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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可持續發展報告



港發成功維修及檢修引擎高達242台，出廠量創

歷史新高

以世界領先技術檢修勞斯萊斯最新引擎產品湍

流XWB

碳強度減少7.1%

善用資源，提高回收率至26.3%

善用水資源，並將耗水強度減少11.6%

獲得香港環境卓越大獎製造業及工業服務行業

優異證書

環境

制定港發的多元共融政策，以建立一個包容及

互助的工作環境

建立「匯明聚」（HAESL Women’s Network），

推動女性僱員權益及提供支援。

持續參與及捐款予社區支援項目及慈善活動

社會 經濟

重點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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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可持續發展報告是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

織（GRI）標準的「核心」方案框架編製而

成。本報告披露港發在可持續發展（包括策

略、目標、管理方法及我們的環境表現）方

面的承擔。本報告根據GRI特定議題披露要

求所報告的重大議題是透過重大性評核及持

份者共同參與釐定的。詳情載於「可持續發

展方法」一節。

呈報頻率
可持續發展報告每年刊發一次。港發早於2004、

2005及2006年發表年度《環境、健康及安全報告》，

其後在2007年改為發表《企業社會責任報告》，並由

2008年起發表《可持續發展報告》。過往報告均可

在 港 發 網 站https://www.haesl.com/en/sustainable-

development/sustainability-reports/下載。

範圍及界限
這份可持續發展報告詳述了有關我們在中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將軍澳的經營中，在社會、環境和經濟上所

面對的挑戰及機遇，以及為實現可持續發展所採取

的策略和解決方案的詳情。本報告涵蓋日期由2019

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本報告旨在就我們和

我們的持份者認為與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各項議題提

供全面、清晰、簡明的資料。

可持續發展指標
具公信力的報告建基於透明及有效的數據。我們在

報告中詳述所有相關組織部門在有關範圍的業務活

動資料。所有數據都經過驗證，以確保資料的完整

性。

報告內的數字指標均按標準商業慣例經過四捨五入。

在某些情況中，由於經過四捨五入，本報告所呈列

數字的總和未必相等於所呈列的總數，百分比亦未

必與所列數字完全相符。

報告保證
本報告是依循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標準：「核心」

方案編製而成。我們委託香港品質保證局就報告的

完整性和準確性進行審核。詳情請參考本報告附錄

中的相關聲明及GRI指標索引概要。

實用資料
本報告有英文及中文版本。其中一些稱銜，例如：

經理、員工，均平等表示為男和女，沒有作性別的區

分。

非常歡迎就我們的表現和行動發表意見，或建議我

們應如何改進本報告的內容和表達方式。請電郵至

sd@haesl.com或透過我們的網站 www.haesl.com 與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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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員工的健康和安全。於2019

年，我們調整了公司穿梭巴士的路線及同事的值班

時間，以降低員工因社會動蕩事件而面臨的任何風

險。我們時刻關注工作場所的安全情況，致力達致

員工零傷害。雖然過去五年發生的工傷事故大幅減

少，港發於2019年一共發生7宗與工時損失相關的工

傷事故，大部份與缺乏空間意識或因打滑跌倒有關。

令人欣慰的是，工傷事故並不嚴重，我們的工作日

損失率也較四年前大幅降低。

我們繼續堅持對環境的承諾及社區的參與。我們注

資多項環境改善計劃，提升我們的環保表現。設於

第六期大樓天台的太陽能光伏板已於2019年中旬開

始運作，太陽能光伏板的進一階段計劃將於2020年

第三季度前開始安裝並投入運作。於2019年，我們亦

致力提高員工減碳意識、推動節約用水及善用資源。

2019年是港發成長及發展振奮人心的一年。我們維

修及檢修了242台引擎，這是自1998年開始營運以來

達成的最高引擎出廠數量。同時，我們為客戶提供

強大的支援服務及有利的周轉時間。

我們成功的核心是營運團隊及所有後援部門的團隊

合作力量。勞斯萊斯認可港發的工藝及表現，在全

球前120名供應商中，我們獲頒發為「可信賴卓越交

付獎」的前三名公司之一。

透過壯大我們的團隊規模及優化工廠設施，我們才

可成功突破引擎出廠量紀錄。於2019年，我們新增了

100多名僱員，為經驗豐富的團隊注入年輕活力與熱

情。目前新建的第六期大樓於2019年已完全投入營

運，不僅提供額外的營運空間，亦更便於我們騰出

空間用作擴展收貨及存儲區域。我們也在第六期大

樓天台為員工新增額外的康樂設施，包括網球場、

健身室、音樂室及園藝活動空間。

港發未來發展的重點是兩款最新的勞斯萊斯引擎（即

湍流XWB-84及湍流XWB-97引擎，兩者皆為空中巴

士A350飛機提供動力），包括相關的引擎保養、維修

及檢修能力。我們開創、強化及不斷提升我們處理

湍流XWB引擎的能力。這將對我們未來數年的發展

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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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港發財務及社會貢獻表現突出的

一年。我希望藉此機會感謝我們所有員工

的辛勤工作和全心奉獻，以及持份者不懈

的支持。我們將繼續積極地作出正面的社

會影響，並致力達成我們的願景—“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於2019年初，我們創立港發「匯明聚」（HAESL Women’s 

Network）。我們的目標是確保港發提供一個男女機

會平等的愉快工作環境；讓我們的女性員工能完全

發揮她們職業上的潛能，不論以個人，或作為一名

領導者而論。我們亦制定多元共融政策，以提供一

個不分年齡、性別、殘疾或種族均享平等機會的環

境。我們相信一個兼納支持及包容的工作團隊能惠

及所有員工。

董事及總經理

白祈禮

+20%
廢物回收量

-7.1%
碳強度

-11.6%
耗水強度

各項措施讓我們減少7.1%的碳排放（按工時算），減

少11.6%的耗水量（按工時算）以及增加20%的廢物回

收量。我們亦向社區捐款超過港幣628,000元，用於

支持不同的慈善活動，包括大學生的獎學金、支援

青年發展、殘疾及弱勢社會群體以及環保活動。我

們很榮幸連續五年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

關懷」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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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

司（港發）為全球擁有空中巴士和

波音飛機機隊的頂級航空公司提供

世界一流的勞斯萊斯航空發動機與

零部件維修服務。可持續發展是港發

追求的核心策略目標之一，矢志為我

們的所有持份者和股東創造長期價值。

港發的成立可追溯至1940年代，太古集團

發現了航空業務商機無限。雖然，當時太

古集團沒有任何航空業務的經驗，但憑著專

業的船隻維修工程技術，成立了太平洋飛機維修

公司（PAMAS），並於1950年與渣甸航空保養公司

（JAMCo）合併為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港機工程） 

。

隨著航空服務需求增加，港機工程意欲發展亞洲區

的業務，因此踏出策略性的一步，與一家領頭的飛

機引擎原製造商（OEM）合作。於是，港發在1995年
於香港成立，由勞斯萊斯公司  及港機工程各持

一半股權，選址於香港將軍澳工業邨。港發於1997

年開業，測試了其第一台勞斯萊斯湍流700引擎。多

年來，港發不斷完善維修和檢修勞斯萊斯RB211和

湍流系列引擎的能力。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港發自

成立以來已經為超過3,950台勞斯萊斯引擎進行了檢

修。

借助勞斯萊斯公司作為原始設備製造商的優勢，結合

港發在亞洲作為保養維修企業的經驗，這樣的制勝

組合讓港發得以為客戶提供最全面優質的服務，並

被認可為卓越的可持續發展企業。展望未來，港發將

繼續開發全面檢修湍流XWB引擎的知識和能力。隨

著佔地15,000平方米的工場—第六期大樓的啟用，港

發將繼續發展，並努力實現“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的願景。

有關我們業務和最新發展的更多資訊，請參考

本 報 告「業 務 及 價 值 鏈」一 節 以 及 我 們 的 網 站 
www.haesl.com 。

1995

港發成立

1997

港發開始營運

2019

港發為超過3,950台勞
斯萊斯引擎進行檢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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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的願景及可持續發展策略

港發的願景：

港發的願景是成為全世界最佳航空發動機保養、維修及檢修企業，透過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與我們的持份者

共享長期價值。全賴於我們持續在協定時間內提供所需服務，同時保持最高服務標準的能力。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奠基於港發可持續發展憲章。憲章的

四大元素將支持港發實現其願景。

前兩項元素旨在提供可靠並具成本效益的維修

服務，對於贏得客戶信賴至關重要，並為股

東及持份者持續創造價值。於此方面脫穎

而出將可確保我們能夠保留現有客戶及

吸引新客戶，發展新的業務及能力，從

而為本港社區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後兩項元素著重盡量減少對環境的負面影響，促進

社區發展。秉持這兩項原則，我們致力成為負責任

的企業公民，實現我們“Best for the World”的目標。

透過遵行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憲章，秉承我們的核心

價值，我們將共同努力實現港發的願景。

「 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

值得信賴

保護環境

經濟可持續 融入社區

我們的核心價值

“TEA & RICE”

團隊精神

、互相尊重

建立誠信 勇於承擔 追求卓越

有關港發可持續發展的政策、可持續發展的框架和

方法的所有資訊已詳列於《港發工程流程手冊》，可

供全體員工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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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及合規
以合乎道德的方式開展業務並遵守所有適用法律對

於港發作為可持續和有社會責任的企業而言非常重

要。我們的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團隊將監督和管理有

關我們業務的道德及合規議題放在首位。我們與勞

斯萊斯公司每季舉行道德及合規電話會議，由高級

管理層和職能主管負責審核各項議題，同時分享最

佳實踐方案。

港發行為守則詳列本公司期望的原則和標準，該守

則可在 www.haesl.com 在線瀏覽。此外，港發在反

貪污、競爭合規和客戶私隱方面有以下既定的政策

和程序：

我們會透過入職培訓向所有新員工介紹此類政策，

亦會向所有現有員工提供進修培訓，加強講解。我

們每月會向所有新員工提供價值觀、行為守則及合

規方面的培訓課程，旨在幫助員工更好地理解公司

的政策要求。

我們還採取措施培養和促進「溝通」的商業文化，讓

我們的員工可以坦然地表達意見。我們自勞斯萊斯

引入「道德困境討論」的練習，讓我們的員工明白在

面臨道德困境時應該如何處理以及與誰交談。我們

建立了一個匿名報告機制，即由第三方公司營運的

「道德指引系統」，為我們的員工提供一個安全直接

的渠道，以報告潛在的不道德或不合規活動。

我們的高級管理團隊負責審查任何潛在不道德或不

合規行為報告，並向董事會直接報告任何相關事宜。

資訊安全 
政策

競爭法合規 
手冊

禮品和 
款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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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治架構及委員會

公司管治

港發董事局將策略性管治視為管理公司的首要任務，

亦是港發以各持份者的利益為先的管治導向。港發

策略性管治的成效為港發實現各種目標的價值、聲

譽和能力奠下基礎。

董事局由六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均由各股東按其專

長和資歷委任。港機工程和勞斯萊斯公司分別委任

三名董事，每年開會四次。

高級管理團隊

港發的高級管理團隊由董事及總經理白祈禮先生帶

領，成員分別包括負責執行商業活動、財務及行政

以及營運管理的三位總經理。他們組成港發執行委

員會，負責制訂港發的長遠目標和策略，確立公司

政策的方向和原則。高級管理團隊決定公司業務範

疇的發展、管理層人事調配和資源分配，並負責財

務方針及報告。

可持續發展管治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管治委員會負責管治可持續發展事宜，

制定可持續發展策略並定期舉行會議以監管有關活

動。

該委員會由高級管理團隊、人力資源經理及可持續

發展經理組成。該委員會確保公司的商業目標和營

運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承諾，通過實施適當和有效的

政策確保達到我們的股東及持份者對可持續發展的

期望。這些政策包括計劃、執行、檢討、改善企業社

會責任和環保項目，以配合可持續發展策略。

安全審查委員會

港發安全審查委員會由高級管理團隊、品質保證經

理與安全及改善經理組成，負責管治風險、安全及

品質方面的管理系統。該委員會亦為執行這些管理

系統及監察各系統的效能提供資源和協助。

其他委員會

超過1,000名員工在我們的設施內參與支持發動機大

修和部件修理工作。各職能之間的緊密關係對我們

的成功至關重要。港發管理團隊致力確保全體員工

朝著我們的願景前進。

為確保管理層與各級員工保持良好溝通，港發亦就

幾個主要的業務範疇成立不同委員會，其中包括職

業安全與健康績效審查組、勞資協商委員會和合約

僱員會。職業安全與健康績效審查組由營運總經理

帶領，成員包括各職能主管，每兩個月開會一次，商

討有關職安健的問題、風險和改善機遇。勞資協商

委員會和合約僱員會建立一個溝通平台，讓員工代

表與一位高級管理團隊成員以及人力資源經理定期

會面，一同討論僱員關注的事宜。所有港發員工在

加入公司時即自動成為勞資協商委員會或合約僱員

會的成員，具體取決於他們的工作職級，並且合資

格選出他們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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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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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所有參與評核的持份者介紹評核的目的，然後邀請他們

通過面對面訪談或電子郵件調查問卷

評核可持續性議題的重大性。我們對

持份者的回應進行整合並製作成以下

的重大性示意圖。

了解各種可持續性議題的重大性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2018年，港發進行了詳細的重大性評核，以確定和評核對我們業務和持份者最重要的可持續性

議題。

根據GRI標準，議題的重大性在兩個方面定義，即1) 議題是否反映港發對經濟、社會和環境的顯著影響，以及2) 議題是否對港發持份者的決策產生顯著影響。我

們識別到以下持份者並邀請他們參與了我們的評核：

政府當局客戶
員工

（包括管理人員和 

一般員工）

供應商和業務 
合作夥伴

本港社區組織股東董事局成員

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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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持份者評核整合而成的重大性示意圖

對
反
映
港
發
經
濟
、
環
境
及
社
會
影
響
的
顯
著
性

對持份者決策產生影響的顯著性

議題描述

14

20

21 19

18

17

16

15
13 12 10

8

6

4

3

5

1
2

9

11

7

22

在22個列出的議題中，我們的持份者對11個議題給出了較高評分，並被評核為對港發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在本報告中，根據GRI標準，重要議題以特定議題的

披露要求優先作出披露。下表顯示各個議題相關信息在報告中的位置。

# 重要議題

1 員工職業健康及安全 
2 社會經濟法規合規

3 反貪污

4 環境法規合規

5 經濟績效

6 客戶健康及安全

7 水及廢水管理

8 反競爭行為

9 廢棄物管理

10 客戶私隱
11 能源使用
12 當地勞工市場影響
13 物料管理
14 排放
15 員工招聘
16 員工職業發展
17 勞資溝通
18 反歧視
19 員工多樣性及平等機會
20 供應商環境議題表現評核
21 本港社區
22 間接經濟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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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議題 哪裡可以找到相關信息 頁數

員工職業健康及安全 珍惜人才 15–23

社會經濟法規合規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6–10

反貪污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6–10

環境法規合規 保護環境 33–39

經濟績效 業務及價值鏈 40–44

客戶健康及安全 業務及價值鏈 40–44

水及廢水管理 保護環境 33–39

反競爭行為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6–10

廢棄物管理 保護環境 33–39

客戶私隱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6–10

能源使用 保護環境 33–39

重大性評核除了對定義本報告的內容非常重要外，還幫助港發了解其持份者最重視的事項，這將決定我們如何制訂可持續發展策略和如何開展有關可持續發展

的活動。



珍惜
人才



港發深明，打造一支敬業勤勉、具有堅實

的安全文化和積極追求持續發展的員工

隊伍，對我們業務的成功和可持續發展至

關重要。我們採取的主要策略之一是透過

積極互動、人才發展和建立互相支援的文

化，從而不斷完善我們吸引和留住人才的

方式。

珍
惜
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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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工作場所安全放在首位，因此，與員工共同

努力建立優良的安全文化並消除工作場所的安全隱

患至關重要。我們已制定多項舉措提升員工的參與

度及支持他們發揮自己的潛能，全年為員工舉辦在

職培訓、軟技能培訓、安全培訓、部門外出培訓及各

種團建活動。我們每年檢討薪酬政策，確保我們在

市場保持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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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員工團隊
僱員資料統計（按性別、年齡及服務年期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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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強大的員工團隊

多元共融

我們信奉，機會面前人人平等。我們亦深明，我們的

業務得益於員工的多樣化。我們致力為全體員工建

立一個共融互助的工作環境，不分年齡、性別、家庭

狀況、殘障、種族、族裔、國籍、宗教及╱或政見。

我們絕不容忍基於任何理由的歧視、欺凌、騷擾或

傷害行為。基於上述原則，我們在2019年制定了多

元共融政策，以推動共融文化並創造愉悅的工作場

所。

深入了解多元共融意義重大。我們為管理團隊舉辦

了一個關於「無意識偏見」的研討會，以幫助他們理

解內隱偏見以及他們如何在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影

響決策。港發亦開展宣傳活動幫助員工更好地熟悉

多元共融政策，例如在聖誕晚會上設置互動遊戲攤

位。

保養、維修及檢修行業傳統上以男性為主導。在港

發，我們希望確保我們的工作場所為男性和女性均

提供良好的工作環境。港發注意到其僱員中女性的

比例較低後，在2019年建立匯明聚（HAESL Women’s 

Network (HWN)）。匯明聚的目的是透過共享資訊、

尋找學習機會、支援同儕和提高對女性議題的認識

以授權及支援女性員工。匯明聚由匯明聚委員會支

援和統籌，並受高級管理層組成的港發多元化指導

委員會監督。匯明聚委員會除策劃組織匯明聚的活

動外，亦負責確定女性在工作場所所關注的問題，

並向指導委員會提供建議，同時透過培訓和教育推

動公司上下更深入了解性別平等議題。

在2019年，匯明聚舉辦了一系列研討會、瑜伽課程

及健康講座，以促進女性員工的心理健康和工作生

活平衡。為更好地理解港發女性僱員的觀點，更邀

請女工程師在我們公司的刊物「港發資聲」分享她們

的經驗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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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重視員工的觀點和意見。除員工問卷調查外，

我們鼓勵員工透過「員工建議計劃」提出意見，收集

到的建議將轉交有關部門檢討及採取行動。我們會

定期評估所收集的建議，並表彰和獎勵提供最有價

值建議的員工。

溝通渠道

管理層和員工間有效的雙向溝通是提高員工參與度

的重要元素。港發已建立多種渠道確保員工的意見

能夠傳達至管理團隊。

董事及總經理每六個月舉行一次員工簡報會，為員

工提供一個直接溝通的平台，發佈公司主要財務業

績、經營表現、業務前景和優先事項的最新消息。在

簡報會上，我們鼓勵員工直接向高級管理層提出問

題和建議。

我們的管理層定期與勞資協商委員會和合約僱員會

舉行會議，以回應有關員工福利的關注和意見。

公司信息如政策更新、健康和安全活動、最新公告

和員工活動等，會通過海報和電視以及我們的內聯

網和港發手機應用程式發佈。員工可以利用遍佈公

司各處的電腦瀏覽我們的內聯網，亦可在自己的手

機上安裝港發應用程式，此為發佈醫療服務地點、

巴士安排、員工購物優惠、每日食堂菜單和各項活

動更新等日常信息提供了一個有效的平台。

我們亦設有季度員工刊物「港發資聲」，讓員工能全

面了解港發的情況。刊物內容包括業務表現、安全

和質量更新、資深同事訪談、員工福利、可持續發展

活動和康樂活動。

員工參與

港發持續通過多種渠道收集員工的意見，與員工進

行互動。我們鼓勵開放式合作、參與和互動，讓每個

人都能發揮潛能，盡展所長。

港發每年會開展員工問卷調查，內容涵蓋13個領域，

包括：團隊合作、尊重、誠信、承諾、卓越、健康與

安全、社區與義工工作、溝通、員工表彰、工作設

計、培訓與發展、工作滿足感以及在2019年新加入

的多元共融。調查以匿名方式開展，鼓勵員工對所

調查問題提供意見。所有意見經過分析後直接與高

級管理層團隊進行討論。調查有助港發了解影響員

工發揮表現的因素、員工的需求以及組織改進的空

間。為更全面和深入地了解調查結果，我們安排多

場管理層與員工之間的焦點小組會議。員工可於焦

點小組內自由提出建議和關注事項。管理層對該等

意見的回應會通過公司刊物和部門會議向全體員工

傳達。整體而言，員工對員工問卷調查的反應良好，

評分較去年有所上升。2019年，共收到829份調查問

卷，回應率為74%，普遍反饋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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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Storyboard簡報會

為促進公司內部的溝通，董事及總經理每年均會

拍攝關於公司發展情況和業務重心的視頻，命名

為「Storyboard」。部門主管會先向所有員工介紹視

頻，然後進行問答。Storyboard旨在為管理層與員工

提供一個討論及推動公司發展及最新活動的平台。

2019年，Storyboard涵蓋港發2019年業務展望、湍

流XWB-97維修能力、第六期新設施進展、直屬員工

增長、高效績文化的發展情況及「我關心，我節約（ I 

Care I Save）」計劃的推出。

溝通渠道 頻次

港發Storyboard 每年

董事及總經理簡報會 每半年

勞資協商委員會及合約僱員會會議 每月

部門簡報會 每週

團隊簡報會、內聯網及港發應用程式 每天

員工設施和健康

為員工提供良好的設施和幫助彼等實現身心健康，

是港發支持員工健康方針的關鍵要素。港發為員工

提供廣泛的醫療福利，員工可在香港各區使用醫療

服務，並可選擇在港發廠房內或其他診所接受物理

治療。為方便日常通勤，港發安排了連接港發和大

部分主要住宅區的員工巴士，並補貼車資。我們的

員工餐廳每天以優惠價格提供餐飲。港發亦設有一

個活躍的康毅會，並提供各種康樂設施，包括健身

室、籃球場、網球場、乒乓球和音樂設施。

健康的員工更快樂、更投入工作，同時生產力更高。

年內，我們為員工舉辦有關身心健康的講座，以提

升彼等工作過程中的身體健康、培養彼等健康的工

作習慣，保持彼等的情緒健康。2019年舉行的講座

內容包括「有效體重控制計劃」及「頭髮和皮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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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培訓

我們認為員工有必要認清彼等對維護安全和健康工

作環境的作用，了解新工作環境中的所有潛在危險，

因此新員工入職港發時均會接受安全培訓。

除入職培訓外，公司亦按個別需要提供安全管理培

訓、強制安全培訓、人為因素培訓及特殊工種的安

全培訓。

員工發展
作為一家提供飛機發動機檢修及零部件維修的企業，我們要求員工保持高水準的能力，掌握正確的技能，

同時擁有與安全、維修技巧、航空條例和顧客要求等相關的知識。我們為各個職級的員工提供專業及認可

的培訓計劃。

我們根據每年的培訓需求分析結果提供培訓並透過針對所有員工的員工培訓矩陣管理培訓。我們會每年

檢討及更新每名員工的培訓計劃。2019年，港發共提供超逾45,500小時的員工培訓活動，每名員工的平均

培訓時數超逾40小時。

員工類別
2019年12月31日 

員工人數 2019年總培訓時數
2019年平均培訓時數 

（小時╱每名員工）

普通員工 992 40,856 41.19

監管員工 85 3,263 38.39

管理團隊 44 1,400 31.82

總數 1,121 45,520 40.61

>45,500
小時培訓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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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員工技能發展及終身學習

為支持業務增長，港發近年大幅增加員工人數。我

們為所有新員工制定按步就班的技能發展計劃，確

保我們的員工都稱職，並具備適當的技能。計劃涵

蓋工作技能、能力及職能。我們亦提供相關講師指

導技術課程，如新入職實習培訓。

除技術培訓外，新員工於首六個月內亦會學習基本

精益轉型、高效績文化和環境保護最佳實踐等課程。

技能發展計劃旨在幫助新員工快速適應我們的工作

環境和公司文化。

港發支持員工終身學習，向員工提供進修培訓和進

一步培訓課程。

導師計劃、好友計劃和  
關愛大使計劃

我們深明幫助新員工融入本公司的重要性，尤其是

剛畢業踏足職場的年輕一代。我們推出導師計劃及

好友計劃，指派資深員工作為新員工的導師，幫助

他們學習所需技能和技巧，並在本公司內部建立人

事關係以獲得支持和引導。

我們在2018年推出了關愛大使計劃，旨在協助新員

工踏上他們在港發的職業之路。在這項計劃中，資

深及經驗豐富的特選員工被委任為關愛大使，從新

員工的第一個工作日到第一年的培訓期間進行引導

及開展職業發展活動。關愛大使亦將觀察新員工的

發展進度，為他們提供建議和回應，並發現他們的

優勢和需進一步發展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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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文化
工作場所的職業安全是港發的重中之重。我們的高

級管理層將安全置於首位，目標是達到「零意外」。我

們採用OHSAS 18001國際職業健康安全管理標準，

管理及維護我們的健康和安全環境。為實現工作場

所「零意外」的目標，我們透過監察我們的安全表現，

識別工作場所的危害，持續提高我們員工的安全意

識。

高級管理層承諾

我們認識到領導層對建立支持和促進職業安全與健

康的文化尤其重要。我們的高級管理層每週聯同各

負責部門的經理及安全與健康團隊成員一起進行安

全巡視，以發現潛在危害。由此表現出高級管理層

對工作場所安全的高度承諾。2019年在巡視中亦發

現443個安全隱患。職業安全與健康（職安健）績效審

查組負責監管所有活動的安全。審查組定期召開會

議，監察安全表現及回應於工作場所發現的危害。

所有工作場所事故均按照事故報告程序上報，然後

在職安健績效審查組會議上報告相關統計資料。

員工投入

危害管理

員工對其所在工作場所的潛在危害和風險最為了

解，因此員工的參與對確保安全十分關鍵。前線員

工與港發的風險評估員會協力合作，以根據「工作安

全評估」計劃識別、分析及緩解危害。

「工作安全評估」識別、評估和管理工作相關危害，

以將其發生的影響及可能性降低至合理的可接受程

度。所識別的各項潛在危害會透過職業安全和產品

安全的標準計分機制進行風險評估，被評定屬於高

或中度風險的問題需於指定時間內改善。

主動報告

我們鼓勵員工主動報告危害健康和安全的問題，以

減低意外發生的可能。「我關心，我報告+我解決」（ I 

Care I Report (ICIR)+I Resolve）通報機制鼓勵提交報

告的員工與同事合作解決安全問題。

員工提交的每份ICIR報告都會按照ICIR計分機制的

四個主要範疇—質量、嚴重性、發生的可能性及為

改善而付出的努力進行評定。於2019年，員工合共

提交了3,248份ICIR報告，較2018年多628份。遺憾的

是，我們的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比率由0.34小幅增至

0.54。港發管理層認為所有受傷事故均可避免，並

將致力減少2020年的受傷數目。安全仍為我們的首

要任務。我們的損失工作日比率由2018年增至2019

年的11.7，反映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數目增加。我們的

目標是達到「零意外」。

港發相信「我關心，我報告+我解決」機制不斷鼓勵所

有員工積極參與安全相關事項以及共同承擔健康與

安全方面的責任。

工作場所
零意外

我關心
我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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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STINE CONDITION 培訓職業安全與健康工作組

職業安全與健康工作組是員工與職安健績效審查組

之間的溝通橋樑。成員為員工代表，每年由員工選

出。工作組每月開會一次，目的是協助推行安全政

策、提出新的安全建議方案、定期進行現場巡查、就

符合職安健規定的實用性提出意見、安排職安健推

廣活動以及在職安健方面為全體員工帶來正面的影

響。

Pristine Condit ion

為在工作場所推廣良好健康與安全做法，港發委聘

「Pristine Condition」提供體力處理培訓。

「Pristine Condition」培訓包括三個部分。首先向參

與者介紹體力處理理論，對人力提舉事項及知識有

基本的了解。其次由培訓員實際示範說明提舉程序

並強調提舉相關的注意事項。最後進行小組角色扮

演，研習可能出現的情況及其處理方法。

於2019年，Pristine Condition教練培訓出一隊港發員

工核心團隊，向其他員工宣傳、推廣及培訓Pristine 

Condition原則，讓每個人均能在工作場所應用及遵

循正確的體力處理技術。我們張貼海報及於內聯網

展示橫額，提醒員工注意正確的體力處理方式。透

過宣傳和培訓，我們加強員工的安全意識，從而構

建更加安全的工作場所。

注意事項

小組角色扮演

人力提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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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明白溝通及支援社區的重要性。自成

立多年以來，我們建立多種渠道及計劃以

履行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並鼓勵我們的

員工支援本港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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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參與香港社會服務聯會舉辦的「商界展關懷」，並獲頒發「5年Plus商界展關懷標

誌」，以表彰本公司開展一系列企業社會責任活動持續關懷僱員、關注環境及服務社

區。

港發於2019年投資81,000美元支援社區，較2018年增加18%，該款項用於各

類慈善事業，諸如為大學生提供獎學金，為青少年發展、殘疾人士及弱勢

社群捐款，以及支持環保活動等。於2019年，港發共有293人參與了15個可

持續發展活動，義工服務超過700個小時。由於2019年下半年香港發生社會

活動，多項活動被取消，當中包括年度的重點項目 — 慈善腳踏車格蘭披治

大賽。

港發將持續為重大活動及向致力於兒童及青年發展或環境保護的非牟利組

織作出慈善捐助。我們實施義工服務假期政策，鼓勵我們的員工為社區提

供義工服務。

支援本港社區

8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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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與青少年發展

資助教育需要

港發相信教育是發展潛能及培育人才之道。港發為

於香港繼續深造與工作有關領域的員工及在本港就

讀大學的員工子女提供助學金，亦為香港理工大學

工程學系的學生提供獎學金。2019年，港發繼續組

織各類背景的學生參觀我們的廠房和參加我們的就

業講座，透過展示業內的高水平技能及專業知識，

促進航空教育及航空知識科普。我們亦為香港科技

大學提供贊助以支援其航空相關的興趣團體。

關愛播道
兒童之家

港發持之以恆

地支持播道兒

童之家，為困難

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提供食物、住所、諮詢及精神

指導。

於2019年1月，我們在播道兒童之家和孩子們一起參

與一名認證樹藝師舉辦的樹藝工作坊。8月，我們的

義工與播道兒童之家的青少年一起參加導盲犬認知

講座並進行各項活動，培養孩子們對各類殘疾人士

的同理心。我們亦舉辦夏季慈善義賣，出售播道兒

童之家的兒童製作的植物標本和多肉植物。從設計

到製作、從宣傳到銷售，孩子們獲得各展才華的機

會。播道兒童之家募集及獲捐贈逾港幣13,000元。10

月，港發支援播道兒童之家慈善籌款日。

促進青少年發展

通過我們組織的活動及事項，我們旨在為年輕人提

供一個人人可以享受的無歧視環境，並為實現教育

機會均等提供支援，幫助他們充分發揮潛能。

小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2019

2月，港發員工的子女參加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小

畫家，大夢想」繪畫比賽，以支持中國的「為弱勢兒童

捐款（Cash Transfer for Deprived Children）」項目，

並向當地兒童傳達鼓勵訊息。透過比賽，我們鼓勵

員工的子女了解弱勢社群，表達他們對更美好世界

的期望，並將「兒童互助」的精神轉化為行動。

香港外展越野挑戰賽

3月，我們的16名義工參加外展越野挑戰賽2019。該

項挑戰賽旨在為參與者提供一個挑戰身心的機會，

並培養他們的團隊精神、領導能力及解決問題的技

巧。2019年籌集的資金已用於資助弱勢青少年參加

外展訓練課程，幫助他們實現個人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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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香港長者

為感謝長者對社會的貢獻，我們為長者舉辦了多項

活動。2019年年初，我們向位於油麻地的救世軍長者

中心捐贈了一箱剩餘的掛曆。6月，我們向位於竹園

的新生精神康復會的成員捐贈了150個粽子。7月，

港發成員與救世軍合作，向九龍城的獨居長者發送

保暖餐盒及送上真摯祝福。

參觀大棠有機生態園

12月，20名港發義工通過與聖雅各福群會合作，與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一起參觀大棠有機生態園。

我們的義工陪同家屬參觀，了解公園的生態系統。活

動結束後，我們更加了解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及

其家庭的需求。通過理解和提供支援互助的環境，

我們相信每一個孩子都可以發光、表達自我及取得

發展。

關愛廣大社區

慈善腳踏車大賽2019

港發為2019年慈善腳踏車格蘭披治大賽設計了三部

腳踏車，分別為一級方程式腳踏車、奇趣腳踏車及

新型家庭腳踏車。通過與聖雅各福群會 — 家庭喜點

合作，我們使用從公司收集的膠樽，與康復人士共

同裝飾家庭腳踏車的整流罩，以彰顯回收利用的必

要性。為宣傳環境保護，我們設計了 一 款虎鯨主題

的奇趣腳踏車。遺憾的是，2019年的大賽被取消。

然而，我們均期待參加下一屆慈善腳踏車大賽，並

為香港圓桌會籌款，以支持本港及區域慈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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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區進行的其他籌款及捐款

• 1月，港發員工為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的弱勢家庭捐贈兩箱剩餘的掛曆。

• 4月和5月，我們設立捐款箱為紅十字會籌集善款，並在10月舉辦了捐血日。

• 6月，我們參加了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賣旗籌款日，支持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發展環保事業。

• 10月，我們的義工參加了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的賣旗日，對抗認知障礙症。

• 12月，我們舉辦了奧比斯世界視覺日活動，提高員工對失明的認識，並支持奧比斯改善更廣大社群的

眼睛健康，在世界範圍內提升視力保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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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環境

支持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作為世界自然基金會的長期支持者，港發繼續為該

基金及其倡議作出貢獻。於2019年3月，我們參加世

界自然基金會的地球一小時活動。我們亦組織了一

個種植工作坊，讓我們的員工利用回收的膠樽種植

自己的植物盆栽，並裝飾港發的圍欄。此舉體現我

們以創新方式支持環境保護。此外，我們亦組織了

一個展覽，展示應對氣候變化的綠色生活方式，包

括審查工作場所的用電量。

5月，我們參加了世界自然基金會有關米埔自然保護

區的基圍濕地時光之旅。港發義工參觀了博物館，

深入了解基圍文化，並體驗捕蝦的樂趣。該項活動

有助於提高義工對環保及可持續利用香港濕地的意

識。

綠色力量環島行2019

1月，港發的2個志願者隊伍參加綠色力量環島行（綠

色力量年度大型慈善募捐步行馬拉松），鼓勵員工探

索自然，欣賞香港豐富的生態資源。舉辦單位籌集

的捐款將用於環境教育和保護，包括各種環境監測

計劃，以及促進本港學校的環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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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岸線清理

12月，港發義工參與青龍頭海岸線清理活動，幫助恢復海岸線清潔。該活動讓義工親身體驗香港海洋污染

問題，以及塑膠製品對環境的影響。

為未來種植

港發參與各類種植活動，積極推廣樹木保育。4月，員工參與長春社舉辦的植樹

活動，活動設有植樹、遠足等各項任務。通過這一挑戰，我們的員工更了

解氣候變化的影響，以及傳播「拯救樹木，保護自然」信息的重要性。此

外，我們的義工參加了長春社的活動，與塱原農民一起合作，保護

禾花雀的生境。該團隊亦參與了一系列水稻種植任務及其他相

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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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社  
守護塱原生態農社

世界自然基金會 
基圍濕地時光之旅

與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兒童一起參觀大棠 
有機生態園

長春社  
植樹活動

環保活動和計劃

綠色力量環島行2019

社區參與活動

白沙澳青年旅舍 
義工活動

• 播道兒童之家  
新年聚会

• 播道兒童之家導盲犬認知講座 
播道兒童之家賣旗日

• 與長者齊烹飪

• 義賣樂廚坊粽子
• 2019年捐血活動
• 奧比斯世界視覺日
• 向香港聖公會麥理浩夫人中心捐贈掛曆及
畫布

• 紅十字會賣旗日捐款
• 香港認知障礙症協會賣旗日捐款
• 粽子慈善捐贈
• 新人團建工作坊
• 播道兒童之家夏季慈善義賣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小畫家，大夢想」

• 聖雅各福群會
• 「PET膠樽升級再造工作坊」
• 外展越野挑戰賽2019

• 太古地產「書出愛心」捐贈活動
• 綠領行動利是封回收和重用大行動
• 世界自然基金會地球一小時2019
• 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賣旗籌款日
• 無飲管活動

青龍頭 
海岸線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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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具領導地位的航空發動機保養、

維修及檢修公司，我們以勇於承擔和可持

續發展為優的態度開展業務。我們致力於

監察及盡可能減少能源及天然資源的消

耗，減輕業務營運對環境的影響，並採取

措施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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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更獲得由香港環境運動委員會及環境保護署發出的香港綠色機構認證 (2018

年至2020年），肯定了我們在環境方面所做的工作。

能源消耗及廢物排放
我們整體的能源消耗包括直接和間接來源。直接能耗來源包括航空燃油及煤氣。Jet A1航空燃油是指完成

維修保養工作後為測試發動機所用的燃料。煤氣則為員工餐廳烹調膳食所用。

主要的間接能耗來源為電力，其次為航空旅行所耗用的燃料。該等能源乃支撐我們持續開展業務活動所必

需的能源。

為監察業務活動的相關能源消耗，港發按工時計算總耗能，以此定期檢討我們營運的耗能強度。

主要能源消耗

直接排放

航空燃料

間接排放

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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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能強度直接能源 間接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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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能源消耗量和耗能強度2019年整體能源消耗量較2018年有所增加，主要由

於所提供的發動機檢修及保養服務顯著增長。然而，

耗能強度有所改善。

我們一直積極監察及努力減少港發的碳足跡，溫室

氣體排放密度較2018年成功下降7.1%。有關下降主

要由於對具有不同測試量要求的各種發動機進行重

新組合，從而導致發動機測試所用的燃料減少所致。

碳強度直接排放 間接排放

營運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及碳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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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能源消耗一覽

航空燃油

2019年港發各項燃油消耗均呈增長趨勢，我們進行了263次發動機測試，較2018年的236次增加11.4%，

共消耗3,164噸燃油。總燃油消耗量較2018年增加9.1%。每次測試平均消耗燃油量12.03噸，較2018年減少

2.1%，主要由於所測試的發動機種類不同。

煤氣

煤氣用於支持員工餐廳的運作。近年，我們已將部分烹飪設備從燃氣改為電動。儘管員工人數及提供的餐

膳數量增加，惟煤氣消耗量由2018年的476,640兆焦耳減少至2019年的465,072兆焦耳。

電力

2019年，港發耗電量共34.6吉瓦時，較2018年增加7.6%。用電量增加乃主要由於業務增長導致工作量增

加。我們已實行一系列節能措施，包括安裝LED照明，改進暖氣、通風和空調系統及鼓勵員工積極進行良

好的場所管理。由於我們不斷改善節能工作，2019年電力強度較2018年改善1.3%。

太陽能

太陽能為可再生及可持續的能源，因此港發一直探索

於屋頂安裝太陽能發電板的機會。於2019年年中，我

們於港發六期廠房的屋頂安裝32塊太陽能發電板，

以透過參與「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每年為中

華電力有限公司（中華電力）產生約10,000千瓦時電

力。鑒於初次應用大獲成功，港發計劃於五期廠房

的屋頂加裝太陽能發電板，擴大太陽能光伏系統的

規模。該等加裝太陽能發電板於2020年第三季度投

入運行及參與「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計劃」，預計每

年可為中華電力生產200,000千瓦時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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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
港發安裝了一個空調冷凝水循環系統，節省冷卻水

塔的用水量。為進一步改善節水效果，在2019年，水

龍頭亦加裝了50個節流器。我們努力透過提高員工

對水資源管理重要性的認識，改善節水效果。2019

年，用水量減少3.6%至151,771立方米，耗水強度改

善11.6%。

污水
保養、維修及檢修行業無可避免會使用化學品。因

此，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政策尤其注重化學廢料之管

理。為履行自身的環境責任，我們處理化學品的專

家必定妥善處理廢物，確保對社區的影響減至最低。

港發的污水處理廠會先對液態化學廢料進行處理後

才會將其排入排水渠。餘下污泥、樹脂及重金屬等其

他廢物則從廠房回收，並由政府認可的廢物處理公

司處置。2018年，港發獲環境保護署授予許可證，開

始將耗資250萬美元建設的新污水處理廠投入使用，

有助於我們在業務量增長的同時繼續履行環境法規

法律相關責任。

耗水強度耗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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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物管理
由於工作量增加，2019年產生的廢物量增加8.4%。

然而，廢物回收量由2018年的122.8噸大幅增加至

2019年的147.5噸，較上年增加19.6%。我們大力鼓

勵木材廢物回收及加強前線員工積極參與回收。

2019年回收的木材廢物量為103.7噸，較上年增加

20.1%。透過各種溝通渠道讓員工持續積極參與才

可獲得如此成效。

為確保可進行回收利用，我們設施周圍設有許多回

收箱。於適用情況下，港發熱衷探索其他再用回收

機會。例如，我們收集送至港發的包裝材料，並於零

件維修後退還予客戶時重新利用該等包裝材料；可

再用塑料及金屬容器被再利用作廠內發動機零件運

輸用途。下表載列港發2019年的固體廢物分佈。

無飲管運動

自從意識到即棄塑料引致的環境影響後，港發努力

改變員工使用即棄塑膠飲管的習慣。2019年，港發

的食堂於週五、週六及週日停止供應飲管，積極參

與香港海洋公園保育基金舉辦的「無飲管運動」。此

外，我們舉辦活動推廣無飲管習慣，並提供免費飲

品鼓勵員工參與活動。

2019年固體廢物分佈

21

60270

3
3
3

工╱商業廢物（噸）

廚餘回收 – （噸）

金屬物料回收 – （噸）

紙類回收 – （噸）

塑膠物料回收 – （噸）

木材回收 – （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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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再造及回收利用活動

2019年2月，我們與綠領行動合作，收集用過的利是

封進行回收重用。6月，我們與聖雅各福群會舉辦膠

樽升級再造工作坊。9月，港發參加美心集團與太古

地產合辦的2019環保中秋月餅盒回收活動，收集月

餅盒以進行資源回收，當中活動的所有收益均捐贈

予救世軍。11月，我們參加聖雅各福群會賽馬會升

級再造中心舉辦的2019回收活動，收集各種可再用

材料進行回收。

10月，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團隊推行玻璃回收，支持

政府的玻璃樽回收計劃。自推行以來，我們已回收

50公斤玻璃樽。

2019年，我們透過文宣方式及部門簡報會讓員工

了解回收的最新資訊並提醒員工持續進行回收。因

此，2019年的辦公用紙及紙箱等的紙製品回收數量

較2018年高出一倍。

環保活動

港發於2019年舉辦9個環保推廣活動，活動地點遍佈

我們的廠房內及香港不同地方。於2019年，77名參

與者工作了共230小時以協助環保工作。有關更多詳

情，請參閱「共建社區」中的「保護環境」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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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發為世界上最受尊崇的多間航空公司

提供世界首屈一指的航空發動機及其零

部件的維修服務，這些航空公司選擇勞斯

萊斯公司為其空中巴士和波音飛機機隊

提供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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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的服務
港發掌握全面的維修能力，為勞斯萊斯公司RB211–

524以及湍流700、800和XWB發動機進行完整的維修

和檢修。除了主要的檢修工場，我們還營運最先進

的引擎測試設施。測試設施的設計和尺寸適用於測

試高達130,000磅推力的各種高涵道比渦輪風扇發動

機，旨在全面滿足各項驗證和認證要求。

港發還擁有廣泛的專業零部件維修能力，可為客戶

提供高性價比的選擇，而非直接替換零部件。我們

能夠將零部件維修至完全修復的狀態，使其具有與

新零部件相同的完整性和耐用性。港發維修來自內

部產生的及全球航空發動機維修網路的零部件。我

們的維修能力可支持90%內部核心引擎零部件的工

作。

2019年，我們為勞斯萊斯公司和全球43

家航空公司的引擎進行了檢修，

包括來自香港、中國大陸、亞

太、中東、歐洲和美洲的航

空公司。我們深明客戶

要求服務既快速又經

濟，因此我們通過

不斷提高生產力，提供行業領先的交付時間和具競

爭力的價格。

欲了解更多有關我們提供的服務、我們的能力以及我

們服務的客戶，請瀏覽我們的網站 www.haesl.com 。

關於我們的供應鏈
為了支持港發業務，我們的供應鏈部門提供滿足公

司各種需求的解決方案。我們的主要支出類別包括

用於營運公司的商品和服務，例如更換發動機零部

件、分包維修服務、機械、資訊科技服務和設施工

程。2019年，港發供應商數目超過400家，來自世界

各地。

港發積極推動整個供應鏈的可持續發展承諾。我們

選擇與價值觀相同並符合我們標準的供應商合作。

通過港發供應商行為準則，我們向供應商、合作夥

伴和持份者傳達我們對環境、社會和道德的要求和

關注。為了促進和建立負責任、可持續和可管理的

供應鏈，在建立供應商關係和作出購買決策時，遵

守該行為準則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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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表現
2019年是港發的另一個豐收年（242台發動機獲檢修及運回予43家不同航空公司），是港發的出廠數量具有

歷史意義的一年。2019年，港發的工作量有所增加。下表總結了我們的經濟表現。

經濟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變化比率

發動機出廠數量（台） 140 211 242 +15%

收益，百萬美元 1,230 1,997 2,496 +25%

股息，百萬美元 56.5 86.9 99.2 +14%

員工成本，百萬美元 50.5 56.6 62.9 +11%

稅項支出，百萬美元 11.8 18.8 21.4 +14%

慈善捐獻，美元 50,202 48,001 52,488 +9%

發展我們的業務
港發一直不斷努力發展業務，為未來的更多機會做好準備。

湍流XWB

湍流XWB是勞斯萊斯公司最新的引擎之一，為空中

巴士A350飛機提供動力。憑藉勞斯萊斯公司獨特的

三軸設計、先進的物料和最新的風扇系統技術，湍

流XWB引擎可平衡燃油效率和生命週期成本，同時

減輕重量，並改善空氣動力學性能。與原有的湍流

引擎相比，它具有15%的燃油消耗優勢，可以達到當

前和未來的排放目標，進一步降低燃油量，並提供

世界一流的性能和最低的噪音水平。由於其巨大的

經濟價值和環境效益，湍流XWB已成為世界上最暢

銷的寬體機用引擎1。

港 發 致 力 為XWB引 擎 的 兩 種 型 號（為 空 中 巴 士

A350–900飛機提供動力的湍流XWB-84和為空中巴士

1  Rolls-Royce plc. Trent XWB.  

https://www.rolls-royce.com/products-and-services/civil-aerospace/airlines/trent-xwb.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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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50–1000飛機提供動力的湍流XWB-97）發展全面的

保養、維修及檢修能力。2019年，港發進一步加深其

對湍流XWB兩種型號的了解。港發員工在英國德比

的勞斯萊斯公司接受培訓，繼續學習進階的技能和

知識。

港發分別於2017年及2018年獲得湍流XWB-84引擎和

湍流XWB-97引擎的全面檢修和測試能力批准。2019

年，我們成功檢修了13台湍流XWB-84引擎和港發的

首台湍流XWB-97引擎。

投資可持續增長

除了湍流XWB引擎的能力發展外，港發還在多個領

域注資，繼續可持續增長。

• 第六期大樓設施擴張的設計使港發得以新增娛

樂設施，包括健身房、網球場和用於種植的屋

頂花園。第六期大樓新增兩間培訓室和一間電

腦培訓室，以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培訓體驗。

• 我們繼續開展「培養培訓師」計劃，將港發員工

派往勞斯萊斯公司，並培養他們在港發內部提

供在職培訓的能力。

• 港 發 是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航 空 服 務 研 究 中 心

（ASRC）的創辦成員之一。2019年，港發繼續

與ASRC合作開展各種項目。

• 我們欣然歡迎2019年的新客戶，包括：

歐羅巴航空、布魯塞爾航空、埃塞俄比亞航

空、歐洲航空運輸公司、芬蘭航空、獅子航

空、祥鵬航空、俄羅斯國家航空、北歐航空、

維珍大西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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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安全和質量

安全管理系統

港發的安全管理系統涵蓋兩個主要元素—航空安全

及職業安全，兩者均對確保旅客與僱員安全及我們

的業務發展非常重要。我們的安全管理系統把人身

傷亡和財物損毀的風險有系統地降至可接受水平，

此乃提供世界級優質服務的基礎。

港發繼續為每位員工舉辦培訓，更新他們對安全管

理系統要求的知識，同時確保我們的安全管理系統

保持質素。我們提倡主動積極的安全文化，鼓勵員

工為安全負起責任。我們亦營造信任和開放的工作

氛圍，鼓勵和嘉許提供安全資訊的人。

個人資料私隱

港發致力於遵守相關法律規定（包括香港《個人資料

（私隱）條例》的相關條文），尊重及保護所收集及╱

或處理的個人資料私隱。我們收集、使用、持有及共

享個人資料之方式維持高標準。

我們確保妥善處理個人資料，涵蓋資料收集、資料

準確性與保存、資料使用、資料安全性、資料透明度

以及用戶權限，以上方面均符合我們的價值觀及個

人資料私隱政策。

審計系統

有效的審計系統是港發管理業務品質的必要工具。

通過審計，我們可以了解工序和流程是否符合法規。

港發嚴謹執行專業的內部審計，並實行修正和預防

措施，以免重複發生不合規事件。2019年，我們進行

33次內部審計（不包括日常巡查）。

除了內部審計之外，港發的客戶、國家航空管理局

及其他核證機構每年亦進行外部審計，以確保港發

符合他們的規定。作為勞斯萊斯公司的保養、維修

及檢修服務提供商，港發通過了勞斯萊斯公司供應

商管理系統要求審核。2019年，我們共進行23次外

部審計。這些審計均無發現任何重大失誤。

港發每年進行的各類審計

內部審計：

廠房設施審計

工序與流程審計

產品審計

文件審計

廠外審計

供應商審計

夜班審計

突擊審計

巡查

外部審計：

國家航空管理局審計

客戶審計



參考
資料



45
參
考
資
料

表現數據

經濟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

發動機出廠數量 台 140 211 242 15%

收益 百萬美元 1,230 1,997 2,496 25%

向股東支付股息 百萬美元 56.5 86.9 99.2 14%

員工成本 百萬美元 50.5 56.6 62.9 11%

稅項 百萬美元 11.8 18.8 21.4 14%

港發直接慈善捐獻 美元 50,202 48,001 52,489 9%

環境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

能源消耗量

直接能源消耗量 千兆焦耳 113,494 128,056 139,613 9%

間接能源消耗量 千兆焦耳 104,561 115,583 124,421 8%

總能源消耗量 千兆焦耳 218,055 243,639 264,035 8%

溫室氣體排放量

直接排放量（範圍1）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8,277 11,331 10,446 –8%

間接排放量（範圍2）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15,615 16,380 17,632 8%

其他間接排放量（範圍3）（商務航空旅遊）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77 329 312 –5%

總溫室氣體排放量 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24,169 28,040 28,39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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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數據

環境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

燃油

航空煤油－發動機測試 噸 2,570 2,902 3,165 9%

無鉛汽油－客車（香港） 升 2,185 2,266 2,428 7%

煤氣 兆焦耳 502,512 476,640 465,072 –2%

電力

購電量－香港（中電） 千瓦時 28,905,086 32,106,306 34,561,510 8%

製冷劑╱滅火劑

R134a 千克 114 1,659 341 (0.8)

水

用水量 立方米 175,487 157,384 151,771 –4%

污水排放量 立方米 175,487 157,384 151,771 –4%

物料

紙張及紙製產物消耗量 千克 18,146 18,134 19,480 7%

購買的碳粉盒 個 533 650 68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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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數據

環境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

無害廢物管理

棄置的工╱商業廢物 千克 310,080 394,650 413,710 5%

棄置的隔油池廢物 千克 75,440 46,000 35,880 –22%

回收木材 千克 68,270 86,350 103,730 20%

廚餘回收 千克 30,825 25,842 28,016 8%

紙類回收 千克 2,859 3,050 7,441 144%

塑膠製品回收 千克 4,072 4,300 4,430 3%

金屬物料回收 千克 3,808 3,311 3,875 17%

碳粉盒回收 個 391 399 529 33%

玻璃回收（附註1） 千克 – – 64 –

危險廢物管理

棄置的液體化學品 升 55,600 44,800 87,840 96%

棄置的固體化學品 千克 23,734 50,671 88,363 74%

消耗航空煤油回收 升 4,000 4,800 5,400 13%

潤滑劑回收 升 17,200 17,200 13,000 –24%

重大化學品╱燃油洩漏事故 宗 0 0 0 0%

符合法規

因違反環保法律及法規而被處巨額罰款及所受罰款以外 
之制裁的總次數 宗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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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數據

職業健康與安全表現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

總僱員人數 名 932 1,011 1,121 4%

工作時數（僱員總工作時數，以千計） 小時 2,070 2,376 2,592 9%

致命工傷意外（僱員） 宗 0 0 0 0%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數目（附註2） 宗 4 4 7 75%

輕傷╱急救事故數目 宗 0 2 2 0%

損失工作日總數 日 34.0 29.0 151.5 422%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比率（附註3） 0.39 0.34 0.54 60%

損失工作日比率（附註4） 3.3 2.4 11.7 387%

附註

1. 此乃2019年一項有關回收玻璃的新倡議。回收服務於2019年11月開始。

2.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指僱員因工受傷而需暫停工作最少一個工作日。

3.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比率指每100名僱員每年的受傷事故數目，以損失工時受傷事故總數乘以200,000，再除以總工作時數。200,000為100名僱員一年的總工作時數，按一年工

作50週，每週工作40小時計算。

4. 損失工作日比率指每100名僱員每年的損失工作日總數，以損失工作日總數乘以200,000，再除以總工作時數。200,000為100名僱員一年的總工作時數，按一年工作50週，每

週工作40小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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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資
料

GRI指標索引

GRI標準 披露
參考欄目

參考附註
頁數 篇章

GRI 101：基礎2016

一般披露

GRI 102： 
一般披露2016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7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我們的故事

102–2 活動、品牌、產品及服務 41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關於我們的服務

102–3 總部位置 7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我們的故事

102–4 營運位置 7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我們的故事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7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我們的故事

102–6 服務的市場 41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關於我們的服務

102–7 組織規模

6 
16 

41 

42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珍惜人才 
 關於我們的員工團隊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關於我們的服務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經濟表現

102–8 關於僱員和其他工人的信息
16 珍惜人才 

 關於我們的員工團隊
僱員人數包括截至報告年度12月31日所有類別僱員（即永久全職+永久兼職+固定時期+臨時）

102–9 供應鏈
41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關於我們的供應鏈

102–10 組織及其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2019年，我們公司和我們的供應鏈沒有發生重大變化。

102–11 預防原則或方針 港發直到2019年12月31日才採取預防原則或方針。

102–12 外部倡議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港發沒有採用任何外部倡議。

102–13 協會的成員資格 截至2019年12月31日，港發並非任何協會的成員。

戰略

102–14 高級決策者的聲明 4 董事和總經理致函

道德和誠信

102–16 價值觀、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與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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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指標索引

GRI標準 披露
參考欄目

參考附註
頁數 篇章

GRI 101：基礎2016

一般披露

GRI 102： 
一般披露2016

管治

102–18 管治結構 10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管治架構及委員會

持份者參與

102–40 持份者群體列表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102–41 集體談判協議 10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管治架構及委員會

102–42 持份者的識別和遴選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102–43 持份者參與方針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102–44 提出的主要議題和關切問題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報告實踐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涵蓋的實體 港發的合併財務報表中不涵蓋任何實體。

102–46 界定報告內容及議題邊界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請參閱GRI指標索引中各個特定議題，以了解其邊界。

50 附錄 
 GRI指標索引」

102–47 實質性議題列表 11 可持續發展方針

102–48 信息重述 本報告中沒有重述信息。

102–49 報告變化 2 關於本報告 申報並無變更。本報告乃根據GI標準核心項目編製，與2018年港發可持續發展報告相同。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2 關於本報告

保護環境+B38 
能源及排放

102–51 最近報告日期 港發於2019年中發佈2018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涵蓋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報告期。

102–52 報告週期 港發每年發布可持續發展報告。

102–53 有關本報告問題的聯絡人信息
56 附錄 

 請求反饋

102–54 遵照GRI標準進行報告的聲明 2 關於本報告

102–55 GRI指標索引
50 附錄 

 GRI指標索引

102–56 外部鑑證
55 附錄 

 核實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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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考
資
料

GRI指標索引

一般標準 披露
參考欄目

參考附註
頁數 篇章

主要議題

200系列（經濟議題）

經濟表現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6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41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關於我們的服務

GRI 201： 
經濟表現2016

201–1  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42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經濟表現

46 參考 
 表現數據

反貪污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與合規

GRI 205： 
反貪污2016

205–3  已確認的貪腐事件及採取的行動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與合規

2019年，港發沒有任何已確認的貪腐事件或採取任何有關的行動。

反競爭行為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與合規

GRI 206： 
反競爭行為2016

206–1  反競爭行為、反壟斷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與合規

2019年，港發沒有被牽涉入任何反競爭行為、反壟斷和壟斷行為的法律行動。

300系列（環境議題）

能源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6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34 保護環境 
 能源及排放

GRI 302： 
能源2016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及密度
302–3  能源密度
302–4  減少能源消耗

34 

46 

保護環境 
 能源及排放 
參考 
 表現數據

港發消耗的能源包括從其他機構購入的燃油、電力和煤氣。我們大部分電力消耗都在香港，由香港特許經營供

應商提供，因此我們不能通過選擇供應商來降低電力的碳強度。由電錶記錄的每千瓦時（kWh）代表3.6兆焦耳。
香港的煤氣按香港政府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發表的《香港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

的核算和報告指引（2010年版）》計算。由煤氣錶記錄的每個單位表示48兆焦耳的熱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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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指標索引

一般標準 披露
參考欄目

參考附註
頁數 篇章

主要議題

300系列（環境議題）

水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6 

37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保護環境

 水資源管理
 廢污水

GRI 303： 
水及廢污水2018

303–3  取水
303–4  量水
303–5  排放水消耗

37 
 

保護環境

 水資源管理
 廢污水

我們使用城市供水，其消耗量是水費單中報告的消耗量。我們假設所有取水最終都在我們的業務中被排放而沒

有被消耗。

廢污水及廢棄物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38 保護環境

 廢物管理

GRI 306： 
廢污水及廢棄物2016

306–2  按類別及處置方法劃分的廢棄物

38 

46 

保護環境 
 廢物管理
參考 
 表現數據

306–3  重大洩漏 2019年，港發沒有任何洩漏。

環境合規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33 
 
9 

保護環境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及合規

GRI 307： 
環境合規2016

307–1  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2019年，港發沒有任何與環境法律法規相關的違規事件。

400系列（社會議題）

職業健康與安全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22 珍惜人才 
 安全文化

GRI 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2018

403–1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
403–2  危害識別、風險評估及事故調查
403–3  職業健康服務
403–4  關於職業健康和安全的員工參與、諮詢及溝通

10 
 

22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管治架構及委員會
珍惜人才  
 安全文化

403–5  員工職業健康與安全培訓
20 
 

珍惜人才

 人才發展 
  安全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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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資
料

GRI指標索引

一般標準 披露
參考欄目

參考附註
頁數 篇章

主要議題

400系列（社會議題）

GRI 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2018

403–6  員工健康推廣
19 
 

珍惜人才

 建立強大的員工團隊 
 員工設施和健康

403–7  預防及減輕與業務關係直接相關的職業健康和安全
影響

403–8  職業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涵蓋的員工

22 珍惜人才 
 安全文化

403–9  工傷

22 

46 

珍惜人才

 安全文化
參考

 表現數據

港發報告的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數目（LTI）、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比率（LTIR）、損失工作日總數（LDR）及僱員致命工
傷意外死亡人數定義如下。

1.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指僱員因工受傷而需暫停工作最少一個工作日。

2.  損失工時受傷事故比率指每100名僱員每年的受傷事故，以損失工時受傷事故總數乘以200,000，再除以總
工作時數。200,000為100名僱員一年的總工作時數，按50週工作，每週工作40小時計算。

3.  損失工作日：損失工作日由根據進行記錄的醫生意見員工無法工作導致。損失工作日以日曆日計算，由受
傷後第一天開始，並在該員工全面返回工作崗位、獲永久性調職或辭職時結束。

4.  損失工作日比率指每100名僱員每年的損失工作日總數，以損失工作日總數乘以200,000，再除以總工作時
數。200,000為100名僱員一年的總工作時數，按50週工作，每週工作40小時計算。

5. 致命意外（僱員）指由與工作有關的事故導致員工喪生。

客戶健康與安全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44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客戶健康與安全

GRI 416： 
客戶健康與安全2016

416–1  評估各類產品和服務的健康和安全影響 44
我們的業務和價值鏈  
 客戶健康與安全

我們為客戶提供的所有服務均由我們的安全管理系統和審計系統管理，以確保經我們徹底檢修的發動機的質量

和安全性。

客戶隱私

GRI 103： 
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d  
 道德及合規

GRI 418： 
客戶隱私2016

418–1  有關違反客戶隱私和客戶資料遺失的實質性投訴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及合規

2019年，港發沒有收到客戶有關違反客戶隱私及客戶資料遺失的任何投訴。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

GRI 103：管理方針2016
103–1  對實質性議題及其邊界的說明
103–2  管理方法及其組成部分
103–3  管理方法的評估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及合規

GRI 419： 
社會經濟法規遵循2016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之法律和規定
9 

港發簡介：Best in the World, Best for the 
World  
 道德及合規

2019年，港發沒有任何與社會及經濟領域法律法規有關的違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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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FICATION STATEMENT 

Scope and Objective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HKQAA”) was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Aero Engine 
Services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AESL”) to undertake an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for the 
201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port”). The Report stated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HAESL i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 in the period of 1st

January 2019 to 31st December 2019.

The aim of this verification i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ssurance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port contents. 
The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e Option of the 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GRI Standards).  

Level of Assurance and Methodology 
The process applied in this verif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3000 (Revised),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Our 
evidence gathering process was designed to obtain a reasonable level of assurance as set out in the 
standard for the purpose of devising the verification conclusion. The extent of this verification process 
undertaken covered the criteria set in the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ncluded verifying the systems and processes implemented for collecting, 
collating and reporting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data, reviewing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terviewing responsible personnel with accountability for preparing the reporting contents and verifying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Raw data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of the 
selected samples were also thoroughly examined during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ndependence 
HAESL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HKQAA does not 
involve in calculating, compiling, 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ort. Our verification activities are 
independent from HAESL.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undertaken, 
HKQAA has obtained reasonable assurance and is in the opinion that: 
 The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The Report illustrates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HAESL, covering all material aspects, in a

balanced, comparable, clear, responsive, fair and timely manner; and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are reliable and complete.

Nothing has come to HKQAA attention that the selecte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nd 
data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prepared and presented fairly and honestly, in all material 
asp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criteria. 

HAESL has reported specifically the sustainability issue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influencing matters to its 
business and stakeholders through a materiality identification exercise. The report illustrat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sociating to HAESL’s sustainability context, it covers different projects 
undertaken in 2019 and the approaches that HAESL adopted to manage the result achieved. HAESL
has developed a stringent data management mechanism where all data undergoes robust internal 
vetting, the basis of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reporting is attained. In conclusion, the Report reflects 
appropriately the commitments and involvement of HAESL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gned on behalf of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Jorine Tam
Director, Corporate Business
June 2020

核實聲明
範圍及目的
香港品質保證局已對香港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有限公司 (下稱「港發」) 的2019 可持續發
展報告 (下稱「報告」) 的全部內容進行獨立驗證。該報告陳述了港發於2019 年內 (即2019 
年1 月1 日至2019 年12 月31 日)，有關經濟、環境和社會方面的可持續發展表現。

此核實聲明的目的是對報告所記載之內容提供合理保證。報告是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的「核心」選項的要求編製。

保證程度和核實方法
此次驗證工作是依據國際審計與核證準則委員會發布的《國際核證聘用準則3000 (修訂
版)，歷史財務資料審計或審閱以外的核證聘用》執行。收集核實證據的幅度是參考國際
準則所訂定進行合理保證的原則而制定以確保能擬定核實結論。此外，核實的內容是按

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的「核心」選項而定。

核實過程包括驗證了港發的可持續發展表現數據收集、計算和滙報的系統和程序，檢閱

有關文件資料，與負責編製報告內容的代表面談，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數據和資料進行查

核。相關原始數據和支持證據亦於核實過程中經過詳細審閱。

獨立性
港發負責收集和準備所有在報告內陳述的資料。香港品質保證局不涉及收集和計算此報

告的數據或參與編撰此報告。香港品質保證局的核實過程是絕對獨立於港發。

結論
基於是次的核實結果，香港品質保證局對報告作出合理保證並總結：

• 報告是按照GRI 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標準》的「核心」選項的要求編制；

• 報告平衡、清晰、具比較性、具回應性、不偏不倚和及時地將港發的可持續發展表

現（包括所有重要和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範疇）闡述；及

• 報告內的數據和資料可靠完整。

根據驗證準則， 香港品質保證局沒有發現在報告內闡述的可持續發展表現信息和數據並
非公平和如實地按照主要範疇作出披露。

透過識別和分析重要可持續發展事宜的過程，港發在報告內陳述了對其業務和持份者尤

為重要的可持續發展事宜。該報告描述了港發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挑戰和機遇，包括在

2019年港發所執行的各項活動與及其達成目標的管理方法。港發已建立嚴格的數據資料
管理機制，所有相關數據均經過內部核查程序以確保其質量和完整性從而編製出透明和

可信的報告。總括而言，此報告能適當地反映港發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投入和推動。

香港品質保證局代表簽署

VERIFICATION STATEMENT 

Scope and Objective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HKQAA”) was commissioned by Hong Kong Aero Engine 
Services Limited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AESL”) to undertake an independent verification for the 
2019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Repor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Report”). The Report stated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HAESL in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spect in the period of 1st

January 2019 to 31st December 2019.

The aim of this verification is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assurance on the reliability of the report contents. 
The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re Option of the GRI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Standards (GRI Standards).  

Level of Assurance and Methodology 
The process applied in this verification was based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on Assurance 
Engagements 3000 (Revised), Assurance Engagements Other Than Audits or Reviews of Historical 
Financial Information issued by the International Auditing and Assurance Standards Board. Our 
evidence gathering process was designed to obtain a reasonable level of assurance as set out in the 
standard for the purpose of devising the verification conclusion. The extent of this verification process 
undertaken covered the criteria set in the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ncluded verifying the systems and processes implemented for collecting, 
collating and reporting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data, reviewing relevant documentation, 
interviewing responsible personnel with accountability for preparing the reporting contents and verifying 
selected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Raw data and supporting evidence of the 
selected samples were also thoroughly examined during the verification process. 

Independence 
HAESL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lle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information presented. HKQAA does not 
involve in calculating, compiling, or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port. Our verification activities are 
independent from HAESL.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verification results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procedures undertaken, 
HKQAA has obtained reasonable assurance and is in the opinion that: 
 The Report has been prepar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RI Standards: Core Option;
 The Report illustrates the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of HAESL, covering all material aspects, in a

balanced, comparable, clear, responsive, fair and timely manner; and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are reliable and complete.

Nothing has come to HKQAA attention that the selected sustainability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and 
data contained in the Report has not been prepared and presented fairly and honestly, in all material 
aspec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verification criteria. 

HAESL has reported specifically the sustainability issues identified as the most influencing matters to its 
business and stakeholders through a materiality identification exercise. The report illustrat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ssociating to HAESL’s sustainability context, it covers different projects 
undertaken in 2019 and the approaches that HAESL adopted to manage the result achieved. HAESL
has developed a stringent data management mechanism where all data undergoes robust internal 
vetting, the basis of credible and transparent reporting is attained. In conclusion, the Report reflects 
appropriately the commitments and involvement of HAESL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igned on behalf of Hong Kong Quality Assurance Agency 

Jorine Tam
Director, Corporate Business
June 2020
譚玉秀
企業業務總監

2020年6月



歡迎提供意見

感謝您閱讀本報告！

歡迎就本報告或我們應如何改善在經濟、環境及社會方面的服務發表意見。
請通過我們的網站或電郵sd@haesl.com聯絡我們，或發信至下列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工業邨駿才街七十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