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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提供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中國山

水集團」）於 2017 年內支持可持續發展工作之最新情況，主要包括利益相關方所關注並與本集團

可持續發展有關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以便各利益相關方更好地了解關於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

理念、管理方法、措施及相關表現等。本報告應與本集團《2017 年報》（尤其是當中的「企業管治

報告」，2017 年報第 71 頁至第 89 頁）一併閱覽，以便全面了解本集團的相關表現。本報告將以

中文和英文版本同時發佈，如中文和英文版本有任何差異，應以中文版本為準。

報告時間範圍

除非特殊說明，本報告主要描述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期間（「本報告期」）

本集團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具體政策與表現。由於部分統計數據涉及連續性及可比性，本報

告中部分內容將根據需要做適當延伸。

報告組織範圍

本報告涵蓋本公司及旗下附屬公司。除非特殊說明，本報告所涉及的實質性內容均源自中國山

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報告編制基準

本報告的編制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發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對本報告的回應

如讀者對本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工作有任何意見，歡迎通過以下方式與本集團取得聯

繫，電子郵箱：wangjinxiang@sdshanshuigroup.com，geaiping@sdshanshui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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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山水

走進山水

中國山水集團是以生產水泥和熟料為主導產業的大型企業集團 , 是國內最早從事新型幹法水泥生產的企業

之一，也是國家重點支援的 12 戶全國性大型水泥企業之一。

本集團及旗下附屬公司遍佈山東、遼寧、山西、天津、內蒙、新疆等十省（市、自治區）。本集團的产品

也廣泛應用於國家重點工程及鐵路、公路、機場、房地產等基礎設施建設，並成功出口美國、俄羅斯、歐洲、

澳洲、中東、非洲等 60 多個國家和地區。

一直以來，山水集團堅持科學發展的理念，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企業。本集團附屬水泥企業

及多數商混站通過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和 OHSAS 18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

認證。此外，本公司所有「山水東嶽」牌系列水泥被評為山東省著名商標，榮獲國家註冊品質信用 AAA 金質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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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綠色發展

中國山水集團始終堅持綠色發展，不斷加大節能減排力度，降低企業生產對環境的影響，提升生態效益。

同時，本集團積極採用新技術、新裝備，促進節能減排，打造綠色水泥。

本集團遵照國家統一規劃工業發展及城市空氣污染防治的總體部署，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

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

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水泥工業大氣污染物排放標準》等國家法律

法規，在各水泥生產線配套完善的空氣污染防治設備，依國家、地方環保最新要求，對污染物排放嚴格控制，

使氮氧化物、硫氧化物、顆粒污染物的排放均符合且優於國家環保要求。此外，中國山水集團制定了《山水集

團環保與能源管理制度》，規定了本集團環保管理和能源管理的工作流程、崗位職責、管理標準等。本報告期

內，本集團並未接獲任何違反環保有關法律法規的案件。



05

绿色发展

本集團亦嚴格遵守企業所在地與營運相關且有重大影響的環保排放標準，如《山東省建材工業大氣污染物

排放標準》、《山東省區域性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等，規定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不分控制區，現有

企業水泥窯及窯磨一體機執行氮氧化物（NOx）排放濃度限值由 400mg/m3 降至 300 mg/m3， 二氧化硫（SO2）

排放濃度限值由 200 mg/m3 降至 100 mg/m3。

廢氣及溫室氣體是水泥企業的主要排放物，本集團運營主要產生的大氣污染物包括氮氧化物、二氧化硫、

顆粒物等。本集團下屬水泥熟料生產企業均取得企業所在地污染物排放許可證，並定期委任獨立認證環境監測

機構進行監測，監測結果均符合相關國家標準的規定。

3.1 控制污染排放

為減少污染物排放，中國山水集團按照國家《「十三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工作方案》及國家、地方環境

保護有關法律法規的要求，採用新技術、新裝備，嚴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針對水泥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大氣污染

物，本集團推動脫硝、脫硫、除塵設備改造，以減輕生產活動對環境可能造成的影響。

各附屬公司水泥回轉窯均安裝了在線監測系統，並與地方環保部門聯網，實現了污染物排

放指標的實時監控和主動預警。

本集團全部生產線均配置選擇性非催化還原（SNCR）脫硝系統，完成了氮氧化物減排目標。

針對少數幾家附屬公司礦山含硫量較高，致使水泥生產過程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偏高的問

題，本集團研發新型脫硫技術，改進脫硫設備，有效降低了二氧化硫排放量。

除此之外，本集團加大對環保設施改造的資金投入。2017 年，本集團投入 1,100 餘萬元

對淄博、煙台公司的

除塵設備進行升級改

造，有效降低了粉塵

排放濃度；投資 4,100

余萬元改造建設物料

堆棚等 17 個環保設施

改造項目，減少了生

產現場的粉塵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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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本集團熟料生產企業運營過程中產生的環境影響主要包括揚塵、噪聲和生活、生產廢水。

針對不同環境影響本集團分別採取了相應的防治措施。

3.2 推動節能降耗

            案例：熟料生產企業注重環境影響

噴霧除塵（山東水
泥廠有限公司東商
混站）

原材料儲存鋼結構
封閉大棚（太原山
水水泥有限公司）

為推動綠色低碳發展，中國山水集團認真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節約能源法》，並圍繞《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結合本集團實際情況，建立了《山水集團環保與能源管理制度》，

規範了本集團能源統計、用能設備管理、節能目標管理、碳排放等方面的內容，要求各附屬公司提高能源使用

效率，減少能源消耗，实现節能降耗。

本集團環保與能源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實行節能目標責任考核制度。嚴格控制能源使用總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加強內部管理。制定合理的生產方案，降低能源消耗；回收利用工業廢棄物。

進行技術改造。對生產設備進行升級改造，降低產品單位煤耗、電耗。

2
2

1

1

揚塵：建設鋼結構封閉大棚儲存物料；硬化路面及綠化地面；灑水車噴灑道路；堆棚設

置霧化噴淋降塵。

噪聲：高噪音設備採用封閉房間隔振；工廠離周邊居民區保持 800 米以上距離。

廢水：經處理後用於綠化灌溉，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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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本集團水資源消耗主要來自餘熱發電，為提

升用水效益，2017 年本集團投資 800 餘萬元

改進餘熱發電系統，提升水處理技術，使排

水達到中水回用標準，實現污水零排放。

水泥熟料生產企業均使用冷卻水循環工藝。 

生活污水通過處理後，用於綠化帶灌溉及廠

區道路噴灑除塵 , 不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基本

實現零排放。 餘熱發電半自動水處理系統 餘熱發電全自動水處理系統21

2017 年中國山水集團熟料綜合

能耗優於國標先進值指標，相比

先進值節約標煤

2017 年中國山水集團餘熱發電量                 億千瓦時，

相當於節約標煤                 萬噸，

減排二氧化碳                 萬噸。

為降低本集團煤炭、電力、水資源等的消耗量，本報告期內，中國山水集團共計投入 5,000 餘萬元人民幣

進行技術升級改造，有效降低了單位產品能耗。

4.3

11.37
13.97

33.96 萬噸。

3.3 促進循環經濟

中國山水集團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棄物均按照相關國家環保要求進行處理，並優先回收再利用。本集團產生

的無害廢棄物主要為一般生產及生活垃圾，均視其性質入窯焚燒或委託有資質的機構回收處理；本集團產生的

主要有害廢棄物廢機油被循環利用於機械潤滑，而廢機油桶 1 則交由符合資質的回收機構進行處理。

工業廢棄物綜合利用

中國山水集團積極消納工業廢棄物，利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工業廢渣作為生產原料，結合先進的生產工藝

生產各型優質水泥。本集團全年累計處理工業固體廢棄物 1,123 萬餘噸，實現了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雙贏。

水資源循環

本集團在求取水源上可以滿足生產需求。同時，本集團採取多項節水措施。

解释： 

1：由於廢機油桶數量較少，暫未進行統計，本集團未來將會逐步完善統計制度。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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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3.4 呵護美好生態

中國山水集團認真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致力於建設綠色生態礦山。本集團礦山開採遵

守《綠色礦山公約》，嚴格控制開採活動對礦區及周圍環境的影響，同時本集團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積極

開展礦山生態恢復工作。例如，本集團在礦山生產過程中採取噴霧、灑水、加設大功率除塵器、全封閉皮帶運

輸等方法降低粉塵；礦山開採完成後及時修復生態環境，實現礦山復墾及復綠。

       全封閉皮帶運輸        礦山治理及綠化成果

      礦區灑水車降塵       礦山治理及綠化成果2 4

1 3

1

3

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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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

3.5 透明環境績效 2

本報告期內中國山水集團排放物及資源使用的環境績效數據載列於下表。

環境績效 單位 數量

基本信息

熟料產量 噸 35,225,700

污染物排放 3

二氧化碳當量 4 噸 30,145,500
單位熟料產量二氧化碳排放量 噸 / 噸 0.86

氮氧化物 5 噸 16,979.71
二氧化硫 6 噸 1,140.28

煙塵 7 噸 752.32

資源消耗 8

電力 千瓦時 3,198,347,817.42
單位熟料產量電力消耗量 千瓦時 / 噸 90.80

煤炭 噸 3,786,290.67
單位熟料產量煤炭消耗量 噸 / 噸 0.11

取水量 噸 12,175,033
單位熟料產量取水量 噸 / 噸 0.35

水泥包裝袋 條 251,142,600

資源循環利用

餘熱發電量 千瓦時 1,137,062,055.22

解释： 

2：由於本集團對環境的影響主要來自生產活動，因此環境績效僅包含本集團生產區域相關數據。

3：由於本集團污染物排放主要來自熟料生產過程，因此污染物相關績效只包括 33 家熟料生產企業。

4：二氧化碳當量的計算依據《中國水泥生產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

5：由於河曲公司和武鄉公司 2017 年運營時間短，在線監測系統尚未驗收，因此本年度氮氧化物排放數據不包括此兩家公司。

6：由於河曲公司和武鄉公司 2017 年運營時間短，在線監測系統尚未驗收，因此本年度二氧化硫排放數據不包括此兩家公司。

7：由於河曲公司和武鄉公司 2017 年運營時間短，在線監測系統尚未驗收，因此本年度煙塵排放數據不包括此兩家公司。

8：由於本集團部分附屬公司並無從事生產活動，因此資源消耗僅包括本集團 89 家公司的相關數據，含窯磨一體企業（含窯企

業），粉磨企業（部分含骨料線），骨料線及商混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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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4.1 和諧僱傭關係

本集團視員工為企業最重要的資本，始終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努力為員工營造平等、尊重、多

元的工作環境。

中國山水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社會保險法》及香港《僱傭條例》等相關法律法規，並制定了《山水集團員工招聘錄用管理規定》，堅持公開、

公平、公正、平等競爭、擇優錄用的原則。本集團尊重員工差異性，不因其種族、性別、年齡、宗教、民族等

因素差別對待。本集團員工招聘依據應聘人員的個人表現、教育程度、工作經驗、道德品質和綜合素質等進行

綜合評價。此外，本集團建立了合理的薪酬體系，定期按市場行情、企業經濟效益和員工收入水平調整其薪酬

待遇；亦會根據員工能力和工作績效安排晉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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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總部

生產人員

大專及以上

魯西運營區

技術人員

山西運營區

行政管理人員

魯東運營區

銷售人員

中、高等教育

東北運營區

財務人員

魯南運營區
新疆運營區

其他人員

與此同時，本集團還依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了《山水集團離職管理規定》，在勞動關係存續期間，除勞動

者本人過失，本集團不存在解雇及惡意解除勞動合同的情況；制定了《山水集團員工考勤管理辦法》，規定員

工每天工作時數不超過 8 小時，每週工作時數不超過 40 小時；制定了《山水集團職工帶薪年休假實施辦法》，

切實保障員工休假的權利；並依法為全體員工繳納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工傷

保險和住房公積金。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本集團擁有在職員工 18,780 人。本報告期內，本公司及其附

屬公司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和集團相關制度規定，按時足額發放員工薪酬，切實保障員工合法權益。

按類型劃分的員工人數

按運營區
劃分

按工作職責
劃分

1,905 人

480人

5,466 人

1,582 人

4,788 人

4,295 人

264人

10,571 人

2,650 人

1,375 人

2,229 人

1,289 人

666人

4,926 人

9,602 人

此外，本集團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

等法律法規要求及《山水集團員工招聘錄用管理規定》，在招聘過程中，嚴格審查應聘者的身份信息，保證應

聘者所提供的資料真實無誤，禁止招聘童工，並堅決防止強制勞工。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任何有關強制

勞工或使用童工的情況。

按受教育
程度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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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落實安全生產

健康與安全是企業發展的基石，是員工幸福的保障。為抓好安全生產工作，中國山水集團嚴格遵守《中華

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礦山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職業病防治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並建立了《山水集團安全生產管理組織規定》、《山水集團安全標示使用通

則》等集團內部政策，不斷推動安全管理規範化和制度化。

為落實企業安全生產的要求，本集團各附屬公司均成立了安全生產委員會，建立了安全管理網絡，實行安

全管理責任制，每月考核安全目標完成情況並與月度績效考核掛鉤，有效地保障了安全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

本集團不斷加強企業安全生產標準化建設。通過崗位達標、隱患排查治理、風險辨識、安全培訓等，不斷改善

現場作業安全條件。

安全生產活動 1：開展「安全生產月」活動，組織員工進行安全宣誓、安全演講比賽、安全知

識競賽和安全應急演練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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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安全生產活動 2：

為員工發放防暑降溫飲

品和應急藥品

安全生產活動 3：組織員工開展健康體檢

本集團致力於為員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本集團各附屬公司不斷探索技術改造方案，降低了粉塵、噪音

等職業健康危害因素。同時，本集團為員工配備品質可靠的安全帽、防塵口罩、隔熱服等勞動防護用品；定期

組織一般崗位員工體檢，並安排特殊崗位的員工進行職業健康體檢；在高溫季節為員工發放降溫用品並在宿舍

配備空調以避暑。

此外，本集團不定期組織員工進行職業健康安全培訓，以提高員工職業健康安全意識。本報告期內，本集

團未發生一般以上安全責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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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活動 1：舉辦山水集團 2017 年度熟料生產工藝技術交流會、

2017 年度技術交流專題講座等活動

培訓活動 3：本集團員工在 2017 年「山水杯」

全國建材行業職業技能競賽中取得驕人成績

培訓活動 2 ：圍繞「提升品質水平、加強質量管控」，

開展質量專題培訓、原材料專題培訓、檢驗分析等一系

列培訓交流活動

4.3 強化發展培訓

中國山水集團深知企業的競爭就是人才的競爭，高度重視集團員工的發展和培訓。按照本集團現階段發展

要求，員工培訓主要包括新員工入職培訓和在職員工培訓兩大類。

 新員工入職培訓

針對本集團新入職員工。旨在讓新員工全面了解企業的發展情況、企業文化、業務流程、管理制度等，幫

助新員工盡快適應工作崗位，融入山水大家庭。

 在職員工培訓

針對本集團在職員工。

旨在增強在職員工的職業技

能，提高員工的工作績效，

滿足集團發展要求。培訓內

容堅持理論與實際操作技能

並重的原則，提升員工綜合

知識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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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懷

4.4 豐富員工生活

本集團重視員工工作與生活的平衡，本報告期內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員工活動。

員工活動 1：2017 年 6 月，舉辦「山水杯」首屆職工體育比賽並組織員工旅遊

員工活動 2：2017

年 10 月，舉辦職工書畫

攝影展

員工活動 3：舉辦集團迎春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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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管理

5.1 實現合作共贏

實現與合作夥伴的持續共贏發展是本集團供應鏈管理的目標，為此，中國山水集團始終秉持「公開、公

平、公正」的基本原則，並按照《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採供監控管理辦法》、《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

限公司物資採供監控管理制度》、《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招投標管理制度》、《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

限公司大型備件中心庫管理制度》四項基本規章制度，規範供應鏈管理工作。

在供應商的選擇上，本集團會充分考慮以下因素：供應商是否經過國家有關部門批准的合法生產 / 經營

企業，並遵守國家和當地的法律法規；供應商產品是否符合質量、價格及有相關的生產資質證明和通過相關

測試合格；供應商是否具備合適的技術能力、交貨能力、經濟能力和良好的社會信譽；供應商是否具備相關



17

營運管理

的環保合格證明等，以降低供應鏈上潛在的環境及社會風險。遴選因素將不時按市場情況和生產需要作出調整。

在原材料的採購上，本集團非常注重供應商提供原材料的品質，並嚴格控制原材料供應帶來的風險。本

集團的採供管理部在採購初期會預先進行市場調研，然後與質量控制室共同到現場取樣化驗，根據各附屬公

司的原材料質量標準進行招標採購；供貨期間，如發現貨品未達到合同約定的要求，中國山水集團將根據《不

符合、糾正與預防措施控制程序》、《產品的監視和測量控制程序》及《採購物資技術要求》等本集團制定

的措施改進及糾正問題，如出現質量異議，將通過省級或省級以上的國家認可水泥品質監督檢驗機構進行產

品質量仲裁檢驗。

5.2 打造責任品質

5.3 堅持廉潔從業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

廣告、標籤以及補救方法的相關法律法規。此外，中國山水集團根據集團內部的《關於規範集團對外宣傳工作的

通知》，將對外宣傳內容和宣傳形式作出規定，規範對外宣傳工作；制定了本集團《水泥市場商標維護工作制度》、《水

泥市場打假工作操作規程》，以維護公司品牌形象，對於假冒侵權、損害消費者權益的行為絕不姑息縱容；注重

保護自身及客戶雙方的隱私，對客戶的個人資料實施嚴格保密制度。另外，本集團附屬水泥企業及多數商混站通

過 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及 OHSAS 18001 職業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認證。本報告期內，

本集團未接獲對生產經營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及隱私事宜的投訴個案。

中国山水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等法律法規，高度重視員工

誠實守信、盡職盡責的道德理念及行為守則。本集團及

各附屬公司內部制定了《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黨

員領導幹部廉潔自律規定》、《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

公司紀檢信訪舉報工作規定》等行為規範，深入落實廉

政建設責任制，進一步健全反貪污體制。2017 年，本

集團共開展廉潔教育培訓 30 餘次，累計參加培訓 2,000

餘人次。本報告期內，本集團未發生重大貪腐案件。

            案例：本集團組織員工學習《山
水集團有限公司黨員領導幹部廉潔自
律規定》並觀看警示教育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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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貢獻

中國山水集團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踐行企業社會責任。本集團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制定了《山水集團對外捐贈、贊助管理辦法 ( 暫行 )》，進一步

規範了本集團對外捐贈的流程、捐贈規模、捐贈範圍等內容，以加強本集團對外捐贈行為的管理，提升企業形

象，更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2017 年，本集團积极参与社會公益活動，並向運營所在地的慈善團體、教育機構及公司職工組織形式多

樣的捐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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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貢獻

社會公益活動 2：淄博山水向當地嶺子鎮中

心學校捐贈 100 萬元，幫助學校改善教育環境，增

添教學硬件設施

社會公益活動 4：2017 年 8 月，濟南世紀創

新水泥有限公司（「世紀創新」）向孟莊村捐贈水

泥共計 230 噸，合計人民幣 82,800 元，支援孟莊村

文化大院和文化廣場建設項目

社會公益活動 3：2016-2017 年，淄博山水籌資

1,800 余萬元，對公司生產線進行餘熱改造，確保了周

邊學校及村居在內的 18 萬平方米區域的冬季供暖

社會公益活動 5：2017 年 8 月，世紀創新向黃崖村捐贈水泥 150 噸，合計人民幣 54,000 元，幫助黃崖村修復道路

社會公益活動 1：2017 年度，淄博山水水泥有限

公司（「淄博山水」）向淄川區慈善總工會捐贈人民幣

200 萬元用於慈善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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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公益活動 7：2017 年山東山水水泥集團有限

公司商河分公司向玉皇廟鎮共計捐款 8,000 元。此外，

公司專業技術人員還與玉皇廟鎮政府人員組成幫扶小

組，對玉皇廟國家村進行幫扶。公司技術人員對部分

家庭中老化的電源線及舊插排進行更換，並向居民講

解用電安全知識，確保其用電安全

社會公益活動 6：2017 年 11 月，世紀創新向孝裡

鎮捐贈水泥 130 噸，合計人民幣 53,300 元，幫助貧困戶危

房改造

社會公益活動 8：2017 年 3 月，英吉沙山水水泥有

限公司（「英吉沙山水」）開展「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

公司員工走訪依格孜牙鄉 16 家貧困戶，合計贈送 2,000 餘

元的慰問品，並與貧困戶結對認親 100 餘人

社會公益活動 10：為相應國家「精準扶貧」戰略，

保障困難員工生活，2017 年本集團共完成了 156 名困難

職工的救助，發放救助金 30 餘萬元。另外，本集團還向

大病困難職工、單親困難女職工、困難大學生等，發放

救助金 15 餘萬元

社會公益活動 9：2017 年 5 月，英吉沙山水為英吉

沙縣城區部分道路共安裝 54 盞路燈，投資約 5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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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
內容索引

「不遵守就解釋」 披露位置
A 環境

層面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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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4

關鍵績效指標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P09

關鍵績效指標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
計算）。

P09

關鍵績效指標
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
設施計算）。

不適用 9

關鍵績效指標
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
設施計算）。

不適用 10

關鍵績效指標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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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7

層面 A2：
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註： 資源可用於生產、儲存、運輸、樓宇、電子設備等。

P06

關鍵績效指標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量（以千個千瓦時計算）
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P09

關鍵績效指標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P09

關鍵績效指標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P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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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7

關鍵績效指標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產單位佔量。 P09

層面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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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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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08



22

H
N

A
 -

 C
A

IS
S

A

中國山水水泥集團有限公司
2017 年度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不遵守就解釋」 披露位置
B 社會

層面 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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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0

層面 B2：
健康與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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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2

層面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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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4

層面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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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1

層面 B5：
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P16

層面 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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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

層面 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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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7

層面 B8：
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

P18

解释： 

9：本集團生產過程產生的廢機油循環利用於機械潤滑，廢機油桶交由有資質機構進行處理，因此該指標不適用。

10：本集團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無害廢棄物均循環利用，因此該指標不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