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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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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盈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欣然提呈本環境、社會及管治
報告（「本報告」），以概覽本集團對影響營運的重大事宜的管理，包括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
本報告乃由本集團在亞太合規顧問及內控服務有限公司提供專業協助下編製。

編製基準及範圍

本報告乃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 －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而編製，並已遵守上市規則的「不遵守就解釋」條文。

本報告概述本集團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涵蓋本集團認為屬重大之經營活動－於香港提
供金融服務，包括證券、期貨及期權經紀及交易業務、融資服務、企業融資及其他顧問服務，以
及資產管理業務；及自營買賣業務。為優化和改進本報告中的披露，本集團已採取措施制訂政
策、記錄相關數據，以及實施和監察相關措施。本報告將於聯交所網站以中、英文版本刊發。
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報告期

本報告列載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期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聯絡資料

本集團歡迎　閣下對本報告提出任何可持續發展措施方面的反饋，請電郵至info@vcgroup.com.hk

與我們聯絡。



緒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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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擁有穩固基礎的金融服務集團，致力提供優質的金融服務及產品，以滿足大中華地區
客戶在投資及財富管理方面的不同需要。本集團之核心業務為提供金融服務，包括證券、期貨
及期權經紀及交易業務、融資服務、企業融資及其他顧問服務，以及資產管理業務；及自營買
賣業務。

可持續發展為本集團業務策略的組成部分，藉以取得業務上的卓越成就及提升維持長遠競爭力
的能力。本集團在營運中亦會同時考量環境、社會及管治因素，從而致力以持份者和社區為先，
以負責任及優化價值的方式經營。本集團之可持續策略乃以遵守適用法例規定、可持續原則及
持份者意見為基礎。本集團已制定並實施各項政策，管理及監察與環境、僱傭、營運慣例及社
區相關的風險。不同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管理方針詳情於本報告中闡述。



持份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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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了解持份者參與是持續改善其表現的主要動力之一。本集團已為廣泛的持份者設置多條
溝通渠道，以便更好地制定其業務策略，從而回應彼等的關注及期望、鞏固關係及預測潛在風
險。下表概覽本集團主要持份者及不同的溝通平台和方法。

主要持份者 期望 參與渠道
   

政府 • 遵守法例及規例
• 正當納稅
• 社區參與

• 實地視察檢查
• 藉工作會議、工作報告編製及

提交供相關政府部門審批以進
行研究及討論

• 年度及中期報告
• 網站

股東及投資者 • 投資回報
• 資訊披露及透明度
• 保障股東權益及公平對待

股東

• 股東週年大會及其他股東大會
• 年度及中期報告及公佈
• 於有需要時與投資者及分析師

會面

僱員 • 保障權利及利益
• 事業發展機會
• 自我實現
• 健康與安全

• 培訓、研討會、簡介會
• 內聯網和電郵

客戶 • 安全及高質量服務
• 穩定關係
• 資訊透明度
• 商業誠信及道德
• 資料私隱

• 網站
• 年度及中期報告
• 電郵及客戶服務熱線



持份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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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持份者 期望 參與渠道
   

供應商及夥伴 • 長期夥伴關係
• 坦誠合作
• 公平、公開
• 資訊共享
• 降低風險

• 業務會議、供應商座談會、電
話溝通、訪談

• 定期會面
• 檢討及評估

金融機構 • 遵守法例及規例
• 資訊披露

• 資訊披露
• 報告

傳媒 • 資訊透明度
• 與傳媒溝通

• 本公司及聯交所網站

公眾人士及社區 • 就業機會
• 社區參與
• 環境責任
• 社會責任

• 義工
• 慈善和社會投資
• 年度及中期報告



環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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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為一家金融服務供應商，其主要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並無重大影響。儘管如此，
本集團仍藉著制定相關節能減排措施以管理其排放及維持綠色營運，從而致力於不斷改進業務
環境層面之可持續發展。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發現在氣體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排污、產生有害及無害廢棄
物方面有任何不遵守相關法例及規例而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之情況。

排放物

空氣污染物排放

鑒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空氣污染物排放數量極少。本集團所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主要源自公司
汽車。

於報告期內，空氣污染物排放如下：

空氣污染物類別 單位 數量
   

氮氧化物(NOx) 公斤 16.63

二氧化硫(SO2) 公斤 0.47

懸浮粒子(PM) 公斤 1.22

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被視為造成氣候變化及全球暖化的主要因素之一。於本集團的營運過程中，能源消耗
佔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部分。本集團十分重視提高能源效益及減少能源消耗，藉以減低溫室氣
體排放。本集團已採納本報告「資源使用」一節所述的節能措施。

本集團不斷開拓中國市場之其他業務及投資機遇，以鞏固本集團之收益基礎。因此，僱員或須
前往內地公幹。為致力減少與乘坐飛機出差相關的溫室氣體排放，本集團分別於中國北京及西
安設立辦事處，並且鼓勵僱員盡可能進行視像會議，務求減少乘坐飛機出差的次數。



環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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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報告期內，溫室氣體排放如下：

溫室氣體排放類別 單位 數量
   

範圍1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85.32

範圍2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00.14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85.46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平方呎面積 0.015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

本集團的營運活動並無產生任何有害廢棄物。本集團之營運中，廢紙佔本集團產生之無害廢棄
物的最大比重。本集團努力減少營運用紙，並提高僱員的環保意識以減少廢紙。為此，本集團
已引入多項減少用紙措施。寄發給本公司股東的年報及中期報告等報告、以及信封、信紙與咭
片等文具，均以環保紙印刷。此外，打印機均預設為「雙面列印」，務求每一張紙均加以善用。
本集團亦提倡利用電子通訊以減少用紙，並且委聘回收公司回收廢紙再造。

除廢紙外，本集團營運產生的無害廢棄物亦包括用完的電腦消耗品及老舊電腦設備。墨水與碳
粉盒等用完的電腦消耗品會交由回收公司收集回收。老舊電腦設備則會捐給慈善團體或由回收
公司回收。

由於這是首個年度披露廢棄物產生數據，因此本集團並無記錄於報告期內產生的無害廢棄物數
量。然而，為更有效制訂措施減少所產生無害廢棄物數量，本集團將於來年開始記錄相關數據。

1範圍1：來自本集團擁有或控制的來源的直接排放。
2範圍2：來自本集團所消耗外購電力的發電過程的間接排放。



環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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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使用

本集團十分重視確保善用能源及資源。本集團致力通過採納綠色辦公室實務及激勵僱員參加資
源保護活動，提倡節約資源。電腦及其他電子設備在不需使用時亦應關掉以節省能源。

能源消耗

本集團能源消耗主要來自營業場所使用的外購電力及汽車使用的燃料。鑒於資源稀缺，本集團
提倡各種能源節約策略。電腦及其他電器設備在不使用時應予關掉。下班離開辦公室時關掉電
燈及空調系統。本集團亦鼓勵僱員於午膳時間關掉不必要的電燈。此外，我們鼓勵僱員將室內
氣溫保持於25℃這符合能源效益的水平。

於報告期內，能源消耗如下：

能源類別 單位 數量
   

外購電力 兆瓦時 253.34

汽油 兆瓦時 250.00

柴油 兆瓦時 37.47
   

能源總消耗量 兆瓦時 540.81
   

能源密度 兆瓦時╱平方呎面積 0.028
   

用水

本集團於租用辦公場所經營業務，供水完全受樓宇管理公司控制。在此情況下，本集團無法提
供用水數據，因為並無獨立的分表記錄用水數據。用水僅與僱員個人衛生所需有關，對本集團
業務而言並不重大。

環境及天然資源

鑒於本集團之業務性質，本集團並無發現業務活動有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憑
藉上述減少空氣污染物及溫室氣體排放、產生廢棄物及消耗資源之綠色辦公室實務，本集團致
力達致可持續環境及盡量減少對環境造成之影響。



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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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及勞工常規

僱傭

本集團相信，人力是推動本集團持續發展及取得成功的最重要資產和資源。因此，本集團致力
吸引及挽留人才，為僱員營造安全而平等的工作環境，提供發展機會及促進僱員的身心健康，
務求確保能實現集團創造一個有利而充滿活力的工作環境這價值觀。僱員手冊涵蓋本集團就補
償及解僱、聘用及擢升、工時、休息時間及其他待遇及福利之準則。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發現在補償及解僱、聘用及擢升、工時、休息時間、平等機會、多元
化、反歧視及其他待遇及福利方面有任何不遵守相關法例及規例而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之情
況。

反歧視、平等機會及多元化

本集團竭力建立多元化及包容的工作環境，全體僱員均同受尊重，一視同仁。本集團致力於有
關僱傭的各方面提供平等機會，營造一個任何員工均不會因資歷、國籍、性別、年齡、婚姻狀
況、殘疾狀況、種族、膚色、宗教或性取向而受到歧視或騷擾的工作環境。本集團嚴格遵守相關
法例及規例，包括香港法例第480章《性別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527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香港法例第487章《殘疾歧視條例》及香港法例第602章《種族歧視條例》。

薪酬及擢升

薪酬及擢升機會對挽留及激勵人才實現本集團關鍵目標而言至關重要。本集團根據僱員的功過、
資歷、表現及能力，以及遵照提供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及香港法例第608章《最低工資條
例》提供薪酬及升遷機會。本集團會參考市場上相關職位的薪酬而定期檢討薪金，確保其薪酬慣
例具競爭力之餘亦符合市場水平。僱員升遷方面，本集團會每年至少評核表現一次，以評估僱
員的整體表現，所取得的數據會用作考慮擢升時的參考。



社會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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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待遇及福利

為激烈僱員不斷為本集團的宗旨和目標而努力，本集團已採納長期獎勵計劃（購股權計劃及股
份獎勵計劃）及短期獎勵計劃（酌情花紅）。購股權、獎勵股份及酌情花紅會視乎本集團之業務
表現以及僱員在達致年度評核所列目標的成績而發放。

除獎勵計劃外，本集團亦根據香港法例第485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向僱員提供強制性公
積金，以及醫療福利及銷售佣金。僱員亦可享有年假、婚假、產假、侍產假及喪假等假期及休
假。本集團深明工作與生活平衡對一個有活力和生產力的工作場所非常重要，因此行政部亦會
舉辦戶外活動讓僱員放鬆心情及提倡健康的生活方式。

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極為重視保障每一位僱員的健康及安全。本集團嚴格遵守香港法例第509章《職業安全及
健康條例》，確保僱員的職業健康及安全。本集團致力為僱員提供及維持一個安全健康的工作
環境，以保障他們避免因工受傷。

本集團之行政部負責監察工作場所及確保任何不安全狀況均得到即時修正。本集團不時清洗地
氈，務求為僱員提供衛生的工作環境。此外，空調系統亦會定期清洗，以減低室內環境的塵埃
水平及提高通風系統效能。而為了提高僱員的安全意識，集團亦鼓勵僱員參加由辦公室物業管
理公司所舉辦之火警演習，為任何突發事件作好準備。為保障僱員在極端天氣下的安全，本集
團亦已制訂有關颱風及暴雨警告的特殊工作安排。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發現在提供安全及健康工作環境方面有任何不遵守相關法例及規例而
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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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及培訓

本集團認為僱員技能及知識是本集團業務持續發展及成功的關鍵。因此，本集團鼓勵僱員參加
培訓課程，藉以增長其技能及工作能力以配合業務需要及個人發展。本集團之合規部會為全體
僱員（尤其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註冊之持牌人員）舉辦內部培訓課程，並向彼等提供有關合規
事宜及監管規定的最新資訊。

除內部培訓外，所有全職僱員均會獲得培訓資助，以鼓勵僱員參加外界培訓課程及成為專業組
織會員。集團亦鼓勵僱員參加由認可專業機構舉辦的外界培訓課程，以更新彼等之專業知識及
留言市場動態。

本集團亦向所有全職僱員發放每日市場摘要，概述有關本地金融市場的消息，從而更新僱員的
金融知識。這不僅有助金融相關業務的僱員執行職務，並非金融相關業務的僱員亦可對本集團
業務有更深了解。

勞工準則

本集團致力於支持有效禁止聘用童工及消除任何形式的強逼及強制勞工。本集團遵守相關法例
及規例，包括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及香港法例第57B章《僱用兒童規例》，並嚴禁聘用任
何童工。招聘過程中，求職者須向人事部出示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年齡，藉以防止僱用童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發現在僱用童工或強制勞工方面有任何不遵守相關法例及規例而對本
集團造成重大影響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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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慣例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致力與提供金融資訊解決方案的供應商維持長期而穩定的關係。在甄選供應商時，本集
團會考慮價錢、交易平台的穩定性，客戶服務、能力及經驗，以及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績效。

產品責任

服務質素一向是本集團營運中最重視的一環。本集團持續提供優質服務，以符合客戶期望及使
其稱心滿意。

本集團相信，客戶意見對不斷進度及力臻完美而言是寶貴的助力。本集團已設立專門渠道，包
括傳真及電郵，歡迎客戶提供意見。至於任何爭議及投訴，本集團甫接報即會依循內部程序調
查及解決。

本集團深知妥善處理客戶資料的重要性。本集團遵守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並且採取嚴格措施保障客戶私隱，防止客戶個人資料遭挪用或外洩。客戶交易資料一概保密，
並且會小心謹慎處理。本集團已於僱員手冊中列明有關規定，並且規定僱員必須遵守有關禁止
未經授權披露保密資料之指引。

本集團一向十分重視保護其知識產權。本集團已於香港及澳門註冊多個網域名稱及不同商標，
包括「滙盈集團」。本集團會定期監察其網域名稱及商標，並於到期時續期。

反貪污

本集團致力維持高水平的商業道德及誠信。本集團嚴格遵守廉政公署執行的香港法例第201章
《防止賄賂條例》，以防止不道德行為。本集團訂有舉報政策，讓舉報人向管理層舉報任何不法
行當、貪污事件、規避內部監控、錯誤或不當財務或其他報告。

此外，本集團向全體僱員提供有關反洗錢活動之內部培訓。僱員須遵循有關客戶篩選與監察規
定及妥善記錄規定之內部指引，並依據監管當局發出之相關法例、守則及指引報告任何可疑情
況。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並無發現在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錢方面有任何不遵守相關法例及規例而
對本集團造成重大影響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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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社區投資

作為一間對社會負責任的企業，本集團一直關注視區所需，並致力為社區發展作出貢獻。本集
團鼓勵僱員付出時間和技能以為本地社區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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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章節 頁次

A.環境

A1：排放物

一般披露 「排放物」 6-7

關鍵績效指標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排放物－空氣污染物
排放」

6

關鍵績效指標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及（如適用）密度 「排放物－溫室氣體排
放」

7

關鍵績效指標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及（如適用）
密度

不適用於本集團業務。 不適用

關鍵績效指標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及（如適用）
密度

本集團將採取措施於
來年開始記錄相關數
據。

不適用

關鍵績效指標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排放物－溫室氣體排
放」

6

關鍵績效指標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
法、減低產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排放物－有害及無害
廢棄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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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章節 頁次

A2：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資源使用」 8

關鍵績效指標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
總耗量及密度

「資源使用－能源消
耗」

8

關鍵績效指標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 本集團無法取得用水
數據。

不適用

關鍵績效指標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資源使用－能源消
耗」

8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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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使用－用水」 8

關鍵績效指標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及（如
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不適用於本集團業務。 不適用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環境及天然資源」 8

關鍵績效指標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
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有關影響的
行動

並無發現業務活動有
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
成重大影響。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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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章節 頁次

B.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B1：僱傭

一般披露 「僱傭」 9-10

關鍵績效指標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
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 –

關鍵績效指標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
員流失比率

– –

B2：健康及安全

一般披露 「健康及安全」 10

關鍵績效指標B2.1 因工作關係而死亡的人數及比率 – –

關鍵績效指標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 –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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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3：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發展及培訓」 11

關鍵績效指標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的受訓僱員
百分比

– –

關鍵績效指標B3.2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劃分，每名僱員
完成受訓的平均時數

– –

B4：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勞工準則」 11

關鍵績效指標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
工及強制勞工

「勞工準則」 11

關鍵績效指標B4.2 描述在發現違規情況時消除有關情
況所採取的步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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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章節 頁次

營運慣例

B5：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供應鏈管理」 12

關鍵績效指標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 –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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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B6：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產品責任」 12

關鍵績效指標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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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關鍵績效指標B6.2 接獲關於產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
及應對方法

– –

關鍵績效指標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產權有關的
慣例

「產品責任」 12

關鍵績效指標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產品回收程序 – –

關鍵績效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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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責任」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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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範疇、層面、一般披露及關鍵績效指標 章節 頁次

B7：反貪污

一般披露 「反貪污」 12

關鍵績效指標B7.1 於匯報期內對發行人或其僱員提出
並已審結的貪污訴訟案件的數目及
訴訟結果

– –

關鍵績效指標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
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反貪污」 12

社區

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社區投資」 13

關鍵績效指標B8.1 專注貢獻範疇（如教育、環境事
宜、勞工需求、健康、文化、體
育）

– –

關鍵績效指標B8.2 在專注範疇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
時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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