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持續發展
不斷培育

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5



目錄 2015年摘要 關於本報告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集團概覽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發展
管理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業務夥伴 社區 表現數據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健康及安全

22

16
環境

27
僱員

36
社區

業務夥伴

3303
2015年摘要

04
關於本報告

06
行政總裁的話

08
港機集團概覽

41
表現數據

47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57
核實聲明

11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 
發展管理

2
港機集團 
2015年 
可持續發展報告



目錄 2015年摘要 關於本報告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集團概覽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發展
管理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業務夥伴 社區 表現數據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2015年摘要

損失工時受傷率

健康及安全

10.5%

生產

1,200
兆瓦時

環境 

的可再生能源

880,700

僱員

提供超過

小時培訓

捐贈港幣

作慈善用途 

320 萬元

社區

業務夥伴

高風險集團供應商 

調查首 2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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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持續發展報告回顧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度各項主要可持續發展活動的成果。本報告旨在總結自

上一個報告周期以來我們所取得的進展和面對的挑戰。

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的範圍

港機集團認為可持續發展旨在平衡經濟、社會

發展與保護環境的需要，並以下列各範疇的表

現來量度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長遠承擔。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社區、

	業務夥伴。

本報告所涵蓋的公司為港機集團旗下的主要成

員，集團持有這些公司的主要股份。我們考慮到

這些公司的規模較大，對環境及社會有可能造成

較大的影響，因此需要匯報其可持續發展表現。

該等公司包括：

	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港機（香港）」）、

	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廈門太古」）、

	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有限公司（「廈門太古發動

機服務」）、

	廈門太古起落架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港機起落架服務」）、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

	晉江太古勢必銳複合材料有限公司	

（「港機勢必銳」）及

	 HAECO	USA	Holdings,	Inc.	（「港機（美洲）」。

本報告未涵蓋的業務包括其他持股率較低、規模

較小的公司及初創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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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評級

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再度躋身由「碳排放披露項

目」（CDP）評選的「亞洲（日本除外）氣候披露領

袖指數」（CDLI）。能夠獲此認可，顯示集團於氣候

變化資料披露方面的表現，是向CDP提供資料的

公司中排行首百分之十。此外，港機集團亦積極監

察財經界廣泛使用的彭博股票數據庫，以了解港機

集團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評分。港機集團於

二零一五年的評分為45.87，在香港工業界別的上

市公司中，名列首三位。

我們按照港機可持續發展政策的要求，並根據各

可持續發展議題對集團業務的影響而編製此報

告。整份報告的內容均通過由集團機身服務董事

主持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審核。2015年度報告

的範疇擴闊至涵蓋港機（美洲）的天然氣消耗

項目。

報告準則及認證

本報告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

發展報告指南》G4指引中「核心選項」及香港交

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發佈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而編寫。

本報告由香港品質保證局（HKQAA）按照國際核

證聘用準則（ISAE）3000進行驗證。

載列集團之政策及

管理程序；

概述集團營運對經濟、

社區及環境的影響；及

概述集團所關注的領域、

新措施、過往表現及未來

計劃。

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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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一直秉持負責任的態度和創新的思維來營運各個可持續發

展範疇。我們持續改進處理有關僱員、營運表現和環保方面的方

針，並藉著培育人才、管理對環境的影響，以及與我們營運所在的

社區培育良好的關係，竭力成為飛機工程及維修方案的最優秀服務

供應商。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以安全為先，為了持續加強安全管理體系以及培育積極的安全文化，我們

統一了風險管理體系及程序並落實多項提升安全意識計劃。集團二零一五年的

損失工時受傷率較二零一四年下降百分之十點五。

以僱員為本是港機集團成功的基本因素。因此我們按照港機的發展策略，致力

於培育人才，提供培訓和晉升機會予合適員工。我們參與不同的招聘會、就業

論壇、招募活動及展覽會，藉以招攬對飛機維修感興趣的人士。港機集團旗下

公司撥款改善員工康樂設施，並探討利用網上系統進行員工培訓的機會。為配

合人才發展策略，我們將繼續致力為員工提供專業培訓及事業發展機會。

保護環境和緩解氣候變化是港機集團旗下所有公司共同肩負的責任。集團深明

必須減少營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於二零一五年，我們制定了二零二零年環保

策略，目標是將電力消耗強度減少百分之十。我們亦投資於高效能設備及使用

再生能源，藉以減低碳排放的強度。港機集團旗下公司正在探討安裝智能建築

物管理系統的可行性並進行定期能源審查，以了解能源使用情況和尋求節能減

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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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致力與其營運所在的社區維持穩固的關係。於二零一五年，集團向不同社

區、慈善活動及慈善團體合共捐出三百二十萬港元善款，超過七百名義工付出

四千小時支持慈善活動。

集團優先選用那些與我們可持續發展標準一致的供應商。我們邀請供應商基於

集團的供應商行為守則展示他們在符合法規、確保營運安全、環保及保障員工

福祉等各方面的努力成果。主要供應商更應邀參加每年一度的自我評估調查。

此外，港機於二零一五年開展了「可持續發展風險評估」以識別須要作進一步

審查的供應商。	
行政總裁

鄧健榮

二零一六年十月

港機同時積極與業務夥伴合作，探討推動可持續發展改善措施的機會，並為集

團業務尋求其他選擇。港機集團是太古供應鏈可持續發展工作小組其中一員，

協助促進太古集團旗下公司實踐可持續發展採購模式。

儘管港機集團二零一六年的業務前景充滿挑戰，但我們依然竭盡所能，確保我

們旗下公司繼續以可持續發展的方向經營業務。港機亦會繼往開來，秉承品牌

的理念，為全球的航空公司創造價值和提供最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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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堡*

華盛頓特區

瓦勒伯格市
亞特蘭大市

紐華克市

吉普瑟姆市

波士頓市奧斯科達市
明尼阿波利斯市

紐約市
白原市

梅肯市

奧馬哈市
丹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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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雅圖市塔科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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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弗里特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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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克城
桑福德市

奧蘭多市

巴拿馬市

麥爾茲堡市

格林斯伯勒市

濟南

天津

北京

上海浦東
上海虹橋

南京

新加坡

晉江

成都
鄭州

重慶

香港

廈門

機身服務
外勤服務
客艙設計整裝方案
部件服務
引擎服務

* 銷售及客戶支援 

歐洲 亞洲 美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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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於一九五零年成立，是全球規模最大、最

具世界領導地位的飛機維修及工程集團之一。集團

總部設於香港，旗下共有十九家附屬及合資公司，

遍布世界各地。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集團擁有超過一萬六千名員工，為集團提供全

面服務，包括機身維修、外勤服務、部件服務、引

擎服務、航材技術管理、機隊技術管理、機艙整裝

及內部產品、私人飛機設計整裝方案、客機改	裝

貨機、零件生產及技術培訓。隨著港機（美洲）於

二零一四年成為港機大家庭的一份子，我們業務的

港機集團概覽
實力更為雄厚全面，而營運據點更由亞太區擴展至

美國。港機集團竭誠為航空公司提供專業一站式服

務及解決方案，以支援飛機的整個生命週期。

港機集團旗下公司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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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集團的宗旨是致力為每一位尊貴客戶提供全方

位支援服務，確保客戶機隊保持一貫的卓越質量，

服務高效可靠。我們竭力成為航空公司客戶首選的

飛機維修及大修服務供應商，於是不斷提升服務能

力及擴展服務範圍，以配合新一代飛機及航空業的

轉變，與時並進。港機集團具規模的營運模式有助

集團多方面控制成本，從而惠及客戶，為他們提供

物有所值的服務。

港機擁有逾六十年歷史，與客戶建立了互信持久的

關係。我們的團隊憑著超卓專業的技術及以客為本

的精神，在營運上精益求精，為客戶提供遠高於他

們期望的服務質素。

港機在香港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0044），網址

為www.haeco.com。

港機的策略

港機致力令股東價值可長遠持續增長。為實現目

標，我們不斷擴大服務範圍；提升專業技術及服務

質量；聘用對港機有長遠承擔的員工，並為他們提

供符合港機策略目標的培訓；以及建立及加強與飛

機設備製造商的策略關係。

港機的所有策略及措施均建基於我們的願景、使命

和核心價值。

我們的使命

我們深信提供超越客戶期望的飛機工程和

維修方案，可讓旅客享有舒適安全的飛行

旅程。

我們的願景

我們銳意成為飛機工程和維修方案的優質

服務供應商，以專業的技術、精益求精的

精神及履行承諾的決心稱著。

我們的核心價值

	積極進取的精神

	卓越技術

	創新服務

	精益求精

	忠誠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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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集團，全方位服務

機身服務

港機集團在亞洲及美國提供機身維

修、客艙改裝、結構改裝及客機改

裝貨機，以及外勤服務，包括過境

檢查和核證、故障排除、客艙管

理、停機坪服務及全年無休的飛機

故障支援。

客艙設計整裝方案

我們為商用飛機及私人飛機提供全

方位客艙整裝方案，包括設計工

程、認證及供應商管理。集團是授

權的飛機桌椅及客艙內部產品原始

設備製造商。

部件服務

集團為空中巴士及波音商用機隊的

液壓、機械、航電及氣動系統提供

部件及大修服務，以及透過集團旗

下附屬公司及合資設施提供輪轂及

掣動片、輪胎、航空部件、起落架

及輔助動力裝置的維修及大修服務。

引擎服務

港機在香港營運世界級設施，為羅

爾斯 •羅伊斯RB-211型引擎及遄

達引擎進行修理、大修及測試；在

中國內地廈門營運一所GE航空認

可的GE-90型引擎設施；以及於美

國密西根州奧斯科達市營運一所惠

普 JT8D型引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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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局負責領導及監控集團如何營運業務，平衡

集團業務夥伴及其他各方的利益，港機的策略目

標，是為股東帶來最大的回報。董事局包括主

席、四名常務董事及六名非常務董事。主席及行

政總裁職能分明，分別由兩位人士擔任，前者管

理董事局，後者管理業務營運，以確保各司其

職。更多有關港機集團的企業管治資料，請參閱

集團二零一五年報告書中的企業管治章節（第

二十八至二十九頁）。

企業管治與	
可持續發展管理

可持續發展政策

港機集團採取太古的可持續發展政策。我們致力減

低營運及發展業務時對環境所造成的影響。我們照

顧員工的福祉，亦務求與業務所在的社區保持良好

關係。作為企業公民，我們積極建立及維持完善的

企業管治常規，力求卓越，確保以高商業道德標準

營運業務。此外，我們亦致力於環境、健康及安

全、員工、業務夥伴和社區這五大領域內產生正面

或中性影響。在全面的可持續發展政策下，集團針

對這些領域內的特定議題制定了具體政策或行為守

則。有關的指引及原則規範集團內各公司應如何貫

徹可持續發展政策。

可持續發展政策由環境、社會及管治政策及行為

守則組成，監管個別的可持續發展領域。

可持續發展 
政策

環境政策

供應商 
行為守則

平等僱用機會 
政策

企業行為 
守則

健康及安全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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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通過規劃業務、定立目標、分析數據、審核、實

施糾正和預防措施以及檢討管理模式，持續改善

公司的整體表現、效率及成效；

	加強管理層和員工之間就可持續發展事宜的內部

溝通，並增進員工對可持續發展的認識；以及

	確保提供合適的資源。

風險管理

董事局與管理團隊負責查找達成業務目標的潛在風

險，從而制定應對及緩解方案。集團已成立企業風

險管理委員會，持續評估有關風險的影響及實行中

的緩解方案之成效。委員會內部架構清晰明確，按

照需求決定如何分配行常制定、編寫及實施適當工

序的職責，監控風險。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重組集團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成員來自每間營運公司的管理層代表。主席一

職由集團機身服務董事擔任。委員會每季舉行一次

會議，檢討集團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和具體的應對

措施。

該委員會的職能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範圍：

	確保制定、實施及維持可持續發展項目的要求；

	檢討可持續發展管理體系，確保體系能持續施

行、合適、充分及具成效；

	制定及檢討重要的可持續發展議題、要求、目標

及管理方案；

港機是太古的附屬公司，須就可持續發展管理事務

向公司的最高管理架構	–	太古公司董事局匯報，董

事局則透過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監督可持續發展事

項。該委員會由企業發展及財務董事、常務董事，

以及領導和營運部門的行政主管所組成，主席一職

由企業發展及財務董事擔任。該委員會監察多個委

員會及工作小組，功能涵蓋可持續發展、環保事務

最佳常規、健康及安全、能源及企業風險管理、人

力資源以及供應鏈等。	所有委員會及工作小組均

積極與各界專才交流，探討和研究各可持續發展範

疇。更多有關太古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和功能委員

會／小組的風險管理工作詳情，請參閱太古公司

二零一五報告書第一百零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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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審核

港機集團對可持續發展管理進行內部審核。透過由

太古集團內部審核部及可持續發展事務部設計的問

卷進行自我評估。港機集團轄下公司每年均須完成

一次自我評估，匯報可持續發展管理策略的進度。

更多有關內部審核部的功能及職責詳情，請參閱港

機二零一五年報告書第三十八頁。

港機及太古公司

風險管理架構 

持份者參與

港機集團深明聆聽持份者的聲音和意見尤其重要。

因此，集團邀請持份者參與制定業務策略及了解他

們期望的報告方式和關注的內容。持份者的重要性

取決於集團業務對他們的影響，以及其對集團業務

的影響。我們透過不同形式的持份者參與活動，包

括對話、會議面談、填寫問卷及專題小組討論等，

有計劃及有系統地收集意見。我們於二零一四年舉

行了一次以所有持份者為對象的全面調查，以了解

他們對港機就未來一年發展的期望。有關調查將定

期舉行，藉以讓持份者知悉我們的進展，並有助了

解他們新的期望。

太古公司董事局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 法律

人力資源

𨹦險

健康及安全 資訊科技

能源 環境
供應鏈的
可持續發展

中國健康及安全 企業風險管理

功能委員會

工作小組

港機集團
可持續發展
委員會

經理及專業
人員

港機集團董事

港機集團
行政總裁

內部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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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策略

集團在決定各可持續發展主要範疇的優先次序時，

會從兩個層面考慮：i）項目的風險水平和對業務造

成的影響	ii）項目對持份者的重要性和作用。以營

運為例，優先次序取決於議題發生的可能性及對公

司持續營運的潛在影響。至於持份者方面，我們根

據他們對議題的關注度以及相關潛在影響來決定優

先次序。

為了訂立發展重點，我們按GRI	G4的指引進行了

一次全面調查，對象為一百名持份者，當中包括集

團的管理團隊、各個員工協會、政府部門、供應

商、客戶、學術專家及社區人士。該次調查讓我們

更深入了解持份者的期望及制定集團未來的可持續

發展策略（該做法將進行定期檢討）。本報告將涵蓋

最受關注的重點議題。

股東周年大會及通告

定期出版公司刊物，包括年報、

財務報表、公告

電子通訊及網站

直接溝通

定期審計及檢查

月度報告

特設工作組會議

不時調查個案

定期就監管事宜舉行會議

保持緊密及持續對話

透過工作小組會議檢討營運表現

租戶合約

股東／投資者 航空管理局 機場管理局 

客戶

工作諮詢委員會及職員協會會議 

內部通訊（港機新聞）及內聯網

員工調查

員工福利會活動

調查供應商對企業社會責任守則的執行情況

現場檢查或按需要進行第三方審計 

按需要舉行會議

新供應商問卷調查

客戶代表處

定期報告

聯絡會議

電子通訊及網站

僱員 供應商

港機的主要持份者組別以及其參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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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重點調查

對
外
部
持
份
者
的
重
要
程
度

對內部持份者的重要程度底

高

高

遵守法規

職業健康及安全

員工／管理層關係

培訓

就業
廢水及廢物

客戶健康及安全

防止貪污

人權及反歧視

多樣化及平等機會

能源

經濟表現
客戶私隱
氣體排放

物料

水資源

申訴機制

採購方法

間接經濟影響

結社自由及集體談判

本地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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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

1,200
兆瓦時

生產

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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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機深明妥善管理我們對環境的影響尤其重要。
因此，集團透過創新科技及投資管理，提升 
設備效能，又與業務夥伴緊密合作，致力提升 

營運效率，減少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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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五進度更新

目標 進度 備註／意見

審視廈門太古及香港航空

發動機維修服務的節能計

劃和目標。

已完成 廈門太古、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及港機（香港）	

於二零一五年進能源審核，以確立各項能源管理的機會。

鼓勵減少廢物。 進行中 港機集團將繼續鼓勵減廢及循環再用。港機（香港）	

於二零一五年發起制服升級再造計劃，旨在將舊制服縫

製成購物袋、筆袋及其他有用物品。

加強碳補償政策。 已完成 港機集團鼓勵補償由乘客及商用汽車衍生的二氧化碳量。

於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

務進行減少廚餘計劃。

已完成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參加香港政府成立的「廚餘循環

再造合作計劃」，以提高員工對減少製造廚餘的意識。

二零一六改善計劃

主要改善計劃

	 以二零一五年的數據為基線，電力消耗強度

於二零二零年減少百分之十。

	 於各設施引進智能化建築物能源管理系統，

藉以量度、控制及減少能源消耗，並促進主

動設備維修。	

	 於中國內地引進環境管理體系，藉以管理所

有環境風險及推動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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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二零一五年度報告的範疇擴濶至涵蓋港機（美洲）的天然氣消耗項目

能源消耗而產生的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能源消耗*

氣候變化及能源管理

我們相信氣候變化對公司的營運構成一定的風

險。有見及此，我們透過CDP披露碳足跡資料並

與業務夥伴通力合作，致力減少排放。

港機於二零一五年因能源消耗而產生的總溫室氣體

排放量為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三公噸二氧化碳當

量，較二零一四年上升百分之四十一。該升幅主要

歸因於納入港機（美洲）的排放數據。我們以每工

時消耗的能源來計算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而二零

一五年的排放量相等於八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九

（千兆焦耳）的能源消耗，耗能強度為每工時

二十四點一四兆焦耳。基於以上原因及工時的	

減少，令耗能強度上升了百分之九。

2015*2011 2012 2013 2014
0

20K

40K

80K

100K

120K

140K

160K

180K

60K

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千克二氧化碳當量／
總工時

二氧化碳當量
（公噸）

2015*2011 2012 2013 2014
0

200K

400K

800K

1,000K

600K

5.0

0

10.0

15.0

20.0

25.0

兆焦耳／
工時千兆焦耳

港機集團的碳足跡

54%
電力

8%
用於引擎測試的
航空燃料

31%
其他

7%
汽車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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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Waste

30%

ISO50001

ISO14001

於辦公室範圍的
能源消耗

認證
二零二零年
電力消耗強度

認證

10%

電力消耗佔我們碳排放達百分之五十四。為有效減

少排放，我們多年來不斷投資及採用最新的高效節

能設備及系統。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節省了超過

二千兆瓦時耗電量。港機（香港）為了加強其工程

及行政方面的規管，採取了一連串措施，例如安裝

高效節能照明；辦公室設置溫度計以監察室溫；	

以及提高員工的節能意識。廈門太古在其空調系統

推行了一項試驗計劃，利用Synergy製冷劑取代

R22製冷劑。Synergy製冷劑是一種碳化氫製冷

劑，其全球暖化潛能值（GWP）低，因此更為環

保。採用此製冷劑預計每年會節省大約二百五十兆

廈門太古採用Synergy製冷劑

瓦時的能源。為了進一步節省能源，廈門太古於其

中兩個設施以水冷式空調系統替代風冷式中央空調

機組。

港機集團其他節能項目包括：	

	 港機勢必銳為空氣壓縮系統安裝變頻器，並

更換了不合適的壓縮空氣管氣動接頭

	 香港航空發動維修服務加強對中央冷卻系統

的自動控制及監察，並重新劃分空調及照明

區域

為了再接再厲推動節約能源，我們以二零一五年的

數據為基線制定了電力消耗強度目標，到二零二零

年減少百分之十。	我們亦已要求集團旗下公司在

辦公室範圍減少能源消耗，目標是較他們預定的基

線減少百分之三十。我們秉持不斷改進的理念，所

有公司必須每五年進行一次能源審核，致力尋求能

源管理機會，並於二零二零年或以前引進 ISO	

14001	及	ISO50001	標準，以管理業務對環境造

成的影響。

二零二零年環保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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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

港機集團的目標是於日常營運中使用可再生能源。

二零一五年，安裝於廈門太古建築物的太陽能發電

板生產了大約一千二百兆瓦時的電力。而港機（香

港）將繼續在其總部、流動規劃辦公室及飛機擋風

玻璃工作台採用太陽能發電板作為節能設施。

水資源管理

我們藉著優化日常營運不斷致力減少耗水量，	例如

引入專業機器進行飛機清洗及其他清潔工作。港機

（香港）為了將耗水量減至最低，實行收集雨水作

沖廁用途，並在洗手間安裝雙掣式沖廁水箱及自動

水龍頭以節約用水。港機（香港）及香港航空發動

機維修服務均已安裝水龍頭節水器，可減少耗水量

達百分之四十。港機（美洲）亦在洗手盆、座厠和

小便厠安裝感應式節水器。在廈門，我們循環使用

經過處理的廢水作沖厠及清洗設備用途。實施上述

措施後，整個集團於二零一五年的耗水強度比二零

一四年下降百分之一點九。

港機起落架服務的廢水處理系統

港機集團的耗水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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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經處理程序的廢水在排放至環境前必須達至或

超過法例規定。廈門太古購買實時重金屬監察器及

手提重金屬探測器，用作檢測所有排放前的廢水。

此外，港機起落架服務設置污水處理廠，以應付日

益增長的電鍍工序需求。港機集團亦鼓勵廢水循環

使用。廈門太古使用經處理的廢水作灌溉、車輛清

洗、沖廁，以及在夏季沖洗停機坪以達至降溫效

果。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則使用經處理的水作沖廁

及綠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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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廢物管理

為盡量減少營運時所產生的廢物量，我們採用了廢

物源頭分類法，並盡可能將有用物料回收再用。於

二零一五年，棄置的廢物合共四千四百四十八公

噸，回收率為百分之十四。

港機（香港）外勤服務部門最近採用平板電腦及智

能電話以減少用紙。這行業一直以來的特點是工序

勞工密集、文件繁瑣冗長，此舉標誌著一大躍進。

港機（香港）除了利用先進硬件，亦開發應用程

式，為其外勤服務員工提供實時工作資訊，讓他們

透過手提設備獲得最新的航機資料、維修項目詳

情、工具借用情況、機場天氣等訊息。港機	

（香港）現正與多位客戶合作研究，希望透過系

統整合免除使用紙張，以及在日常營運中避免

重複輸入數據。

港機邁向無紙化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推行廢物回收再用計劃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參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成立的「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以提高員

工對減少製造廚餘的意識。項目完成後，香港航

空發動機維修服務與一間本地廚餘回收商合作，

將廚餘轉化為魚糧及動物飼料。港機（香港）繼續

與香港機場管理局合作將廚餘循環再造。

26%
廚餘回收

22%
金屬回收

13%
塑膠回收

39%
紙張回收

嘉許及獎項

港機（香港）於二零一五年榮獲香港中電「環保節

能機構」嘉許計劃金獎、環境保護委員會「香港環

保卓越計劃」銅獎，以及中國銀行「環保優秀企業」

銀獎。

港機集團的廢物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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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
安全

 損失工時受傷率

10.5%

目錄 2015年摘要 關於本報告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集團概覽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發展
管理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業務夥伴 社區 表現數據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港機事事以安全為先。我們深信所有
受傷事故和職業病都可以預防，並致力實
現「零傷害」的目標。我們視安全為業務不可
或缺的一環，並就安全及健康許下承諾為員工 

提供一個可持續發展、更安全、 
更健康的工作環境。為了貫徹履行這 

承諾，我們實施各項集團健康及安全策略，
並設立可量度目標及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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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二零一五年進度更新

目標 進度 備註／意見

為航空安全及員工安全引入一套整合式

管理系統	

進行中 於香港設立網上報告管理單元，有關功能將會擴

展至其他港機集團公司。

優化風險評估矩陣及職業健康安全管理

體系。

已完成 已重新界定各風險水平的定義，並成為港機集團

旗下公司的劃一標準。

深化港機（香港）員工的安全意外調查

技能水平	。

進行中 已就各調查工具進行評估工作。

二零一六年改善計劃

主要改善計劃

	於廈門及香港的公司取得OHSAS	18001認證。

	進行安全文化調查。	

	於港機（香港）推出職業健康計劃，以預防肌肉

筋骨勞損。

	於廈門繼續發展雲端安全管理體系。

安全管理

港機內部運作的體系、程序和人事之間配合得當，是我們

安全措施的成功關鍵。

安全管理

公司具體計劃

全球網上管理
系統

風險矩陣 
標準化

OHSAS 
18001

安全文化

安全培訓

員工參與

流程

人
事

系
統

系統、流程及人事相互配合的安全管理的

整體結構

23
港機集團 
2015年 
可持續發展報告



目錄 2015年摘要 關於本報告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集團概覽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發展
管理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業務夥伴 社區 表現數據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系統

港機集團計劃將世界級安全管理體系上融入營運之

中，並正在為航空安全及員工安全引進一套整合式

管理系統，以達至持續改進的目標。集團致力推動

並鼓勵參考職業健康安全的國際標準，例如

OHSAS	18001。集團旗下於亞洲的所有公司已訂

立目標，於二零一六年取得這項認證。取得國際認

可標準，有助集團於統一及規範職業健康及安全管

理事宜。

企業及營運的風險矩陣已作出修訂，其將成為集團

旗下所有公司的劃一標準。該系統容許集團公司從

預防和糾正的角度識別及管理風險，統一集團各公

司設定風險緩解措施的標準程序。

流程

我們鼓勵不斷改善工作流程，並稱之為「改善歷

程」。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實施的其中一個名

為「工具使用點」的項目，以減少人手處理大型工

具箱的抬舉風險，並能夠實現更有效的工具管理模

式。廈門太古的工程人員引進了特製的發動機頂部

上落梯架，以解決在發動機頂部工作的種種問題。

港機（香港）於二零一五年推出一項交通安全改善

計劃，藉以預防事故發生，並提升機隊管理效率，

為所有員工推行一連串工程監控措施、行政優化措

施及培訓計劃。此外，港機（香港）編訂駕駛手冊

並為車隊安裝全球定位系統。港機起落架服務已更

新了廠房內的交通標誌。廈門太古繼續舉行道路安

全運動，以防止交通事故發生。

在美國，港機（美洲）和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合

作制定適用於所有港機（美洲）設施的「飛機危險

能源控制」程序，目的是預防飛機的電子、航件、

液壓及氣動部件意外通電而引致的受傷事故。	

該等程序加上飛機特定安全程序和危險標籤，將確

保相關的隱患完全隔離。

人事

港機相信鼓勵僱員參與是預防及控制意外事故的重

要一步。此外，更讓所有員工肩負識別危害的重

任。我們正在研發一個用於流動設備的簡易版面，

讓員工可以報告隱患事宜，並透過一個安全表現指

數量度隱患報告的質量。

於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工場的「工具使用點」實例 港機（美洲）的「飛機危險能源控制」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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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安全文化

安全文化建基於一套價值觀、態度、觀念、能力

及行為模式。港機集團其中一項主要目標是在安

全文化上取得卓越成效。為實現理想，集團將進

行一項調查，以量度旗下公司未來數年的安全文

化成熟程度。港機（香港）現時推行合規文化，

並就若干具嚴重後果的事故實施「零容忍」政

策。二零一六年的計劃是將安全文化的重點由

「要做什麽」轉為「為什麽要做」。公司已安排了

一系列宣傳活動以鼓勵員工改變心態。香港航空

發動機維修服務繼續推行管理層安全巡視計劃，

及鼓勵員工主動報告涉及安全的事宜。廈門太古

設立職安健安全獎勵計劃，藉以激勵員工為安全

港機（香港）的安全推廣活動

工作出一份力。此外，廈門太古舉辦了第三屆維修

技術比賽，以提高員工對職業安全、航空安全及質

量的意識。客戶代表亦獲邀參與。

所有營運公司均已建立各種渠道，包括顯示屏幕、

手機程式、員工通告及定期刊物，提供安全資訊。

安全培訓

我們基於營運需要提供強制性安全培訓，以及各種

提升技能和意識的培訓課程。於二零一五年，廈門

太古邀請其個人防護裝備供應商，於廈門的設施舉

行路演，示範安全使用個人防護裝備，並為相關員

工提供顧問服務及安全培訓。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

服務為其工場員工更新了安全使用化學品的培訓內 於廈門太古舉行個人防護裝備路演

港機勢必銳為訪客印製的安全單張

容。集團於中國內地所有設施均規定高級管理人員

必須接受為期四天的安全培訓。港機勢必銳及港機

起落架服務為訪客編製安全指引及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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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安全表現

集團以損失工時受傷率與損失工作日率作為基準量度其安全表現，即每二十萬

工時的損失工時受傷或損失工作日的數目。該二十萬工時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

總工時。

損失工時受傷統計 (2011 – 2015) 損失工作日率 (2011 – 2015) 

註：損失工時受傷率代表

每年每一百名員工當中因

工傷引致損失工時的人

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失

工時人數乘以二十萬，然

後除以總工時。該二十萬

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

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

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所

計算。

註：損失工作日代表每年

每一百名員工損失的工作

日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

失工作日乘以二十萬，然

後除以總工時。該二十萬

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

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

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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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滿意度及服務責任

為恪守對安全及質量的承諾，我們定期舉行內部及

外部審查，以確保港機的服務符合甚至超越監管機

構和客戶的要求。

港機對所有事故均認真看待。因為若有事故發生，

除涉及修理和保險費用外，亦會影響客戶的滿意或

信賴程度，以及港機在業界的品牌形象。當有不合

規事宜發生，港機會進行深入調查以找出其根本原

因，繼而與和部門合作進行有效的改善措施及跟進

計劃，以免重蹈覆轍。

除了內部審查外，我們亦接受客戶及各航空管理局

對港機集團旗下所有公司進行審查。公司每年進行

的審核數目約七百多次，即每公司每星期進行最少

兩次的審核。審查其間並無任何重大發現。

嘉許及獎項

二零一五年，港機（香港）榮獲「機場安全嘉許計劃」

的預防意外措施獎及優良安全建議獎，並獲頒「職安

健年報大獎」。廈門太古榮獲「市級安全文化建設示

範企業」殊榮。

根據營運監控，我們二零一五年錄得二百三十八宗損失工時受傷事故及

七千一百九十日損失工作日。損失工時受傷率與損失工作日率較二零一四年分

別下降百分之十點五和百分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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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小時培訓

880,700
提供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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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港機集團深明培育員工對其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至為重要。 
我們致力為員工締造一個公平和受尊重的工作環境， 
期望成為他們首選的僱主。我們支持員工，讓他們能夠盡展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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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二零一五年進度更新

目標 進度 備註／意見

向員工推行健康管理計劃。 已完成 已推出的健康管理計劃主要針對患有慢性疾病的員工，為其提供定期特別醫療護

理和相關的健康及醫療資訊。

為在偏遠機場地區工作的員工提供額外交通津貼。 已完成 已安排交通津貼。

檢討並加強上班時間和非上班時間的巴士班次，以方便

員工往來。

進行中 與公共交通公司商討並成功增加更多班次的新路線。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各部門舉行額外團隊合作工作

坊，以加強合作和團隊精神。

已完成

優化傳承計劃、員工發展管理及培訓課程管理的工作流

程及目標。

進行中 推出全新電子管理系統，以優化傳承計劃。第一部份管理系統單元已完成，其餘

兩個管理系統項目將於未來二至三年內實施。

檢討員工事業發展的工作崗位及晉升要求，以培育及挽

留我們的優秀人才。

進行中 港機（香港）正在進行就晉升事宜進行檢討，為員工提供一個更清晰的事業發展途

徑，務求滿足實際營運需要，並將各職位重新歸納入公司的職級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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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二零一六年改善計劃

主要改善計劃

	制定集團內部調職指引。

	港機（香港）推出第一期工作與生活平衡計劃，制定最高工時及	

最少休息時間。

	舉行健康週以提高員工對一般及慢性疾病的認識。

	繼續檢討及改善為員工而設的公共交通服務和選擇。

	於港機（香港）、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及廈門太古優化傳承計劃、

員工發展管理及培訓課程管理的工作流程及目標。

	為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制定員工參與措施。

	於廈門太古推出流動通訊平台，以改善員工管理的效率。

我們的員工

港機於二零一五年在全球擁有超過一萬四千九百名

員工，較二零一四年年底減少百分之三，主要是由

於港機（美洲）及廈門太古出現的流失率較高。我

們大部分的員工於香港及中國內地工作。

港機集團僱員地區分佈

員工人數 百分比

6,786

5,448

2,713

14,947

中國內地

美國

總數

地區

香港

36.4%

18.2%

100%

45.4%

港機集團僱員資料

2014

男性 女性

2015

12,624

12,320
2,723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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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港機（香港）參與職業博覽

招聘與挽留人才

集團參與不同的招聘會、就業論壇、招募活動及展覽會，讓有興趣人士了解集團的情況以及旗下業務的

就業機會。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再次檢討薪酬待遇、晉升機制及人力資源管理文化。港機（香港）亦進行了晉升檢討，

確保員工有一個清晰的事業發展途徑，同時切合實際的營運所需。此外，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為資

深員工及督導人員舉辦工作坊，以協助他們帶動下屬發展事業。

與其單純以等級階梯作為事業晉升的基礎，港機集團相信建立一個「事業網格」能夠為僱員提供更多機

會。港機（香港）推出了一項內部空缺政策，以挽留員工並為他們提供職位技能訓練，同時亦確保公司聘

請到最勝任而合適的人才填補空缺。集團計劃將該政策推展至集團旗下各公司。

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將培訓推展至香港以外地方工作

的主管級和管理層員工。港機	（美洲）利用網上及

課堂形式為所有僱員提供持續培訓。港機（香港）

正在探討設立網上培訓，以輔助有志取考取基本飛

機維修執照的同事。港機（美洲）於二零一五年提

高付還學費福利和認證補助計劃，幫助僱員獲得可

於支援業務的知識和技能。集團繼續為新入職員工

員工發展及技術培訓

我們致力為員工提供培訓，使他們能夠盡展潛能，

當中包括法例要求的所有培訓。我們於二零一五年

提供了八十八萬零七百一十一小時的培訓，相等於

每名僱員培訓時數大約為六十小時，較二零一四年

上升了百分之十二。我們亦為管理人員提供額外培

訓時數。

2014年

小時
52.97

2015年

小時

59.53

每名僱員培訓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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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提供各項的見習計劃，使他們具備成為飛機維修行

業中熟練專業人員的知識及經驗。此外，大學生畢

業計劃的學員輪流到集團不同的業務部門工作。

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與空中巴士公司達成長期協

議，雙方合作為中國內地及東南亞地區客戶提供空

中巴士飛機維修和工程培訓。根據協議條款，港機

集團將採用空中巴士飛機維修標準、動態教學工具

和教學方法，為空中巴士的員工及第三方客戶提供

飛機原始設備製造商的維修培訓。該合作計劃透過

行業領先的科技、多媒體培訓和完善的教材，讓受

訓學員能夠達至頂級能力水平。

此外，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從波音公司購得波音

787夢想客機的先進模擬維修培訓套件。港機集團

是中國首間配備波音787培訓套件的維修、修理及

大修機構（MRO）和飛機維修訓練機構（AMTO）。

購置此套件令港機集團全面取得波音認可，能提供

電腦化的波音787培訓予其員工和第三方客戶，以

及為全球營運該機型的航空公司提供工程及維修支

援服務。

多樣化、平等機會及零歧視

港機集團致力創造零歧視的多樣化工作環境。所有

員工均須了解相關規定，確切遵守適用的法例，而

且決不容忍不合法歧視。我們的企業守則列明公司

期望員工達到的行為準則以及必須遵守防止賄賂守

則。僱員擁有透過既定途徑提出意見／申訴的權

利。我們以恰當、公平及嚴格保密為原則，處理每

一項意見／申訴。

僱員關係、薪酬及福利、工作與生活

平衡

為了加強與同事們之間的溝通，港機（香港）於

二零一五年推出全新內聯網，照顧同事的各種需

要，並且設立了實體員工服務台。

我們鼓勵員工享受健康的工作與生活平衡，這不但

對個別僱員的整體健康和福祉至關重要，而且會對

業務產生正面的成效。我們推行的工作與生活平衡

計劃令同事之間的關係更密切，對工作更勇於承擔

及對公司更有歸屬感。集團旗下各公司舉辦了週年

晚宴、聖誕聯歡會和各種體育活動，務求令員工達

於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的健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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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致工作與生活平衡。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於二零

一五年設立全新的健身室，讓僱員多做運動，強身

健體。

港機（香港）於年內在其自設診所推行健康管理計

劃，為部分患有慢性疾病的員工提供長期藥物。香

港航空發動機服務主辦了第一屆「僱員健康日」，

以增加員工的健康知識，參加人數超過八百人。此

外，我們透過健康講座、互動遊戲及各種體育活動

傳達健康資訊。

集團持續投資於改善員工康樂設施。舉例來說，港

機（香港）已預留每年三百萬港元作為員工康樂設

施基金。其他設施包括在公司內設立便利店；提供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舉辦「健康日」

智能洗衣儲物櫃方便清洗制服；以及為於停機坪地

區機艙工作的員工增加空調的覆蓋範圍。廈門太古

員工宿舍附近的街燈亦已進行改裝工程。

嘉許及獎項

港機（香港）及香港航空發動機服務再次獲得由僱

員培訓局授予的人才企業殊榮，以表揚港機致力於

工作場所推廣學習文化及其人力資源培訓與發展方

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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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集團重視那些與我們可持續發
展目標一致的供應商。我們邀請所
有供應商展示在符合法規、確保營運
安全、環保及保障員工福祉的努力成果。

港機亦與不同的業務夥伴合作，
在節省成本、人才發展、職能專長

及最佳工作模式各方面達至協調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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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二零一五年改善計劃 

目標 進度 備註／意見

制定集團採購政策以統一供

應商管理策略，藉以推動可

持續發展。

已完成 港機集團採購政策手冊經港機集團執行委員會通過並已正式

發出。港機集團旗下公司須更新他們的政策手冊

進行有關供應商可持續發展

風險評估。

已完成 識別了集團旗下所有公司的首二十家供應商並進行了可持續

發展風險評估 ,隨後制定了風險緩解措施

二零一六年改善計劃

主要改善計劃

	進一步探索綠色採購的機會。

	檢討有關航空物品供應商的預先審批

程序。

	發掘其他制服升級再造的機會。

供應鏈可持續發展

集團承諾遵守所有適用法律、指令及法規。為確保

供應商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方式與我們一致，港機

要求所有註冊供應商在登記時提交聲明，確認遵守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守則，這亦是選擇供應商

的其中一項關鍵因素。

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守則規定所有供應商協議必須載

列以下責任：

	遵守所有國家及其他適用法律及法規

	承諾實現環保、健康及安全、人權及勞工政

策、商業道德及社區關係的最高標準。尤其是

供應商必須致力杜絕強迫勞動、童工，以及	

歧視做法。服務供應商亦須遵守該行為守則的

原則

	同意由港機集團旗下公司進行審查

主要供應商應邀進行定期自我評估，以持續檢討

其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

基於上述供應商行為守則，我們於二零一五年進

行了可持續發展風險評估，主要對象為首二十間

與我們有最多生意往來的高風險供應商，其後亦

制定了風險緩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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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了解客戶需求

港機支持各飛機維修、修理及大修服務供應商會

議，並於世界各地舉辦研討會，討論最新議題以及

各營運商、其服務提供者和供應商所關注的事宜，

並與航空公司客戶交流意見。我們細心聆聽客戶提

出心目中最理想的先進座椅後，港機（美洲）積極

回應，研製了Vector™系列客艙座椅。這款座椅

的主要改進是其重量只有三十一公斤，較五十八公

斤的舊款座椅更輕盈。每套標準三座位的重量減輕

了二十七公斤，令燃料消耗量下降，從而減少二氧

化碳排放。

協同帶來更高效益

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帶領太古供應鏈可持續

發展工作小組的環保產品採購工作，在最初階

段以採購文具、茶水間用品以及打印配件為

主。我們相信集中議價能力可以節省五十萬港

元，而集中採購有助於在市場上推動對可持續

產品的需求。

減少廢物是港機面對的一大挑戰，其供應鏈工

作小組與香港浸會大學Low	Carbon	

Ambassadors	Programme的低碳先鋒合作，

構思創新方法處理舊制服。雙方攜手合辦的創

新計劃，將一千件舊制服改造成購物袋、袖套

和筆袋，並將這些物品捐贈予基層學生。在未

來一年，港機將繼續發掘其他制服升級再造的

機會。

為確保集團旗下公司的採購做到公平而具效

益，全新的港機集團採購政策手冊已於二零

一五年七月經港機集團執行委員會通過並已正

式發出。

港機亦繼續聯同業務夥伴尋覓機會，推動進一步

可持續發展的改善舉措。港機（香港）與國泰航空

最近合作進行優化期服務檢查，結果識別了超過

一百項可予改善之處，平均處理時間因而縮短了

百分之十六。

嘉許

港機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四月勇奪Aviation	Week	

MRO	of	the	Year	Awards中的「領先獨立飛機維

修、修理及大修服務供應商」殊榮。該獎項旨在

表揚全球在創新發展及增值服務方面表現出衆的

飛機維修、修理及大修服務供應商。

制服升級再造成為購物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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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集團致力與其營運所在的社區維持穩固的關係，
為他們創造價值、增強他們的能力，同時尊重其
文化及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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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實聲明

二零一五年進度更新 

目標 進度 備註／意見

檢討港機（香港）的企業社會責任

策略。

已完成 港機（香港）已進行企業社會責任調查，並讓	

其員工參與決定港機（香港）的企業社會責任	

方針。

於港機（香港）引入義工獎勵計劃，

鼓勵員工參與公司舉辦的義工服務。

進行中 港機（香港）已推行義工服務假期計劃藉以鼓勵

員工參與義工服務。

二零一六年改善計劃

主要改善計劃

繼續鼓勵員工參與義工服務。	

	

	

慈善籌款

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向慈善團體及社區合共捐出

三百二十萬港元善款，用於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保護環境、關懷弱勢社群以及與客戶攜手舉辦活

動。超過七百名義工付出四千小時私人時間參與慈

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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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從聖誕樹上摘下一個或多個紙天使，為孩子購買

合適的禮物。港機（美洲）每年約捐助一百名孩子

及長者。

在中國，港機勢必銳繼續支持泉州市社會福利中

心，並鼓勵員工探訪中心的孤兒和智障兒童。廈門

太古亦繼續為希望小學提供支助。

於港機（美洲）新設立的「三縣航空維修學院」舉行剪彩儀式

兒童及青少年發展

為了支持和鼓勵新一代航空專業人才，港機（美

洲）與一個當地商會和多間學校合辦了一所「三縣

航空維修學院」。該學院位於佛羅里達州鹽湖城的

港機（美洲）飛機維修、修理及大修設施，設有三

間課室和一所實習實驗室，為高中學生提供了解航

空維修行業的機會。除了提供學院設施，隨著計劃

的推展，港機（美洲）亦為學員負責提供課堂教

師、工作體驗和有薪實習機會。

港機（美洲）亦承諾為於佛羅里達州安柏瑞德航空

大學德通納海灘校園的航天工程及航空維修科學學

生提供一項資助獎學金。該獎學金將每年頒予一位

表現卓越的全日制本科生，而該學生需要主修航天

工程或航空維修／航空維修科學。此外，香港航空

發動機維修服務繼續支持「創新科技獎學金計

劃」，讓多名學生成為公司的實習生。

廈門太古和港機（香港）於二零一五年合共舉辦了

二十次活動，向到訪港機設施的學生講解航天學問

及一般航空知識。

關懷基層及弱勢社區

港機（美洲）再度支持致力於預防嬰兒先天缺陷及

夭折的March	of	Dimes基金會，以及為傷殘退伍

軍人提供住屋的紫心之家（Purple	Heart	

Homes）。我們第十五年於格林斯伯勒市支持救世

軍推行的各項善舉，其中包括「天使樹計劃」。這

項計劃滿載溫情，在聖誕樹上掛滿紙天使，每個紙

天使上寫有一名有需要的孩子的資料。有心人士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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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

廈門太古一向致力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的

一年一度「地球一小時」活動。於二零一五年，

超過一千名僱員在簽名牆上留名，以表明他們

對活動的承諾。這項活動有助廈門太古加強其

員工對節約能源的觀念。

廈門太古與廈門大學於二零零九年開展了紅樹

種植計劃，至二零一五年年底為止，廈門太古

舉辦了二十三次種植活動，參與的義工人數超

過一千八百名。時至今日，已在長達二千五百

米的沿岸地區，合共三萬八千平方米範圍種植

了三萬六千七百棵紅樹。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在香港參與不同活動

以示支持環保理念。該等活動包括在世界自然

基金會管理的歷史古蹟植樹、利是封回收及重

用計劃、玩具回收計劃，以及捐贈掛牆日曆予

一間安老院。

與客戶攜手合作

港機集團與客戶聯手為社區出一份力，以發揮

協同效應。於二零一五年七月，港機集團在其

香港國際機場的設施接待五十七名來自中國內

地參與「讓夢啟航」計劃的青少年。這項一年一

度的活動由兩間航空公司主辦，今年已踏入七

週年。計劃旨在激發青少年對航空的熱誠和鼓

勵他們投入社會服務工作。活動當日，我們為

來自中國各地的中學生和大專生講解港機集團

的業務及服務概況，其後安排了機庫導賞行和

工作坊。

「讓夢啟航」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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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B-KOO「香港起飛」

從香港國際機場成功啟航。這是首架在本地裝嵌、

註冊並獲得認證的RV-8小型飛機，由國泰航空機

師和項目主管鄭楚衡負責駕駛。B-KOO「香港起

飛」計劃於二零零八年開展，目的是啟發年輕一代

對航空和香港航空業的興趣。港機（香港）為「香

港起飛」提供航空電子設備、複合材料、引擎安

裝、工具及塗裝等技術支援。

支持義工服務

為了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義工服務，港機（香港）推

行義工服務假期計劃，員工若參與由港機批准的義

務工作滿十小時的服務時數，便可獲得一日假期

（每年最多兩日）。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和廈門

太古亦推行類似計劃鼓勵義工服務。

B-KOO「香港起飛」的港機（香港）支持者

嘉許及獎項

二零一五年，港機（香港）和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

服務作為企業公民表現出色，連續超過五年成為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商界展關懷」公司。港機

（香港）亦榮獲生產力促進局頒發「企業公民嘉許」

標誌。

於美國，港機（美洲）榮獲救世軍頒發「Doing	The	

Most	Good」獎項。該獎項旨在嘉許致力於實現救

世軍使命的機構或個人，向有需要人士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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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數據
表現數據的收集及計算方法

我們一般的做法是要求數據擁有者通過書面證明或以過去業績，確認其數據的準確性。數據經由內部及外部批核，以確保沒有任何重大錯誤。

表一：財務表現

港機集團總計

2015
港幣百萬元

2014
港幣百萬元

產生的經濟價值 – (1)  12,375  12,277 

營業總額 12,095 11,927

利息收入 	20	 30

其他收益淨額 	14	 6

應佔共控公司除稅後業績 	246	 314

分配的經濟價值 – (2)  11,943  11,980 

營運成本 	6,608	 	6,848	

僱員工資及福利 	4,813	 	4,573	

支付投資者的款項

–	所有股東的股息（上年度已付末期股息及本年度已付中期股息） 	341	 	324	

–	非控權益的股息 	49	 	38	

–	利息支出 	96	 	100	

支付政府的款項（稅項） 	33	 	94	

社區投資（包括慈善捐贈） 	3	 	3	

保留的經濟價值 = (1)-(2) 432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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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環境表現

港機（香港） 廈門太古

香港航空 
發動機 

維修服務

廈門太古 
發動機服務

港機 
勢必銳

港機起落架 
維修服務 港機（美洲）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15 2014

能源秏量

直接能源秏量 十億焦耳 	112,661	 	16,809	 	81,477	 	73,163	 	501	 	292	 	76,732	  361,636 	313,589	

非直接能源秏量 十億焦耳 	141,660	 	78,640	 	107,599	 	19,545	 	5,240	 	8,791	 	94,767	  456,243 446,665

總能源秏量 十億焦耳 	254,322	 	95,449	 	189,077	 	92,708	 	5,741	 	9,084	 	171,499	  817,879 760,255

溫室氣體排放（附註1）
直接排放量（範疇1） 千克二氧	

化碳當量 	10,245,587	 	1,903,016	 	6,475,326	 	5,249,329	 	197,122	 	20,712	 	43,775,815	  67,866,907 25,936,464

間接排放量（範疇2） 千克二氧	
化碳當量 	25,209,938	 	16,268,619	 	19,134,254	 	4,043,419	 	1,084,058	 	1,818,680	 	13,747,844	  81,306,812 79,838,414

商務旅遊造成的	
	 其他間接排放量	
	（範疇3）

千克二氧	
化碳當量

	689,250	 	690,420	 	254,890	 	138,850	 	37,468	 	63,560	 –  1,874,438 	1,644,590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千克二氧	
化碳當量 	36,144,775	 	18,862,055	 	25,864,470	 	9,431,598	 	1,318,648	 	1,902,951	 	57,523,659	  151,048,156 107,419,464

消耗臭氧層物質

消耗臭氧層物質的	
	 排放量

千克一氟	
三氯甲烷當量 	1,000	 	31	 – – 	812	 – 	76	  1,919 9,070

燃料

航空煤油 公噸 – – 	1,845	 	1,660	 – – 	96	  3,600 3,736

柴油 公升 	2,830,306	 	386,383	 – – 	20	 	870	 	268,573	  3,486,152 	3,512,855	

石油氣／丙烷氣 千克 	13,980	 	30,102	 – – – – 	17,196	  61,277 	58,752	

無鉛汽油 公升 	251,291	 	46,971	 	1,519	 	9,385	 	15,233	 	8,002	 	209,371	  541,772 323,505

煤氣／天然氣 百萬焦耳 	2,096,160	 – 	446,064	 – – – 	54,842,609	  57,384,833 	3,617,688	

電力

總電力秏量 千瓦小時 	37,755,483	 	21,844,403	 	29,888,662	 	5,429,230	 	1,457,020	 	2,460,000	 	26,324,258	  125,159,056 124,07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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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環境表現（續） 

港機（香港） 廈門太古

香港航空 
發動機 

維修服務

廈門太古 
發動機服務

港機 
勢必銳

港機起落架 
維修服務 港機（美洲）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15 2014

製冷劑／滅火劑

冷卻劑／滅火劑耗量 千克 	1,696	 	1,084	 	490	 – 	473	 – 	1,488	  5,232 3,981

水

食水用量 立方米 	206,856	 	213,178	 	137,648	 	29,664	 	2,635	 	10,319	 	25,753	  626,053 	666,063	

經處理後的廢水排放 立方米 	196,329	 	111,821	 	137,648	 	26,698	 	2,022	 	9,287	 	24,108	  507,913 	444,743	

物料

紙和紙產品秏量 千克 	94,618	 	62,252	 	15,128	 	867	 	2,003	 – 	326,928	  501,796 	2,786,103	

購買打印墨水匣 數目 	376	 	771	 	458	 	287	 	35	 – 	1,027	  2,954 	3,995	

汽車輪胎秏量 千克 	41,644	 	3,411	 – – – – 	166	  45,221 	51,880	

固體廢物管理

工業／商業廢物棄置 千克 	1,798,650	 	1,040,500	 	362,300	 	225,000	 	13,060	 – 	996,820	  4,436,330 4,308,521

隔油池廢物棄置 千克 	168,000	 	8,640	 	80,040	 – 	384	 – –  257,064 	289,978	

汽車輪胎棄置 千克 	46,609	 	437	 – – – – 	11,730	  58,776 51,545

廚餘回收 千克 	70,586	 	93,996	 	12,389	 – 	1,255	 – –  178,226 	153,574	

廢紙／紙箱回收 千克 	37,851	 	54,892	 	10,027	 – 	747	 – 	170,386	  273,903 	293,710	

塑膠回收 千克 	350	 	77,000	 	437	 – 	262	 	188	 	9,714	  87,951 	271,191	

金屬回收 千克 	14,677	 	1,750	 	1,197	 – – 	22,517	 	136,773	  176,915 380,129

打印墨水匣回收 數目 	120	 	771	 	148	 – 	35	 – 	124	  1,198 	2,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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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環境表現（續） 

港機（香港） 廈門太古

香港航空 
發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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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門太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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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廢物管理

固體化學廢物棄置 千克 	221,087	 	436,968	 	9,858	 	4,050	 	6,770	 – 	62,119	  740,853 594,029

液體化學廢物棄置 公升 	420,015	 	113,770	 	40,880	 	30,152	 	1,820	 – 	27,253	  633,891 394,821

重要的化學品／油品洩漏 數目 – – – – – – – – –

合規性

因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被處重大罰款的	
	 金額，以及所受非	
	 經濟處罰的次數 數目 – – – – – – – – –

附註

1.	我們按照「溫室氣體協議：企業溫室氣體會計與報告標準（修定版）」實施營運控制方法，計算集團的溫室氣體足跡，包括附屬公司、擁有控制其營運政策的聯營公司及共控公司之溫室氣體排放量。
	 此報告僅涵蓋港機（香港），廈門太古，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廈門太古發動機服務，港機勢必銳及港機起落架維修服務及港機（美洲）的百分之一百的溫室氣體排放量，並計劃於未來涵蓋集團的其他	
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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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社會表現

港機（香港） 廈門太古

香港航空 
發動機 

維修服務

廈門太古 
發動機服務

港機 
勢必銳

港機起落架 
維修服務 港機（美洲）

港機集團總計

單位 2015 2014

職業健康及安全

工時	
	（全體員工參與時數總計） 數目 	14,702,033	 	9,905,235	 	1,889,287	 	577,579	 	285,439	 	332,799	 	6,191,997	  33,884,368 	34,394,966	

工作有關的死亡事故（僱員） 數目 – – – – – – – – –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附註1） 數目 	177	 	15	 	7	 	1	 	2	 	2	 	34	  238 	270	

輕傷事故／急救個案 數目 	232	 	328	 	2	 	8	 	3	 	3	 	176	  752 	860	

損失工作日 數目 	5,028	 	934	 	160	 	4	 	3	 	5	 	1,061	  7,194 	7,696	

損失工時受傷率（附註2） 	2.41	 	0.30	 	0.74	 	0.35	 	1.40	 	1.20	 	1.10	  1.40 	1.57	

損失工作日比率（附註3） 	68.39	 	18.86	 	16.94	 	1.21	 	2.10	 	3.00	 	34.27	  42.46 	44.75	

培訓及教育

平均培訓時數總計 時數 	53.91	 	86.67	 	73.11	 	98.53	 	36.54	 	49.18	 	18.36	  59.53 	52.97	

按僱員類別

–	高級管理層 時數 	28.18	 	57.77	 	3.00	 	52.88	 	49.98	 	15.00	 – 	43.28 	27.05	

–	中級／初級管理層及	
負責監督的僱員 時數 	11.34	 	97.75	 	47.63	 	59.94	 	16.00	 	13.75	 	8.00	 	68.71 	70.00	

–	面對客戶的僱員 時數 	6.44	 	92.32	 	8.50	 – 	35.74	 	13.33	 – 	57.20 	61.20	

–	非面對客戶的操作／	
技術僱員 時數 	84.19	 	35.90	 	88.09	 	128.36	 	33.13	 	51.49	 	20.00	 	60.02 	44.67	

–	其他 時數 	12.13	 	26.43	 	44.77	 	20.85	 	36.54	 – 	1.00	 	20.06 	3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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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社會表現（續）

按年齡組別 按性別 按地區

總員工 
流量率（％）

三十歲	
以下

三十至	
五十歲

五十歲	
以上 男 女 香港 中國內地 美國

員工流失率

港機集團2015 15% 10% 15% 16% 15% 12% 7% 27% 13%

按年齡組別 按性別 按地區

總新招聘 
比率（％）

三十歲	
以下

三十至	
五十歲

五十歲	
以上 男 女 香港 中國內地 美國

新招聘數據

港機集團2015 19% 7% 5% 13% 13% 12% 3% 20% 10%

附註

1.	損失工時受傷定義為因工傷引致損失最少一個擬定工作日。
2.	損失工時受傷率代表每年每一百名員工當中因工傷引致損失工時的人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失工時人數乘以二十萬，然後除以其總工時。
	 該二十萬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所計算。
3.	損失工作日率代表每年每一百名員工當中因工傷而損失的擬定工作日數。其計算方法為總損失工時損失工作日人數乘以二十萬，然後除以其總工時。
	 該二十萬為一百名員工的全年總工時，乃根據每週工作四十小時及每年工作五十週所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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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披露及績效指標

表一 ： 一般標準披露

重要議題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指標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策略及分析：

機構對可持續發展	

的策略觀

– G4.1 主席的聲明 行政總裁的話（第6頁） √

G4.2 描述主要影響、風險及機會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機構簡介：

概述組織情況，	

作為接下來後續章節	

的報告內容的指南

– G4.3 機構名稱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4 主要品牌、產品及服務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5 機構總部的位置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6 機構營運所在的國家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7 所有權的性質及法律形式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8 機構所服務的市場（地區、行業、客戶／受惠者的類型）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

– G4.9 機構的規模（僱員及業務數目、淨銷售額、資本化、產品數量）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二零一五年報告書	—	業務回顧（第十頁）

√

KPI	A1.1,	A1.2 G4.10 僱員分析（僱傭合約、性別、僱傭類型、區域、自聘人員或承建商員工） 僱員（第27頁） √

– G4.11 受集體談判協議保障之員工數目百分比 僱員（第27頁） √

KPI	C1.1	,1.2 G4.12 描述機構的供應鏈 業務夥伴（第33頁） √

– G4.13 報告期內機構規模、架構、所有權或供應鏈方面的重大變化。	

以及供應商的資本結構和地點。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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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一般標準披露（續）

重要議題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指標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 G4.14 如何按預警原則行事 健康及安全（第22頁） √

– G4.15 機構參與外界發起的約章、原則和其他倡議的清單 港機支持由世界自然基金會發起的《向魚翅說

不》倡議，並制定可持續的食物政策，鼓勵食

用可持續的糧食。

√

– G4.16 機構加入的行業及倡議組織清單 我們與香港國際機場緊密合作，向其他業界同

儕汲取經驗。港機（香港）、廈門太古及港機

（美洲）均為國際航空技術互援組織的成員，而

港機（美洲）是航空維修站協會的成員之一。

√

已確定的重要議題：

其後的程序是界定：

–	報告內容

–	已確定的重要	

議題及邊界

–	重訂

G4.17 機構的綜合財務報表內包含的實體清單 港機集團概覽（第8頁）	

表現數據	—	財務表現（第42頁）

√

G4.18 界定報告內容及重要議題邊界的過程，以及如何應用	

「界定報告內容的原則」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G4.19 已確定的重要議題清單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0 機構內各重要議題的邊界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1 機構外各重要議題的邊界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2 重訂過往報告所載資料的影響 沒有相關修訂 √

– G4.23 報告範圍及議題邊界上的改變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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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 一般標準披露（續）

重要議題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指標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持份者的參與：

機構持份者於	

報告期內的參與	

概況

G4.24 持份者清單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5 挑選持份者的根據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6 持份者的參與方式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 G4.27 持份者在參與的過程中所提出的主要議題及關注事項，	

以及機構回應的方式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報告書基本資料：

報告的基本資料、	

GRI內容索引及	

尋求第三方認證	

的做法

– G4.28 報告期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 G4.29 上一次報告的日期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 G4.30 報告週期（如每年一次或一年兩次）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 G4.31 查詢報告內容的聯絡方法 聯絡我們（第58頁） √

– G4.32 GRI內容索引說明：

–	揀選「符合」選項

–	有關披露的頁數以及每一項披露是否／如何獲得認證。

關於本報告（第4頁） √

– G4.33 機構為報告尋求第三方認證的做法 核實聲明（第57頁） √

管治：

管治架構的概況、	

最高管治機構的	

職能及酬金詳情

– G4.34 管治架構：負責決策的最高管治架構及各委員會 關於本報告（第4頁）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道德與誠信 – G4.56 描述機構的價值、準則及行為規範，如行為準側 企業管治與可持續發展管理（第11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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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績效指標

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A. 環境

排放 一般披露 資料包括：

有關空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放、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

產生的

(a)	政策 ;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法律及規例

註：廢氣排放包括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其他受國家法律及規例規管的污染
物。溫室氣體包括二氧化氮、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及
六氟化硫。有害廢棄物指國家規例所界定者。

港機集團致力於管理其營運對環境可能造成的不良

影響。除了遵守法規，集團持續改善其環境管理方

法及措施，以減少使用能源及其他資源、盡量減少

廢棄物及增加循環再用。港機集團可持續發展政策

及各所屬公司的環境政策均已涵蓋環境聲明。

√

KPI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溫室氣體的計算包括下列氣體：二氧化碳 (CO2)、	

甲烷、二氧化硫及一氧化氮。所有溫室氣體均以	

二氧化碳當量 (CO2e)表示。

排放數據詳列於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

KPI	A1.2 EN15,	EN16,	

EN17,	EN20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公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強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環境（第16頁）

√

KPI	A1.3 EN2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公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強度（如以每產

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環境（第16頁）

√

KPI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公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強度（如以每產

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環境（第16頁）

√

KPI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環境（第16頁） √

KPI	A1.6 描述有害及普通廢棄物的處理方法、以及減低總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環境（第16頁） √

EN24 嚴重洩漏的總次數及總量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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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績效指標（續）

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氣體原材料）的政策

註：資源可用於生產、儲存、運輸、樓宇、電子設備等。

KPI	A2.1 EN3,	EN4,	

EN5,	EN6

按類型（如電、氣或油）劃分直接及／或間接能源總耗量	

（以千個千瓦時計算）及密強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環境（第16頁）

√

KPI	A2.2 EN8,	EN10 總耗水量及密強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表現數據	—	環境表現（第42頁）

環境（第16頁）

√

KPI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措施及所得成果 環境（第16頁） √

KPI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計劃及	

所得成果

環境（第16頁） √

KPI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公噸計算）及每生產單位佔量	

（如適用）

港機集團按照客戶要求及航空業的最佳慣例使用	

包裝材料。我們沒有報告包裝材料的總量，	

但會考慮日後實行。

√

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KPI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	

的行動。

環境（第16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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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績效指標（續）

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B. 社會：就業及勞動實況

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會、	

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港機集團致力確保業務符合嚴謹的道德標準，由此

反映出集團在實踐長遠目標時所秉持的信念：以誠

實、具透明度及負責任的態度作為經營業務的方

針。港機集團相信其股東、員工、業務夥伴及所在

社區亦會因此而受惠。集團更制定了一套準則及程

序供員工及供應商遵守，包括企業行為守則、平等

機會及多樣化，以及舉報不正當行為的程序。集團

致力遵守相關的法律與規例。所有員工均須了解相

關規定，確切遵守適用的法例，而且決不容忍不合

法歧視或其他違法行為。

√

KPI	B1.1 G4.10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我們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報告

僱員概況。已提供表現數據

√

KPI	B1.2 G4-LA1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率 我們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報告

僱員概況。已提供表現數據

√

G4.11 受集體談判協議保障的員工數目百分比 香港並沒有與工會進行集體談判的法律框架。在中

國內地，我們須要與官方工會處理有關事宜

√

G4	-	LA4 有關重大營運變化的最短通知期，包括是否在集體協議中具體說明 雖然沒有訂立集體協議，但若有重大營運變化，管

理層將向員工諮詢委員會成員諮詢及報告最新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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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績效指標（續） 

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G4-	LA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少數族群及其他多樣化指標劃分公司管治機構成

員和各類別員工的組成

董事局成員已詳列於年度報告書（第42至43頁） √

G4-	HR3 歧視個案的總數以及機構採取的行動 按類別的僱員細分已詳列於表現數據內

G4-	SO5 我們於二零一五年沒有錄得任何確認個案 我們沒有少數族群的定義 √

健康及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我們的員工與工作夥伴的健康及安全至關重要。	

我們旨在不斷改進健康及安全的管理，期望實現	

零傷害。職業健康及安全聲明已詳列於我們的可持

續發展政策、健康及安全政策，以及供應商行為	

守則。

KPI	B2.1 LA6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表現數據	—	安全（第45頁） √

KPI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表現數據	—	安全（第45頁） √

KPI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健康及安全（第22頁） √

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動。

註：培訓指職業培訓，可包括由僱主付費的內外部課程

集團十分重視員工在技術和非技術方面的培訓及發

展。有關的集團旗下公司將評估各自的培訓需求，

並為員工提供不同的培訓課程，以提升他們的技能

和事業發展機會。

KPI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等）劃分的受訓僱員百

分比

已為所有員工提供培訓 √

KPI	B3.2 LA9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我們按員工類別報告每名員工的平均培訓時數並提

供表現數據。我們沒有按性別匯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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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B. 社會：營運實況

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港機集團不在童工或強制勞工風險較高的情況和	

環境營運

KPI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強制勞工 港機集團不在童工或強制勞工風險較高的情況和	

環境營運

√

KPI	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況所採取的步驟 港機集團不在童工或強制勞工風險較高的情況和	

環境營運

√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儘管大部分參與人士認為供應鏈並非最重要議題之

一，但由於必須確保供應商遵守高水平的可持續發

展標準，我們仍繼續監察集團的供應鏈管理方針。

我們相信透過與供應商、客戶和消費者通力合作，

在集團營運所在的行業和地方，可以鼓勵和影響	

採用和改善可持續發展的措施。因此，我們訂立了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以處理監管合規、	

強制勞工、童工、健康及安全、環境議題、薪酬及

工時、人權、分判商管理、道德及匯報等事宜。

KPI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我們的供應商超過八成來自英國，其他位於北美

洲、香港、中國及東南亞

√

KPI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	

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要求所有註冊供應商在登記時提交聲明，確認遵守

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守則。該守則詳列於所有與供

應商簽訂的協議。主要供應商更獲邀定期進行自我

評估，以持續檢討其遵守企業社會責任的情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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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港交所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G4.12 描述供應鏈 港機集團的供應鏈由數以百計的產品及服務供應商

組成。主要採購類別包括有關引擎、飛機零件、化

學品及燃料的供應。業主亦是港機集團的主要商業

夥伴之一。

√

G4.13 規模、結構、擁有權或供應鏈在報告期內的重大改變 於報告期內沒有任何重大改變 √

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以	

及補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港機集團的專門品質部確保港機的服務達到並超過

監管部門和廣大客戶的需求。

港機集團持有全球二十九個國家航空當局的許可

證。港機每一位員工均致力提供優質的產品和服務

KPI	B6.1 G4-PR2 已售或已運送產品總數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的百分比。	

在產品和服務的生命週期中，對健康及安全構成影響的違反規例	

規例及自願性準則個案的總數目，並按結果類別劃分

健康及安全（第22頁） √

KPI	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港機集團的商務部與廣大客戶保持緊密關係。當接

獲投訴，港機集團的商務部將主動與客戶聯繫，與

工程團隊找出解決方案，以滿足客戶期望

√

KPI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慣例 港機集團的每一位員工均有責任遵守和保護知識產

權。有關指引詳列於公司的企業行為守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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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績效指標（續）

層面 港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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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G4規範 概述 參考 第三方認證

KPI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港機集團的專門品質部確保港機的服務達到並超過

監管部門和廣大客戶的需求。港機的所有員工均肩

負建立優質產品及服務的重任。

√

KPI	B6.5 描述消費者資料保障及私隱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客戶資料保護及私隱政策已詳列於公司的企業行為

守則。港機根據相關的當地規例，致力尊重及維護

數據私隱的政策

√

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港機深信，以誠信營商是持續發展的重要原則，有

助港機發展為成功、可持續及負責任的商業集團。

根據港機的政策，所有有關人士須遵守適用於他們

的防止賄賂法例。企業行為守則列明行為準則以及

港機採納的防止賄賂合規程序。

√

KPI	B7.1 G4-SO5 於報告期內對發行人、其僱員或與業務夥伴終止合約或不續約提出	

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訴訟結果

二零一五年沒有任何實際訴訟案件 √

KPI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舉報程序已詳列於企業行為守則 √

56
港機集團 
2015年 
可持續發展報告



目錄 2015年摘要 關於本報告 行政總裁的話 港機集團概覽  企業管治 
與可持續發展
管理

環境 健康及安全 僱員 業務夥伴 社區 表現數據 標準披露及 
績效指標

核實聲明

核實聲明	
範圍及目的

香港品質保證局己對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以下簡稱「港機集團」）的2015年可持續

發展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的全部內容進行獨立

驗證。該報告陳述港機集團在2015年1月1日至

2015年12月31日於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表現及成

就。涉及經濟、環境和社會表現的數據，包括溫室

氣體排放、放取工傷個案數目和每名員工按受訓練

的平均時數，皆依據下列描述的方法進行核實。

此合理保証等級的核實聲明的目的是對外保證報告

所記載的內容為可信。並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南4及香港聯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聯交所」）的《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指引》（以下簡稱「ESG報告指引」）編制。

方法

核實工作是依據目前的最佳核實方法執行，以下為

評價此報告的準則：

•	 國際審計與核證準則委員會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發

佈的《國際核證聘用準則3000》(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3000)	

的「歷史財務資料審計或審閱以外的核證聘用」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指

南4版本；及

•	 聯交所的ESG報告指引

核實的程序包括審閱相關之文件、與負責編製報告

的代表面談及選取報告內具有代表性的數據和資料

進行查核。所選樣本的根本數據及證據已進行徹底

審查。

結論

基於是次的核實結果，香港品質保證局確定此報告

依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指南4版本編撰並且滿足核心方案必要的具體標準

披露項，以及涵蓋了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的關鍵績效指標。

此報告的結構完整、平衡及一致地反映港機集團在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核實組確認

報告是根據事實記錄而編寫，其陳述的資料準確無

誤。此報告公平和如實地載述了港機集團各項與可

持續發展成效有關的措施、目標、進度及表現。

香港品質保證局已將有關改善報告的結構及內容的建

議提出供港機集團作編撰將來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參

考。持續改善的建議並未有影響此報告的核實結果。

香港品質保證局

譚玉秀	

企業業務科總監	

201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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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提供意見

歡迎你就如何進一步 改善我們對環境及社會的 

貢獻和對我們的匯報提供意見。

請透過網頁或電郵聯絡我們。

聯繫資料

環境、健康及安全部 

ehs@haeco.com 

香港大嶼山香港國際機場南環路80號

www.haeco.com

衷心感謝　閣下閱讀本報告。

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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