2019-2023 五年發展計劃簡介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目標；盡心服務香港 – 可靠和價格
相宜的電力供應 – 世界級水平的電力系統

EU10

資料：
目前我們正在推行「煤轉氣」的發電模式轉型，發展3台高效能的燃氣聯合循環發
電機組來取代老化的燃煤機組和老化的改裝燃氣機組。天然氣是最清潔的化石燃
按能源種類及規管機制劃分，對估計
料，使用更多的天然氣發電能為香港帶來更清潔和低碳的電力供應。
的長遠電力需求所規劃的裝機容量
在2018年7月，港燈的2019-2023發展計劃在行政會議上獲得通過。根據這個計劃，
我們興建3台新燃氣機組（L10至L12），並預計會在2023年或之前相繼落成投產，
而3台燃煤機組和1台改裝的燃氣機組則會逐步退役。
屆時港燈的總裝機容量，亦會較現時減少。
L10 已於2020 年2月投產，而L11和L12亦分別會在2022年和2023年相繼落成投產。

用電需求管理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以及說明涵蓋住宅、商業、機構及工業客戶
的用電需求管理計劃)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球資源
– 綠色教育與環保意識 – 「綠得開心計劃」；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智惜用電
服務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研究及發展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力求創新；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 抵禦氣候變化；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以及說明為提供可靠電力及推廣可持續發展
的研發活動及開支)

資料：
我們繼續密切留意有關公司業務的科技發展。研究及發展工作是由有關業務單位各
自計劃及安排。
我們大部分的研發均有公司內部專家進行，其中有一些項目會與本地大學合作。在
2020年，研發工作所需的額外成本只佔我們總支出的極少部分。

系統效能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資料：
EU11

按能源種類及規管機制劃分，熱電廠
的平均發電效能

熱效率（%）
燃氣
燃煤及燃油
整體熱效率

45.8
32.0
37.6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EU12

輸電及配電損耗佔總能源的百分比

資料：
輸電損耗：1.3%
配電損耗：2.2%
備註：我們假定非技術性損耗並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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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0： 環境
網站：環保工作簡介；促進與供應商伙伴關係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球資源
– 管理方針、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珍惜天然資源；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
方針、管理供應鏈；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2020 年的達標狀況、 展望未來
資料：
關於議題範圍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GRI 301 (2016 版)： 物料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資料：
我們的產品為電力，當中並沒有任何物料。我們亦沒有使用任何含多氯聯苯的物
料。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妥善處理廢物；主要統計數字
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1-2

採用經循環再造物料
資料：
我們在南丫發電廠收集及循環再用的廢水和雨水相等於電廠總淡水用量的 6.6%。

301-3

回收產品及其包裝物料

資料：
基於我們產品（即電力）的性質，我們沒有回收產品及包裝材料。

GRI 302 (2016 版)：能源
302-1

機構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2-3

能源强度

資料：
每一度售電量需要在港燈的發電及輸配電的過程中消耗 1.75 千瓦時的能源（並不包
括售出的能源）。

302-4

減少的能源消耗量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落實節能措施

GRI 303 (2018 版)：水與水排放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
字概要
303-1

共享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資料：
香港特區政府水務署為我們供應淡水，而海水則用於冷卻南丫發電廠的機組。我們
會將海水經過適當處理後排出大海，所有水排放都符合法律規定，沒有水源受到重
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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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
字概要
303-2

與排水相關衝擊的管理

資料：
我們的水排放受到環保署跟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批出的牌照管制。環保署會定期
檢查我們的水處理和排水設施。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
字概要
303-3

取水量

資料：
香港特區政府水務署為我們供應淡水，而海水則用作冷卻南丫發電廠的機組。我們
會將海水經過適當處理後排出大海。
我們在南丫發電廠收集及循環再用的廢水和雨水相等於電廠總淡水用量的 6.6%。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
字概要

303-4

排水量

資料：
我們的水排放受到環保署跟據《水污染管制條例》批出的牌照管制。環保署會定期
檢查我們的水處理和排水設施。
廢水經過處理以清除油脂，懸浮物質和重金屬後，會直接排出自然水體而不會供給
其他機構使用，亦不會對水體或相關棲息地帶來重要影響。
我們沒有把廢水排放到受保護的水體或相關的棲息地。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善用水資源；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
字概要
303-5

耗水量
資料：
我們在南丫發電廠收集及循環再用的廢水和雨水相等於電廠總淡水用量的 6.6%。

GRI 304 (2016 版)﹕生物多樣性

304-1

機構在環境保護區或其他具有重要
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或其毗鄰地
區，擁有、租賃或管理的營運地點

資料：
沒有在環境保護區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或其毗鄰地區，擁有、租
賃或管理土地。

304-2

機構的運作、產品及服務在生物多
樣性方面的重大影響

資料：
沒有在環境保護區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或其毗鄰地區，擁有、租
賃或管理土地。

304-3

受保護或經修復的棲息地

資料：
沒有在環境保護區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或其毗鄰地區，擁有、租
賃或管理土地。

EU13

補償棲息地與受影響地區的生物多
樣性比較

資料：
沒有在環境保護區或其他具有重要生物多樣性價值的地區或其毗鄰地區，擁有、租
賃或管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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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305 (2016 版)： 廢氣排放

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

報告：報告簡介；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港燈電力投資業務簡介；主要統計
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5-2

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
二）

資料：
港燈經營發電、輸配電及供電業務，同時為公司的運作提供電力。因此，我們的直
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已包括間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二）。我們根據
ISO 14064-1 的要求匯報直接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一），亦即披露項目 305-1，並
委託了獨立核證機構核實有關數據。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5-5

減少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305-6

臭氧消耗物質（ODS）的排放

資料：
臭氧消耗物質的排放量為233.4公斤的二氟一氯甲烷。我們已制定了取替用於冷氣系
統的氟氯烴製冷劑的計劃。

305-7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主要氣
體的排放量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應對氣候變化與改善空氣質素 – 改善空氣質素；主要統計數
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5-1

GRI 306 (2016 版)： 廢水及廢物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306-1

按水質及排放目的地劃分的排水量

資料：
廢水經過處理以清除油脂、懸浮物質和重金屬後，會直接排出自然水體而不會供給
其他機構使用。

306-2

按類別及處理方法劃分的廢物重量

報告：共享地球資源 – 珍惜天然資源 – 妥善處理廢物；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
數字概要

306-3

嚴重溢漏

資料：
沒有嚴重溢漏事故。

306-5

受廢水排放及/或其他（地表）徑流
影響的水體

資料：
廢水需要經過適當處理以清除油脂、懸浮物質和重金屬後，才會排出水體，因此不
會對水體及其相關棲息地造成嚴重影響。
我們沒有把廢水排放到受保護的水體或相關棲息地。

GRI 307 (2016 版)： 環境合規
307-1

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

GRI 308 (2016 版)： 供應商環境評估
308-1

使用環境標準篩選的新供應商

資料：
在披露項目 308-2 中提及的所有新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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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供應鏈 – 重視採購責任
308-2

供應鏈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以及
採取的措施

資料：
我們在處理申請加入「認可投標者名冊」時，會以《供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
表現的準則之一。在 2020 年，我們共處理了 6 個新供應商的有關申請和 18 個現有
供應商的評核，當中並沒有發現任何重大實質或潛在的負面環境影響。

GRI 400 ： 社會
•
•
•
•

•
•
•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在以下議題的管理方法：
GRI 401 (2016 版)﹕勞僱關係；
GRI 402 (2016 版)﹕勞/資關係；
GRI 405 (2016 版)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GRI 406 (2016 版) ﹕反歧視)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在以下議題的管理方法：
GRI 403 (2018 版) ﹕職業健康與安全；
GRI 416 (2016 版)﹕顧客健康與安全)

網站：我們的團隊及信念；平等機會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企業管治
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建立緊密關係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關顧
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建立緊密關係、健康與安全；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2020 年
的達標狀況、展望未來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網站：平等機會；促進與供應商伙伴關係

•
•
•
•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在以下議題的管理方法：
GRI 408 (2016 版)﹕童工；
GRI 409 (2016 版)﹕強迫與強制勞動；
GRI 414 (2016 版)﹕供應商社會評估)

•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管理
供應鏈
資料：
集體談判並不適用（香港沒有集體談判協議的相關法例）。
主要供應商須依照既定程序申請加入我們的「認可投標者名冊」。我們亦會以《供
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是否符合資格的準則之一，並定期審查「認可投標者名
冊」上的供應商在勞資關係和相關合規方面的表現，以及要求他們遞交有關企業社
會責任表現的資料作評估之用。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
•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GRI 400：社會 」的其他議題)

資料：
請參閱相關的披露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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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1 (2016 版)： 勞僱關係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建立緊密關係
資料：
性別組別
新聘用僱員
比率（%）
401-1

新聘用僱員和離職僱員

男

4.8

女

6.7

年齡組別
30 歲或以下
31- 40 歲
41- 50 歲
51 歲或以上

整體
10.1
5.8
2.2
4.0

5.2

備註：1. 我們約有 1,800 名僱員。
2. 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性別組別
離職僱員的平均年資
（年）

401-2

只提供給全職僱員，而不提供給
臨時或兼職僱員的福利

男

9

女

6

年齡組別
30 歲或以下
31- 40 歲
41- 50 歲
51 歲或以上

2
7
11
22

資料：
我們不會向臨時或兼職僱員提供特別獎金、年尾花紅、約滿酬金、醫療福利、電費
補貼、交通津貼或集團人壽及個人意外保險。

資料：
實質使用產假/侍產假的僱員總數
401-3

產假/侍產假

產假/侍產假完結後回到工作崗位的僱員比率

男
20

女
16

100%

100%

產假/侍產假完結並回到工作崗位後的十二個月
100%
仍在職的僱員比率
注意：所有符合條件的僱員均享有產假/侍產假。

94%

資料：
僱員類別分佈

EU15

按工作類別及地區劃分在未來五
年及十年符合退休資格的僱員百
分比

職員

15.0

員工

39.0

職員

32.0

員工

70.1

整體

五年內到達退休年齡的僱員比率（%）

17.0

十年內到達退休年齡的僱員比率（%）

35.2

備註：1. 我們約有 1,800 百名僱員。
2. 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EU17

從事施工、操作及維修活動的承
辦商及分判商僱員的工作日數

資料：
承辦商僱員的總工作日數為541,000，當中347,000日從事施工活動，194,000日從事
操作及維修活動。

EU18

已接受相關健康及安全培訓的承
辦商及分判商僱員的百分比

資料：
在我們工地從事有關工作的承辦商僱員均已接受相關健康及安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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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2 (2016 版)：勞/資關係

402-1

關於營運變化的最短預告期

INFO:
僱員會獲充裕時間為作業改變作準備。
集體談判並不適用（香港沒有集體談判協議的相關法例）。

GRI 403 (2018 版)： 職業健康與安全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健康與安全、管理供應鏈
資料：
我們的《公司健康及安全手冊》覆蓋港燈的所有科及部門，並界定了我們的健康及
安全管理系統。我們透過由董事總經理或其代表擔任主席的健康及安全局、健康及
安全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執行有關系統的要求。
403-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港燈致力落實執行健康及安全政策，以重視安全和社會責任的營運模式，致力保障
僱員、客戶、承辦商和公眾的健康及安全。我們以達至卓越的職業健康及安全表現
和實現零意外營運為目標。為此，我們會貫徹遵守所有有關法例，並致力將健康及
安全因素融入所有業務運作中。此外，我們支持和培育能促進僱員身心健康和提高
健康及安全意識的企業文化；採用及維持管理系統以消除健康和安全隱患，並持續
改善表現；提供一個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所需的資訊、指導、培訓與監督予僱
員；確保所有僱員及管理層共同承擔有關責任；要求業務伙伴達到與我們一致的健
康及安全標準。我們更制定了酒精及藥物政策，締造一個不受酒精及藥物影響的安
全和健康的工作環境。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管理供應鏈
資料：
我們已經制定和實施健康及安全政策，並採用及維持能消除健康和安全隱患及有助
持續改善表現的管理系統。我們亦提供一個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所需的資訊、
指導、培訓與監督予僱員。 我們推廣僱員身心健康並切實提高工作人員的健康及安
全意識。為了提高工作人員的安全意識，我們會在工作之前和在工作環境或工作步
驟有改變時進行安全訓話和作業風險評估。

403-2

危害辨識、風險評估、及事故調
查

我們從風險管理的角度著手控制危險物質／環境的風險。進行風險管理時，會考慮
與有潛在危險的活動有關的因素，並對相關風險作出評估，實施適當的控制。如果
使用的物品、材料、工序、廠房設備有發生危險的可能，各科總經理、部門主管或
其指定的代理人必須作出定期檢討。
我們亦鼓勵僱員以任何合理方式向其主管、安全專業人士、各科總經理、部門主
管，以至高級管理層報告任何與工作相關的危險和危險情況，包括口頭報告、電
話、電子郵件、訊息、手機應用程式等，有關報告會由適當人士立即跟進。這些措
施有助降低整體風險及減少事故發生。
為保障僱員免受針對，僱員和公司以外人士可透過審計部的舉報熱線，向審計部主
管舉報與工作相關的潛在危險和危險情況。
一般而言，我們在調查工作事故時，會經合理的查詢收集資料，通過了解事故的經
過、情況、直接原因、起因和根本原因進行分析，確定相應的風險控制措施，以制
定和實施行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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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
資料：
各科／部門會根據其運作性質，制定相應的培訓計劃和時間表。各科總經理／部門
主管須向其僱員提供與健康和安全有關的資訊、培訓和知識，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
確保僱員的工作健康和安全，另外亦須定期檢討培訓方案是否適切。我們為所有新
入職的僱員提供入職培訓，並會評估這些培訓的有效性和保存培訓記錄。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此外，我們實施危害控制計劃和個人防護設備計劃，制定《經批准使用的設備指
引》供僱員遵守，以確保我們為僱員提供適當的設備。如有特殊的安全和健康危害
時，相關的科總經理／部門主管會為其僱員安排適當的培訓，以助應對。有關的培
訓應包括向僱員介紹相關鍵康和安全危害、安全預防措施和正確使用防護設備的方
法，並定期進行重温課程。由於《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職業安全及健康條
例》及其附屬規例界定了有關僱員培訓和委任合資格人士執行某些工作的法律規
定，相關的科總經理／部門主管必須按法律要求確定培訓項目和委任合資格人士。
同時亦須定期檢討其科／部門的安全推廣和教育計劃是否適切，制定年度實施方
案。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
資料：
港燈在不同階層成立健康及安全委員會，以檢討工傷、與工作相關疾病和危險事
故；向管理層就有關的檢討結果作出改善建議；就任何更改工作場所、設備或場所
內使用的物料而影響或可能影響僱員健康和安全的情況，向管理層作出建議；舉辦
或協助健康和安全推廣活動，檢討工作場所健康和安全溝通和宣傳是否適切；並代
表僱員就健康和安全事項提出與反映意見或建議。
403-4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參
與、諮商與溝通、

我們舉辦健康和安全交流會議，並透過電子郵件和告示板公佈相關資訊。我們亦在
公司內聯網發佈健康和安全資訊，方便僱員閱讀。
由董事總經理或其代表擔任主席的健康及安全局負責監督健康和安全的相關事宜，
最少半數的健康及安全局成員負責在局內，就僱員透過健康及安全委員會、小組委
員會或其他合適渠道所提出的相關事項進行匯報。健康及安全局最少每 3 個月召開 1
次會議。而健康及安全局下分別設有 4 個科健康及安全委員會，而在科健康及安全
委員會下亦設有部門健康及安全委員會，科／部門健康及安全委員會最少每 3 個月
召開 1 次會議。另外亦設有由僱員、前線僱員或承辦商所組成的健康及安全小組委
員會。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資料：
我們為僱員提供各種職業健康和安全培訓。科總經理／部門主管須提供必要的資
訊、培訓和指示，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內確保僱員的工作健康和安全。各科／部門會
根據其運作性質，確定並定期檢討其僱員的培訓需求。公司會為新僱員提供入職培
訓，亦會就新工作項目提供有關特殊危險培訓和法定要求的培訓。
403-5

有關職業安全衛生之工作者訓練

例如新入職僱員培訓課程、廠房簡介課程、天然氣安全培訓課程、安全使用起重機
械和起重裝置課程、防火安全培訓課程、安全規章簡報、充電電池使用和維護安全
與健康培訓課程、工作安全行為培訓課程、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課程、藍卡船上安
全培訓、密閉空間合資格人士和核准工人安全訓練課程、海上工程安全講座、成人
心肺復蘇法證書課程、道路安全訓練課程、「體力處理操作及預防背部勞損」講座
和安全使用電腦健康講座等。
關於我們的僱員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培訓時數，請參閱披露項目 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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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建立緊密關係 – 促進僱員身心健康；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
安全
資料：
我們的僱員享有住院和門診計劃，他們可以透過公司內聯網和服務商電話熱線獲取
有關計劃的資料。
403-6

工作者健康促進

受僱一年或以上的女性僱員均具備資格參加年度有申索上限的婦科檢查。同時，年
滿 45 歲或以上並受僱滿一年或以上的僱員亦合資格參加兩年一度的身體檢查。 其他
不符合要求的僱員亦可以優惠價格參加身體檢查計劃。
我們每年為已登記的僱員在四個辦公室地點和指定診所安排注射四價疫苗。
同時，我們亦在工作場所為以母乳餵哺的母親設置哺乳室。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健康與安全
資料：
我們採用企業風險管理體制來應對最高企業風險，而健康和安全是企業風險之一。
我們的企業風險管理體制包括針對風險的詳細緩解措施。

403-7

預防和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
聯之職業安全衛生的衝擊

為防止對職業健康和安全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採取了以下行動：
• 制定並實施安全管理系統審核計劃和安全推廣計劃；
• 通過實施和更新相應指南、標準和指示，並定期進行合規審查，以遵守健康及
安全法例；
• 告知僱員與其職責有關的現有和在發展中的法律和其他責任；
• 聘請外部審核員進行安全管理系統審核，以保持其專業和獨立性；
• 確保承辦商的僱員得到適當的安全指示和培訓，並獲得足夠的安全資訊和個人
防護裝備；
• 為有需要在我們的設施上或其附近地方工作的承辦商實施合資格人士系統；
• 與承辦商、勞工處及其他安全組織定期舉辦安全分享會，以提升僱員和承辦商
工人的健康和安全意識；
• 透過識別物料和編制選擇物料的指南，以消除因物料問題所造成的危害；
• 在早期的設計過程和工作程序中， 或引入新的設備和工具時進行危機識別和風
險評估 ；
• 當得悉有存在危險時，複查現有的物質、材料、工作過程或設備。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健康與安全

403-8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所涵蓋之
工作者

資料：
《公司健康及安全手冊》適用於港燈的所有科及部門，並界定了我們的健康及安全
管理系統。我們的安全管理系統均符合 ISO 45001 國際標準，其範圍涵蓋港燈所有
主要營運業務。
而所有僱員及承辦商的有關人員均有代表列席有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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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資料：
有關涉及港燈顧員的相關統計數字：
死亡宗數
損失工時工傷數字
損失工時工傷發生率
（每 20 萬個僱員時數）
損失/缺勤的天數
（僱員天數）
損失工時工傷嚴重率
（每 20 萬個僱員時數）
最長的無損失工時工傷的天數
（日曆天數）
通報的交通事故宗數
（個案數目）
嚴重的職業傷害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
（每 20 萬個僱員時數）
職業傷害的主要類型
僱員時數
403-9

職業傷害

男

女

整體

0
1

0
2

0
3

0.07

0.58

0.17

107

241

348

7.35

69.33

19.35

321

210

165

7

0

7

1
0.06
管道工程、修補工程、被移動或掉落的
物體碰撞、滑倒、在同一水平線上絆倒
和跌倒
3,591,261

有關涉及港燈工程的承辦商的相關統計數字：
死亡宗數
損失工時工傷數字
損失工時工傷發生率
（每 20 萬個承辦商時數）
損失/缺勤的天數
（承辦商天數）
損失工時工傷嚴重率
（每 20 萬個承辦商時數）
嚴重的職業傷害
嚴重的職業傷害比率
（每 20 萬個承辦商時數）
職業傷害的主要類型
承辦商時數

0
6
0.28
285
13.17
1
0.05
交通意外、與製冷/空調/通
風（電氣控制）/消防鉗工
有關的意外
4,326,612

備註：
1. 不會導致損失工作天的輕微工傷事故不會計算在內。
2. 「天」 指 「工作天」。
3. 如損失工時工傷的受傷日期延續至該年度的結算日(12 月 31 日) 之後 ，該工傷的
損失工時日數將會根據醫學估算的最終工傷日數計入該年度的損失工時日數。
4. 嚴重的職業傷害是指因職業傷害而導致死亡、或導致工作者無法、難以於六個月
內恢復至受傷前健康狀態的傷害
5. 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403-10

職業病

資料：
沒有僱員從事容易引致職業病或具有高職業病風險的工作。
在 2020 年，我們僱員的病假比率為 3.4。(註﹕病假比率是指僱員因生病而導致僱員
缺勤的總天數 x 2,000 對比總僱員時數的比率。因工作相關的意外導致的病假並不計
算在內。) 在 2020 年並沒有職業病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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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4 (2016 版)： 培訓與進修
網站：我們的團隊及信念；培訓及發展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 培育專才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培育專才 – 提供發展機會
資料：
性別組別

男

404-1

每名僱員每年接受培訓的平均時
數

整體平均受訓時數

高級職員

15.9

職員

19.1

19.2

平均受訓
時數
女

僱員類別

17.9

12.2

員工
7.8
總受訓時
~32,980
數
備註：
以上的僱員受訓時數並不包括在 2020 年已離職的僱員。
已離職的僱員的總受訓時數 = ~550
至 2020 年底，在職僱員在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總培訓時數約為 11,840，共有 58.5%的
在職僱員曾參加健康和安全培訓。

404-2

404-3

有關提升僱員技能及就調職提供
協助的計劃

接受定期表現及事業發展檢討的
僱員的百分比

網站：培訓及發展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培育專才 – 提供發展機會

資料：
100%

GRI 405 (2016 版)：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建立緊密關係
405-1

管治組織和僱員的多元性

年報：董事局及管理團隊；合併企業管治報告
INFO:
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項目 102-8。

405-2

男女基本薪金和報酬比率

資料：
高級職員：93%
職員：85%
員工：60%
整體：81%
備註：我們在香港營運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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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06 (2016 版)： 反歧視

406-1

歧視事件以及機構採取的糾正行
動

資料：
沒有歧視個案。

GRI 408 (2016 版)： 童工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408-1

具有嚴重利用童工風險的營運地
點和供應商

資料：
人力資源科負責所有招聘事宜，並會核對僱員的年齡，以確保遵守僱傭條例。此
外，我們並沒有發現具有明顯𦖛用童工風險的業務營運。
我們在處理申請加入「認可投標者名冊」時，會以《供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
表現的準則之一。在 2020 年，我們共處理了 6 個新供應商的有關申請和 18 個現有
供應商的評核，當中並沒有發現具有明顯𦖛用童工風險的供應商。

GRI 409 (2016 版)： 強迫與強制勞動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409-1

具有嚴重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
險的營運地點和供應商

資料：
沒有發現具有明顯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業務營運。
我們在處理申請加入「認可投標者名冊」時，會以《供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
表現的準則之一。在 2020 年，我們共處理了 6 個新供應商的有關申請和 18 個現有
供應商的評核，當中並沒有發現具有明顯強迫或強制勞動事件風險的供應商。

GRI 410 (2016 版)：保全實務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可靠和價格相
宜的電力供應；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供應鏈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410-1

保全人員接受人權政策或程序訓
練

INFO:
根據我們有關工作場所保安管理系統的手冊，我們必須為消防和保安人員提供有關
人權、個人隱私數據等方面的培訓。
我們的《供應商守則》亦包括人權方面的標準。

GRI 411 (2016 版)：原住民權利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411-1

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事件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資料：
沒有涉及侵害原住民權利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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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412 (2016 版)： 人權評估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發展管治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我們尊重人權，並支持世界人權宣言。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412-1

已接受人權審查或影響評估的營
運地點

資料：
我們的 13 個業務單位已全部接受人權審查或影響評估。

GRI 413 (2016 版)： 本地社區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球資源
– 管理方針；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主要統計數字
和目標 – 2020 年的達標狀況、展望未來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我們的公共事務部與若干業務單位進行年度會議，檢視有關與持份者溝通的工作。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413-1

進行社區參與、社會影響評估及
社區發展計劃的營運地點

資料：
我們將可持續發展的元素融入業務運作中，而有關詳情亦已在本報告的各個章節匯
報。

413-2

對本地社區具有重大實質和潛在
負面影響的營運地點

資料：
由於我們將有效的可持續發展措施融入業務運作中，所以沒有對本地社區具有重大
實質或潛在負面影響的業務營運。我們亦已在本報告匯報有關措施。

EU22

按項目種類劃分、失去住所或生
計的人士的數目及賠償

資料：
沒有項目導致市民失去住所或生計，亦不涉及賠償。

GRI 414 (2016 版)： 供應商社會評估

414-1

使用社會影響標準篩選的新供應
商

資料：
在披露項目 414-2 中提及的所有新供應商。

報告：關顧合作團隊 – 管理供應鏈
414-2

供應鏈對社會的負面影響，以及
採取的措施

資料：
我們在處理申請加入「認可投標者名冊」時，會以《供應商守則》作為衡量供應商
表現的準則之一。在 2020 年，我們共處理了 6 個新供應商有關申請和 18 個現有供
應商的評核，當中並沒有發現對社會有重大實質或潛在負面影響的供應商。

GRI 416 (2016 版)： 顧客健康與安全

416-1

接受健康與安全影響評估的產品
和服務類別

資料：
我們主要的產品和服務均已接受健康與安全影響評估。

416-2

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健康與安全
影響的法規的事件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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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25

涉及公司資產的公眾傷亡人數，
包括法律裁決、調解及法庭待決
的疾病個案

資料：
沒有輕微受傷個案。

GRI 417 (2016 版)：行銷溝通和標籤
網站：品質政策； 供電則例；接駁電力供應指南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報告：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
務
417-1

產品和服務訊息與標籤的要求

417-2

違反有關產品和服務訊息與標籤
的法規的事件

資料：
我們的產品為電力，所以這個項目所陳述的市場推廣與港燈沒有重大關係，而報告
內的所有章節及其他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項目已涵蓋營運的可持續發展議題。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GRI 418 (2016 版)： 顧客私隱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共享地球資源 – 管理方針； 盡心
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保護個人資料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資料：
我們更新了集團個人資料私隱政策，並推行私隱管理計劃，我們的客戶個人資料主
任負責執行私隱管理計劃以保障個人資料。另外，我們更設有預防資料外洩的防護
系統，防止任何個人資料（包括客戶資料）的洩漏。
為了保障個人資料（私隱），我們已公佈了私隱政策聲明，以確保在處理個人資料
時，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規定。我們的有關政策符合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對直接營銷所列明的監管要求。
此外，我們亦制定了有關處理客戶個人資料的指引 。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418-1

經證實的侵犯客戶私隱權及遺失
客戶資料的投訴

資料：
沒有經證實的侵犯客戶私隱權或遺失客戶資料的投訴個案。

GRI 419 (2016 版)： 社會經濟合規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經營可持續業務 – 可持續長
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關顧
合作團隊 – 管理方針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419-1

違反社會及經濟方面的法律法規

報告：經營可持續業務 – 企業管治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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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災難／緊急應變與計劃
報告：集團業務與可持續發展方針 – 可持續發展管治、可持續發展目標；經營可持
續業務 – 可持續長遠發展、企業管治實務、可持續發展風險與機遇；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 – 應變準備
資料：
我們制定危機管理計劃，以協助處理可能會對港燈各部門造成長期影響的突發事
故。計劃覆蓋所有科系/部門。為保障港燈的利益及盡快從危機中回復正常秩序，董
事總經理可因應情況，指示成立危機管理小組。
所有科系/部門亦各自制定了危機應變指引及緊急應變計劃，確保在緊急情況下，仍
能維持業務運作。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以及說明應變措施、災難／緊急事故管理計
劃及培訓計劃，以及復原／修復計劃)

危機管理計劃會按需要進行檢視及修訂。我們每年會進行演習以測試危機管理計劃
的有效性。2019 年的演習因應新燃氣機組 L10 的繁忙裝勘和調試工程而延期至 2020
年，是次演習已於 2020 年 11 月進行。
我們已制定緊急應變計劃，以處理電力中斷及其他重大事故。
重大事故包括：
• 地震
• 能源管理系統/配電管理系統故障或系統控制中心不能運作
• 系統控制中心及遙距系統控制中心都不能使用
• 系統全網停電
• 發電設施大規模損壞
• 輸電設施大規模損壞
我們定期進行演習，以確保計劃和程序周密及行之有效。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議題： 電網覆蓋
網站：電費優惠計劃；關愛服務；智惜用電關懷基金；紓緩措施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以及說明維持或改善供電範圍及客戶支援服
務的計劃，包括與政府合作的計劃)

報告：盡心服務香港 – 管理方針；盡心服務香港 – 可靠和價格相宜的電力供應 – 紓
緩經濟壓力；盡心服務香港 – 智惜用電服務
資料：
我們為普遍已城市化的港島區和南丫島供應電力，而供電網絡亦已覆蓋這些地區。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在許可供電或服務範圍內未獲服
務的人口百分比

資料：
0%

EU27

按斷電時間及規管機制劃分，住
宅用戶因沒有繳費而遭中斷服務
的數目

資料：
在客戶因逾期未繳納電費而被中斷服務之前，我們會通知有關客戶，並給予其充分
的時間去繳交所欠的電費。與客戶總數 583,000 相比，此類用戶只是少數。在 2020
年有 497 個住宅用戶（佔總數的 0.1%）因逾期未繳納電費而被中斷服務。我們亦接
納了 1,128 個住宅客戶延期交費的申請。根據我們的服務承諾，電力供應會在收妥電
費當天恢復。此外，我們還為客戶提供能源效益諮詢服務和悉心聆聽他們的意見，
盡力為其解決有關繳交電費的問題。

EU28

停電頻次

資料：
SAIFI = 0.043

EU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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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29

平均停電時間

EU30

按能源種類及規管機制劃分的平
均電廠應用率

資料：
SAIDI = 0.005

報告：主要統計數字和目標 – 統計數字概要
資料：
電廠燃氣機組及燃煤和燃油機組的可用率分別為 88.2%及 90.1%。

議題： 訊息提供
網站： 關愛服務；智惜用電關懷基金
GRI 103 (2016 版)： 管理方法
報告：盡心服務香港 – 貼心的客戶服務 – 卓越服務；盡心服務香港 – 智惜用電服
(以及說明就語言、文化差異、低識字率及殘
務；關顧合作團隊 – 健康與安全 – 應變準備
疾等障礙推行的措施，以確保用戶能安全地使
用電力及享用客戶支援服務)
資料：
關於議題邊界的界定，請參閱一般標準披露的 102-46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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