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58

瑞安建業履行企業社會責任，融會在業務運作之中。我們著重業務發

展，追求良好企業管治；同時，企業社會責任亦同樣重要。

瑞安建業制訂及推行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鼓勵集團全員參與。本節概

述企業社會責任如何體現在業務營運當中，並為環境、社群和員工帶來

實質而長遠的效益。

企業社會責任
從日常業務營運出發

大連天地低碳公園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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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環境
中國發展一日千里，隨著城市化發展以及大型基建的投

入，為集團的發展帶來契機，亦帶來不少挑戰。瑞安建業

在房地產、水泥生產和建築業務的營運，均致力優先考慮

環境的各種需要。

集團所有的營運均著重節約能源和天然資源，減廢減排。

以設計與施工項目為例，我們務求為用家提供既美觀且實

用的設計。近年具可持續發展概念的綠化社區備受關注，

亦是公司的目標承諾。

大連天地低碳公園開放 – 綠色地標
在大連，由瑞安建業擔任管理合夥人，總樓面面積三百餘

萬平方米的知識型社區項目—大連天地的低碳公園已經正

式開放。大連天地的整體規劃設計均由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來引導。低碳公園的設計，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節約能

源，注重環保的措施為本，作為一個示範性的項目，發揮

科普教育的作用。我們希望通過這樣的展示，讓人們逐步

轉變生活方式，尋求人類與大自然的和諧發展。

項目其中展示的節能減排措施包括了風力發電、太陽能發

電系統、太陽能熱水系統、光導管使用、水源熱泵使用、

雨水回收系統、生態廁所、屋頂綠化、單車徑，以及樹林

種植。公園的排碳減至接近零，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概念。

環保建築先驅
瑞安建業房地產及建築項目設計均以達到國際認可的環保

建築標準為目標，包括美國綠色建築協會頒發「能源與環

境設計先鋒」(LEED)及建築環境評估協會頒發「建築環境

評估證書計劃」(BEAM)的評級。多個房地產及建築項目

均符合LEED及BEAM在建築物外殼、能源效益、水資源

效益、物料選材及室內環境質素方面的評級標準。項目的

建築物均採納善用天然光及自然風的設計，並採用餘熱回

收系統、減廢及廢物循環再用系統。

房地產及建築項目環保認證目標於二零一零年的進展

房地產項目 LEED預認證 目標

成都中匯廣場二期 二零一零年三月獲得預認證 建築主體銀級認證

廣州瑞安‧創逸 二零一零年七月獲得預認證 建築主體銀級認證（會所）

瀋陽項目一期 二零一零年二月獲得預認證 建築主體銀級認證（商業大樓）

大連天地 二零一零年獲得預認證 建築主體銀級認證

建築項目 BEAM認證 目標

香港海關總部大樓 已獲初步認證 白金評級

香港東涌市政大廈 已獲初步認證 金評級

香港屯門醫院復康大樓 已獲初步認證 白金評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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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築方面，我們積極響應環保，把環保概念融入在施工

過程中。我們致力減低工地工程對鄰近社區可能造成的影

響，並推行有系統的資源管理，包括廢物及可循環再用的

物料。為加強溝通，我們在工地入口安裝LED顯示屏幕，

即時顯示工地的能源消耗情況，用意在提醒員工節約能

源，亦加強公眾的節能意識。

為公共屋邨推出創新節能措施
石硤尾邨第五期的環保建築標準，遠高於許多其他公屋項

目。該工地除選用多項環保建築特色設計外，亦採用了尖

端的節能設備，使總耗電量比同類建築工地節省高達百分

之八。工地安裝了更具能源效益的LED照明燈，提供整個

項目約百分之七十五的燈光，這一系列措施在香港建築工

地中相當創新。

致力推廣環保概念 — 西安香港園

為期六個月的世界園藝博覽會於二零一一年四月底在西安舉行，佔地七百一十六平方米的香港園是當中最具特色的建築

設計之一，展現一個規劃完善、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空間。憑藉過往實現綠化概念的成績，瑞安建業建築系獲得此項由建

築署批出的工程合約，負責項目的設計與施工。香港園展示出風能和循環再用物料的應用，園內設置一樹木造型的裝置

「風臨樹」，由三百六十個小風車組成，它可把風力轉化成電能，帶動水流在水池底與植物籐架頂部之間循環流動，而

六角形地磚則由循環再用的玻璃加水泥製成。香港園不僅利用香港市花洋紫荊、細葉龍船花、大紅花、杜鵑、含笑和桂

花等來自不同地域的植物，更運用了視覺效果擴大空間感，安排不同高度的葉飾營造出層層疊疊的效果。預計博覽會入

場人數可達一千二百萬人次，屆時遊客將一睹香港未來優化公共空間的嶄新概念下的產品。

於西安舉行的二零一一年世界園藝博覽會中展示的香港園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關愛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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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的水泥生產
實現藍天目標
拉法基瑞安水泥是中國西南部的領導者，在環保方面，採

用先進的水泥生產模式，有助減低排放、消耗天然資源、

產生廢物及因採石引致的土地退化的影響。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拉法基瑞安水泥與中國節能環保集

團訂立協議，在雲南及貴州七間拉法基瑞安水泥廠房開發

低溫餘熱發電系統，各廠房的日產能力超過二千噸。預期

該系統於二零一一年第四季投入運作後，七間廠房將各自

減耗約百分之三十的電力，同時產生每年合共二億二千萬

千瓦時電力，相等於省耗七萬一千噸煤及減排十七萬六千

噸的二氧化碳。

推動持份者一同參與
集團在二零一零年繼續大力推廣環保訊息。年內舉辦了

「環保創意齊分享」、「綠色辦公室」和「低碳新人類系

列活動」三項活動，以提升員工的環保意識。員工從多方

面提出新的環保生活構思，以及回答六十條有關碳足印的

常識問題。此外，集團繼續向業務所在地區的社群傳播環

保訊息，包括在成都一家小學舉行回收活動，又為香港學

童舉辦生態教育活動。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62

關愛社群　坐言起行
瑞安建業透過不同形式的活動，向弱勢社群施以援手，亦

致力推動香港和內地的教育發展。集團向社會推廣

「關‧愛‧瑞安」文化，員工亦熱心付出時間，利用專長

和募捐善款以幫助有需要人士及長者。

推動志願工作
瑞安集團一直積極鼓勵員工參與義務工作，服務社會。早

於一九八二年便成立員工志願服務組織瑞安海鷗社，為香

港特區政府註冊慈善團體，一直參與各種社會服務。集團

在回饋社會服務方面不遺餘力，於二零一零年更榮獲香港

生產力促進局新設立的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的企業義工隊

優異獎，對我們的員工在香港及內地幫助有需要人士所作

出的努力加以肯定。此外，瑞安建業的義工於二零一零年

以六百七十一個服務時數，獲香港社會福利署義工運動頒

發銀嘉許狀，兩位員工更獲頒個人組別的銅嘉許狀。

樂善好施
瑞安海鷗社自二零零九年起與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合辦一

項計劃，幫助社區內的獨居長者，為他們送上溫暖。這些

長者受經濟困難或長期病患的困擾，又缺乏社會上對他們

的支援。為提升弱勢長者的生活質素，我們的義工於二零

一零年合共為六十多名退休長者籌劃了多個節日聯歡及戶

外活動，希望為他們帶來歡樂及關懷。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關愛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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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瑞安海鷗社獲頒「香港傑出企業公民獎 — 企業義

工隊優異獎」

2. 食物銀行「眾善坊」活動

3. 香港大學師友計劃

4. 重慶‧成都聯合支教活動

5. 瑞安建業及旗下公司獲頒商界展關懷標誌

6. 國金二期慈善跑

7. 瑞安海鷗社慈善步行籌款2010

8. 瑞安建業員工捐血日

9. 義工們為小朋友朗讀益智故事書

10. 仁人家園大澳棚屋復修及社區發展計劃

11. 香港‧廣州聯合支教活動 — 花東關愛之旅

12.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公司會員計劃

13. 成都小學「環保小衛士在行動」及助學活動

14. 大連義工與黃泥川小學師生歡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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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持續參與志願活動外，集團員工亦與其他大型慈善團

體和慈善基金合作，動員籌募善款或物資，包括參與支持

海地地震的救援工作、香港癌症基金、救世軍、香港公益

金，以及醫院管理局旗下的健康資訊天地的籌款活動。捐

贈物資方面，我們向員工募集食物支持食物銀行的服務，

並舉辦捐血、收集二手衣物和電腦的活動，以回應弱勢社

群直接而基本的需要。

盡己所長 貢獻社會
瑞安建業盡心貢獻，尤其希望借助本身的專業技能和知

識，為社會帶來重大改善。成都員工利用豐富的專業工程

知識，協助一家在四川大地震中倒塌的幼稚園進行重建工

作；香港員工亦與仁人家園合作推行「大澳棚屋復修及社

區發展計劃」，以自身的建築技能協助提供更佳的修復工

程方案。集團在廣州及重慶舉辦農村支教活動，為當地學

生籌劃課外活動。在集團贊助下，成都員工探訪一家在地

震後重建的小學。在香港，集團透過捐助方式，為沒有機

會閱讀優質圖書的兒童及家庭，設置圖書館和提供朗讀訓

練講座。

集團高級管理人員熱心培育下一代，於年內積極參與香港

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的師友計劃，指導多名大學生的

學習和成長。此外集團一年一度舉行的慈善步行籌款，捐

助了書伴我行（香港）基金會的圖書館和訓練計劃，透過

推廣閱讀，建設知識型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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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員工
瑞安建業致力營造理想工作環境，藉以吸引和保留人才，

並建立良好的團隊精神。因此，著重工地安全、促進個人

發展，以及維持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是集團關愛員工的核心

元素。

安全至上
在香港建築業界，集團一直是最著重安全的公司之

一，二零一零年的工業意外率達到每千工人五點七二

宗的極低水平，遠低於香港整體建造業二零零九年每

千工人五十五宗的平均意外率。集團和分判商攜手合

作，在工人的工地實務中採取多項有效措施，藉以提

升安全表現：

‧ 由安全行為修養工作小組觀察工友行為，並為分判

商的安全代表舉行安全行為修養簡介會。

‧ 為嘉許安全表現突出的工友，集團在四月為他們舉

辦郊遊活動，共有一百七十人參加，當中包括安全

風紀、工友及其家屬。每月亦會在各工地選出一名

安全模範工友。

‧ 為天秤及物料吊重機的操作員提供安全操作的特別

訓練。

我們對辦公室內的安全及健康意識同樣重視。現代人

平均有超過七成的時間處於室內，因此室內空氣質素

亦日益為人關注。集團非常重視員工，為確保他們能

夠在健康的環境下工作，瑞安建業按照香港特區政府

頒佈的《辦公室及公眾場所室內空氣質素管理指引》

，對香港辦事處的室內空氣質素進行實地檢測。

二零一零年，集團在香港進行了十一次合規審核和十

二次管理審核，確保安健環管理系統有效發揮管理功

能，並符合《工廠及工業經營(安全管理)規例》的規

定。集團進行包括ISO 14001和OHSAS18001的外部

審核工作，並委聘獨立審核人員，每隔三個月在建築

工地進行定期安全審核工作。

工業意外率（二零零一至二零一零年）

200 香港建造業

瑞安建業建築系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勞工處及瑞安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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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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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人次

專業技術培訓 3,403

在工地的健康、安全及環境培訓 65,980

推廣瑞安建業團隊精神
集團積極鼓勵員工在工作、休息和家庭之間取得理想

平衡，運用創新的方法在工作間內外推廣健康和諧生

活，建立團隊精神。我們的康樂委員會定期透過瑞安

建業內聯網，向集團上下發佈參與各項活動、戶外郊

遊及個人發展機會的訊息。

外界專業人士獲邀舉辦工作坊，教授員工減壓及個人

發展等技巧，同時鼓勵員工在工餘時間舉辦興趣小

組，分享彼此在消閒活動方面的專長。年內舉辦的有

趣活動、工作坊及身心晴健康系列講座如下：

‧ 身心晴健康系列講座：

– 九型人格與親子教育講座

– 優質生活的「黃金比例」講座

–「IQ、EQ、AQ」— 升「呢」闖3Q講座 

– 中醫養生方程式：減壓與飲食保健講座

‧ 由具相關專長的僱員教授的興趣班：

– 粵曲班

– 編織班

‧ 員工交流聚會：

– 每月生日派對

– 健康飲品及水果系列

– 節慶活動如開心婦女節及中秋美食分享會

推動事業發展
二零一零年，瑞安建業繼續為員工推行事業發展計

劃。年內，技能及事業發展機會計有：

‧ 瑞安優才計劃、見習管理人員計劃及見習工程師計

劃：集團多年來不斷投放資源進行能力建設培訓，

讓初級員工在集團各地業務的不同部門、不同階層

汲取經驗，現時他們大都在集團獲得晉升，印證了

計劃的成效。

‧ 學習及發展機會：鼓勵僱員在傳統課堂訓練以外，

運用網上學習及圖書館設施自我進修。

培訓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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