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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化

一直以來，瑞安建業積極在中國內地、香港及澳門經營所在地

實踐企業社會責任，致力關愛社群、關愛環境及關愛員工。

在企業社會責任督導委員會之下，我們在每一個業務地區設有

三個小組，以集團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原則為基礎，在不同

地區策劃及推行不同的關愛行動。

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

關愛
環境

關愛
社群

關愛
員工

50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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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社群

上海外來務工人員的
學前子女

隨著上海浦東四季酒店落成，瑞安

建業希望回饋所屬社區。本著相同

的信念，我們與項目合作夥伴四季

酒店集團及香港註冊慈善機構慧妍

雅集攜手合辦一項慈善活動，一同

促進上海市外地務工幼齡子女的福

祉及發展。於十一月，瑞安建業更

與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共同成立「瑞安

四季有愛專項基金」。

在中國，外來務工人員的幼齡子女

的需要備受關注，因為他們的父母

離鄉別井到上海工作，可能導致孩

子們缺乏適當的照顧。因此，基金

成立的目的，是讓他們有機會接受

適當教育，幫助他們融入社區，長

大後為社區作出貢獻。

在社區參與方面，企業和義工隊著眼關注弱勢社群，

特別是年輕一代及長者的需要。透過為年青人提供教

育機會，為長者提供個人支援，瑞安建業希望藉著這

些有意義的社區行動，令受助者得到適時的幫助，同

時，我們的員工透過參與亦得以受惠。

上海市慈善基金會－瑞安四季有愛專項基金

瑞安建業將向基金投入資金，初步

為期三年，作為資助設立學前兒童

的日間看護中心，提升其教學設施

及教材，並為老師提供培訓。

為基金投入
資金 年三

瑞安建業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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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

瑞安建業一向推動青少年發展和知

識交流。繼二零一一年贊助香港和

內地多家大學設立獎學金後，瑞安

建業於二零一二年繼續推動不同城

市的大學生交流活動。親身與年青

人作互動交流就是最佳的教學模式

之一，瑞安建業的高級管理人員積

華中地區受愛滋病影響
的兒童

於一九八二年成立的瑞安員工義務

組織瑞安海鷗社與智行基金會（智

行）攜手，在二零一二年籌辦一系

列活動，支持受愛滋病影響的兒童

在健康、生活、教育以至心理上的

需要。

年內，瑞安建業不單提供財政支

援，義工們更以行動支持。在企業

捐款以外，瑞安義工隊於寒冬前親

身前往安徽，探訪受助家庭並送上

米、燃料和被褥等種種必需品，為

渡過嚴冬作好準備。又透過舉辦畫

展展示受助兒童的作品，以藝術治

療為經歷創傷的愛滋遺孤提供心理

支援。

在香港，義工隊更與智行基金會合

作，為香港單親家庭協會的成員舉

辦親子繪畫及藝術欣賞工作坊。並

把展覽的作品印製成畫冊作慈善義

賣，將收益用於智行支援內地愛滋

遺孤項目。

愛滋遺孤創作畫展

極參與一系列的活動，包括保良

局、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舉辦

的師友計劃。

智行基金會

主席及創辦人

杜聰先生

我們工作的目標是使當地社

區接納這些兒童，讓他們在

親屬的照顧和支持下成長，

並且和其他沒有受愛滋病影

響的兒童一起上學。

在瑞安建業的實習過程
中，我獲得在課堂上無法
學到的實用知識，令我眼
界大開的寶貴經驗，我認
識到商業機構如何走進社
區，保育環境，並豐富員
工的生活。

瑞安建業企業社會責任大使
劉詠嘉小姐，香港中文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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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社區互助網絡

瑞安海鷗社致力加強低收入家庭與

缺乏家庭照顧的長者與社區之間的

連繫。又培訓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義

工，讓他們探訪長者時表達關心，

於節日送上應節食品，並協助長者

們處理一些日常瑣事。

義工隊為長者及單親家庭舉辦同樂

日、參觀博物館及節日聚餐。瑞安

同事組隊參加本地多項慈善及體育

活動，包括港鐵競步賽、香港渣打

馬拉松、公益金慈善跑、慧妍雅集

三十週年慈善步行，又舉辦捐血

日、月餅捐贈、揮春義賣等活動，

幫助有需要人士。

我們贊助的交流活動獲得學生的認

同。於二零一一年舉辦的香港中文

大學企業社會責任研究獎學金，讓

參與的學生在世界各地進行企業社

會責任研究，並選出一位學生成為

「瑞安建業企業社會責任大使」，讓

她繼續在公司實習，親身參與和推

動瑞安建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工作，

學以致用。我們亦為四川大學受贊

助學生代表團舉辦了一次來港交流。

香港渣打馬拉松

大學生的發展與企業的關注密不可分，

感謝瑞安建業有限公司為我們創造赴日本

學術交流的機會。

大連理工大學學生
徐策先生赴日交流

員工
參與人次 466

2,679
義務
工作時數

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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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環境
瑞安建業致力不斷提升環保

表現，為推動社會整體發展

承擔應盡的責任。

我們的項目盡力符合嚴格的環保認

證，以取得所需的管理系統認證為

目標，並在集團的業務策略及常規

中，把節約資源、廢料管理及創新

工序等措施融入日常營運之中。從

規劃、設計建造以至於營運及維修

保養每一個階段，我們均著力減低

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環保認證

集團的房地產及建築項目繼續取得

國際認可的樓宇評級計劃認證，包

括美國綠色建築協會的LEED（能源

與環境設計先鋒）及香港環保建築協

會的BEAM（建築環境評估法）。

年內，公司承建的香港入境事務處

員佐級職員宿舍獲授BEAM白金級

認證，而「起動九龍東」辦事處亦獲

得BEAM Plus白金級認證（暫定）。

於中國內地，大連天地D14及D22地

段項目分別取得LEED建築主體金級

預認證和銀級認證。

項目取得評級，更積極達到理想環

保表現，為環境帶來實際裨益。

54

每年節省百分之十的
能源消耗

10%

最高用電需求減少
百分之十二點一

12.1%

35.3%
採用高效用水裝置，每年減省
用水百分之三十五點三

符合機電工程署的升降機及自動梯
裝置能源效益守則二零零七年版

符合機電工程署的電力裝置能源效
益守則二零零七年版

>2%

通常佔用空間的平均
採光系數

48%
採用雙流沖水系統，
每年減少百分之
四十八污水量

香港入境事務處
葵涌員佐級職員宿舍
－BEAM白金級認證

香港入境事務處葵涌員佐級職員宿舍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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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動九龍東」辦事處－BEAM Plus白金級認證（暫定）

‧ 每年耗電量減少百分之三十三，相
等於四萬八千五百千瓦時的能源
消耗

‧ 最高用電需求減少百分之三十七

‧ 收集雨水用作灌溉用途，每年減耗
百分之五十七，相等於八十萬零五
千公升的淨水

‧ 採用低流量及雙流沖水系統沖廁，
每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二，相等於五
萬一千六百公升的沖水用量

‧ 百分之六十九即一萬零五百公斤的
建築廢料可循環再造或再利用

‧ 百分之五十的建材為預製組件

「起動九龍東」辦事處

大連天地D14地段
－LEED建築主體
金級（預認證）

大連天地D22地段
－LEED建築主體
銀級認證

循環再用污水，節約耗水比率 45% 77%

採用日照以減少人工照明的空間
所佔比率 75% 79%

可循環再用物料佔建材的比率 18% 13.2%

採用低-e玻璃、高效照明、空調、
泵水和通風系統、以及再生能源所
節省的能源比率

1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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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50001能源管理

作為香港主要承建商之一，集團的

建築公司瑞安承建於二零一二年榮

獲ISO 50001能源管理認證，是最早

獲此認證的承建商之一。

我們的工地率先採用各種節能裝

置，包括電器及照明系統的時間控

制及活動感應器，LED照明系統以

及太陽能熱水系統。為符合ISO認證

的規定，我們更進一步查核能源消

耗的主要來源，制定相應的基線績

效指標及能源目標以管理能源的使

用情況，連同公司定期的審核及管

理層的檢討，以及為員工提供相關

的培訓及推廣教育，行之有效的能

源管理系統令集團的環保表現不斷

提升。

集團對環境堅實承擔，現正計劃更

進一步推行碳審計，希望透過在香

港的辦公室及部分工地的碳審計，

有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

此外，集團其他在建項目以獲取下列認證為目標：

房地產項目 LEED（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認證

廣州瑞安 •創逸 會所取得建築主體銀級認證

瀋陽項目一期 商業部分取得建築主體銀級認證

大連天地黃泥川 鄰里開發銀級認證

建築項目 BEAM（建築環境評估法）認證

香港西九龍法院大樓 BEAM Plus金級認證

香港將軍澳市鎮公園、室內單車場及體育館 BEAM白金級認證

香港沙田體育館、社區會堂暨區域圖書館 BEAM Plus白金級認證

ISO 14001
審核報告

瑞安的高級管理層對於環保和可持續發展堅定

承擔；他們樂於跟客戶、規管機構及關注環

保組織合作；員工著重環保，獲管理層全力支

持；有效實施工地的環保、運作及監控操施，

這些均為瑞安的優勢。

管理層和員工均積極

落實能源管理系統。

有效採購設計創新的

節能服務及產品。

ISO 50001
審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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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重慶古苗寨

在內地，我們的保育力量延伸至當

地社區。為了保存石泉寨這個苗族

古寨的珍貴文化和自然面貌，瑞安

海鷗社重慶分社響應當地政府的倡

議，及時以行動守護古寨。

寧靜的石泉寨住有五百多名村民，

他們今天仍住在明清時期祖宗遺留

推動環保生活

透過具創意的活動，公司繼續向各地同事推廣綠色生活態度，舉

辦了不同的內部活動：

• 綠色辦公室運動：透過一系列的宣

傳推廣和問答遊戲，鼓勵同事在日

常工作中節約用紙及用電。

• 定期舉辦環保回收運動，收集

廢紙、玻璃瓶、舊衣物及衣飾配

件等。

• 舉辦比賽：透過徵文及攝影比賽，

推動員工珍惜大自然，分享環保生

活概念。

下來的木屋，使用當時的日用器

具。隨著該區即將發展成為旅遊景

點，義工隊前赴石泉寨，向村民推

廣廢物處理的知識，以助古寨及村

民應對旅遊業可能帶來的衝擊。守

護行動一直與當地政府和村民攜

手，重點保育古寨的原生態和歷史

文化。

保育行動

育苗行動計劃

北京植樹活動

綠色辦公室－
盆栽種植活動



58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我們積極引進新工具，以確保每

一位在瑞安地盤工作的同事均享

有安全而高效的工作環境。例如

「H」型鐵模存放架以妥善存放鋼

模及臨時垃圾槽警報系統。我們

會提供相應的培訓及監督，工人

的安全意識不斷提高，令我們感

到鼓舞。同時，我們落實安全施

工程序，令機房小組贏得香港職

業安全健康局二零一二年的建造

業安全推廣活動中最佳安全文化

活動小組的金獎。」

屯門十八區項目
機房大偈
陳坤源先生

瑞安建業重視培育人材，積極提倡職安

健以及工作與生活平衡，同時為各階層

員工提供專業及個人發展機會。

關愛員工

安全至上

集團建築業務一向重視職安健，我

們的工地意外率連續第五年保持在

個位數字水平。二零一二年的意外

率為每千工人六點七五宗，低於二

零一一年整體建造業平均意外率每

千工人五十宗。

公司管理層對職安健堅定承擔，根

據OHSAS 18001職業健康及安全管

理系統審核報告，公司設有清晰易

明的職安健管理系統，當中包括日

常的巡查和獎勵安全意識充足的前

線團隊，連同季度職安健會議和年

度審核和管理層檢討，均為公司的

優勢。公司舉辦一系列的推廣活動

有效令公司達致低意外率。

為鞏固工地安全文化，包括年度的

職安健指標研討會、承判商職安健

工作坊、安全行為修養工作小組每

半年進行的調查、工地推廣活動透

過遊戲和紀念品加強工人風險評估

的意識、管工茶聚、獨立工地巡

查、紅/黃牌紀律制度，以及優良工

地實務分享會等。安全模範工友均

獲嘉許。

在職業安全健康局與勞工處等機構

合辦的第十一屆香港職業安全健康

大獎中，瑞安建業勇奪安全管理制

度銀獎、工作安全行為大獎銀獎、

安全文化大獎優異獎，以及建造業

組別的安全表現大獎，以表揚公司

過去三年在職安健方面的優秀表現。

58

工地安全推廣活動

瑞安建業有限公司



59二零一二年年報

學習與發展

終身學習是瑞安精神企業文化的重

要元素，同時體現瑞安對人才的重

視。集團透過事業發展及培訓計

劃、自學為本的活動，有系統為不

同級別的員工在工作技能及個人發

展方面充分裝備。

事業發展計劃包括瑞安優才計劃、

見習管理人員計劃、見習工程師計

劃及學徒計劃，這些計劃為瑞安建

業提供全面的人才，推動集團業務

在各地不同的發展。

生活與工作平衡

僱員的身心健康，是衡量本公司表

現及價值的重要指標。瑞安建業積

極參與工作與生活平衡周，透過一

系列促進身心康盛的活動，包括健

康水果及飲料日、自由創藝、電影

欣賞、生日派對、脊骨護理講座及

保健按摩日，提高員工保持身心健

康的意識。

我們定期為員工舉辦康樂及義工活

動，鼓勵員工走出工作間，善用工

餘時間。集團設有社會服務假期，

讓員工利用假期參與社區服務，促

進工作與生活平衡之餘，亦可貢獻

社區。

瑞安建業提供的學習機會，包括嚴

謹的正規訓練、員工之間的日常交

流及個人自學計劃。為切合各級員

工的個別工作需要，我們提供全面

的培訓課程，包括：

保健按摩

自由創藝

內部

5,186小時

外間

6,564小時

二零一二年
培訓時數

• 高級行政人員培訓
• 進階管理課程
• 基礎管理課程
• 個人技能提升課程
• 新員工培訓
• 專業知識培訓
• 網上學習課程

另外，公司舉辦「午餐學堂」交流活

動，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有助員工增

進在常識層面，例如飲食營養、品

酒及魔術等知識，並有助培養學習

文化。另外，我們亦為員工設立圖

書館、書展及電子學習平台等自學

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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