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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保養： 本集團之全面保養計劃令引擎保持良好

狀態以維持有效之小巴排放系統。此外，維修技工及

前線營運員工對小巴排放情況保持警覺，並於懷疑排

放不合標準時將小巴送交維修保養中心進行檢查及維

修。

 提升營運效率： 本集團透過不時檢討及修訂路線及

服務提升營運效率。提升營運效率可減少燃料之不必

要消耗。為改善空氣質素，車長亦須嚴格遵守停車熄

匙之法定要求。

有害及無害廢物
 有害廢物： 維修保養中心產生之有害廢物為廢棄電

池、機油過濾器及潤滑油。維修保養中心已根據香港

相關法例規定登記為化學廢物產生者。廢物會於處置

前妥善包裝、貼上標籤及儲存。有關廢物由持牌收集

商收集及送往持牌化學廢物處理場處理。

 無害廢物： 輪胎為本集團主要棄置之無害廢物。本

集團之廢棄輪胎由代理收集以供循環再造成不同產

品。維修保養中心產生之廢水會於排放到公共排水系

統前在隔沙池進行過濾。

年內，本集團整體遵守氣體排放及處置有害廢物等方面之

香港《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道路交通（車輛構造及保養）

規例》及《廢物處置條例》相關規則。

本集團根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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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

引」）呈報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環境、社

會及管治報告（「報告」）。本報告涵蓋本集團主要業務 — 在

香港提供專線公共小巴運輸服務。

董事會對本集團之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及匯報負上整體

責任。管理層負責為本集團設計及維持合適且有效之環

境、社會及管治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

本報告按以下對主要業務可持續發展有重大影響及貢獻之

四大範疇概述本集團環境、社會及管治關鍵績效：i）環境

保護；ii）營運實務；iii）僱用實務；及 iv）服務社區。

環境保護
本集團致力保護環境及促進可持續發展，為下一代締造更

美好生活環境。

路邊車輛排放物乃香港空氣污染主要源頭之一。作為道路

運輸經營者，本集團意識到其營運對環境及公眾造成影

響。除監察對環境造成之直接及間接影響外，本集團亦嚴

格遵守政府之環境保護政策。以下為本集團減低其營運對

環境造成影響之方法：

空氣及溫室氣體排放
 使用燃料及引擎： 本集團依賴香港燃料補充站向車

隊供應以柴油及石油氣為主之燃料。加油站提供之柴

油為超低硫柴油。與柴油相比，石油氣排放較少溫室

氣體（即二氧化碳）及空氣污染物（即可吸入懸浮粒子

(RSP)、二氧化硫 (SO2)及氮氧化物 (NOX)），為較清潔

之燃料。年內，本集團採用57輛新石油氣小巴以替

換舊式柴油小巴。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

團車隊由172輛石油氣小巴及190輛柴油小巴組成，

分別佔車隊總數約47.4%及52.3%。本集團計劃於未

來一年半進一步以新石油氣小巴替換約100輛舊式柴

油公共小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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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實務
安全意識
乘客及僱員之安全為本集團之首要關注點。作為一家負責

任之公共運輸服務供應商，管理層相信安全為業務成功之

關鍵。本集團致力為乘客提供安全、舒適及可靠之旅程。

透過不斷為僱員提供培訓及教育、進行定期檢查以及實施

全面之保養計劃，本集團營運之安全性得以提升。

本集團全年持續為員工安排有關道路安全之課程及講座，

藉此提高員工之安全及風險意識以及改善工作習慣。部分

課程及講座乃本集團與香港警務處交通部合辦。為執行安

全指引及培養車長專業及負責任之駕駛態度，本集團已採

納嚴謹之行為守則及車長指引、進行突擊檢查及安排稽查

人員喬裝為乘客即時舉報車長之不當行為。本集團每隔半

年查核車長之駕駛執照是否有效。除監察車長駕駛行為

外，本集團亦透過定期檢查輪胎胎紋、乘客安全帶、滅火

器、車速顯示器及車速限制器，提高營運安全。本集團致

力維持低意外率，因而設定此等計劃以盡量減少發生意

外。我們亦於小巴內當眼處張貼告示，提醒乘客注意乘車

安全。

本集團已實行全面保養計劃以確保車輛之適當檢查及保

養。為確保維修流程之質素及效率，近年本集團致力將維

修管理系統電腦化。自二零一一年一月起，本集團因致力

完善維修保養中心而獲得 ISO 9001: 2008品質管理系統認

證，令本集團成為香港唯一一家獲得有關榮譽認證之專線

公共小巴營運商。本集團維修保養中心亦已在政府推出之

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下註冊。根據該計劃，參加計

劃之車輛維修工場須保證在技術、環保、安全、員工培

訓、服務及文件要求等方面以不低於《車輛維修工場實務

指引》指定之品質水平營運。

除上述營運實務外，本集團亦於行政辦公室提倡「綠化」意

識，鼓勵員工減少使用紙張及電力、循環再用紙張，以及

收集影印機及打印機之膠盒以循環再造。辦公室不同角落

亦種植綠色植物，為員工營造一個綠意盎然之工作環境。

環保指標 單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溫室氣體排放（CO2等值）
直接來源
 車隊 噸 22,384 22,332

間接來源
 電力 噸 234 234

 水 噸 2 2

 紙張 噸 11 11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噸 22,631 22,579
    

環保指標 單位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平均車隊規模
 （公共小巴及公共巴士）輛 364.6 360.0

每輛公共小巴及公共巴士
 之平均溫室氣體排放量 噸 62.1 62.7

資源消耗
 柴油 千公升 4,960 5,701

 石油氣 千公升 5,568 4,381

 汽油 千公升 28 30

 電力 兆瓦時 334 334

 水 立方米 4,286 4,047

 紙張 千克 2,373 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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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已制定舉報政策，為僱員提供舉報渠道，舉報於工

作場所發現之潛在不當或貪污行為。可舉報事宜包括但不

限於違反法律、法規及規例；涉及內部監控、會計及財務

事宜之違法、不當或欺詐行為；危害個人健康及安全之行

為；及可能令本集團聲譽受損之不當行為或不道德行為。

僱用實務
小巴行業屬勞工密集性質。本集團視僱員為最重要資產。

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284名僱員（二

零一六年：1,282名）。本集團遵循公開公平競爭原則從本

地勞動市場招聘僱員。招聘準則建基於應徵者個人能力、

教育背景、技能、過往經驗及是否適合應徵職位。本集團

自二零一三年起採納董事會多元化政策，並致力消除僱用

程序中涉及種族、性別、年齡、宗教、婚姻及家庭狀況等

方面之歧視。本集團嚴禁僱用非法勞工、童工及強迫勞

工。應徵者須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證明其符合於香港工作

之年齡及資格。

本集團之薪酬政策為提供充分薪酬以吸引、留聘及激勵合

適員工為業務貢獻才能。僱員薪酬待遇包括基本薪金、雙

糧、花紅、年假、交通及房屋津貼，乃參考僱員教育及專

業背景、經驗、職責及行內類似職位薪酬等多項因素後釐

定。本集團每年參考市況及僱員個別表現檢討薪酬水平。

本集團之病假、產假及侍產假政策按香港《僱傭條例》所載

準則而定。年內，本集團整體遵守工時、休息時間、強制

性公積金供款、待遇及福利、反歧視及最低工資規定等方

面之香港相關勞工法例。

本公司於二零零四年上市後隨即採納購股權計劃。採納購

股權計劃旨在為本公司提供平台，給予為本集團作出貢獻

之合資格參與者獎勵及激勵，並鼓勵彼等為本公司及其股

東整體利益努力提升本公司及其股份價值。

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平均意外率為每百

萬公里3.4宗（二零一六年：每百萬公里3.0宗）。除透過加

強入職培訓以提升新車長之安全意識外，管理層亦加強維

修保養計劃，並於年內調高車長薪金，期望透過增加車長

薪酬之吸引力留聘優秀車長，從而減低意外率。

年內，本集團嚴格遵守安全設備、車輛登記、牌照、構造

及保養等方面之香港《道路交通條例》相關規則。

供應鏈管理
本集團主要就租賃公共小巴以及採購燃料、汽車零部件及

維修服務委聘供應商。截至二零一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供應商數目為64個（二零一六年：66個）。本集

團委聘之所有供應商均位於香港。

本集團於二零零九年推出採購指引，旨在確保本集團所採

購產品及所採用服務乃按公平競爭原則進行，從而提升本

集團採購程序之透明度及問責性。此外，為確保專線公共

小巴營運之服務質素，本集團僅挑選產品及服務質素記錄

良好且準時交付產品及服務之供應商。供應商亦須確保在

所提供產品及服務方面妥為遵守相關環保法例及法規。

反貪污
本集團重視以廉潔態度進行業務活動，深信高效反貪污機

制乃本集團可持續發展及長遠增長之關鍵。本集團之行為

守則及採購指引為僱員提供明確指引，指示如何以公平、

合符道德及合法方式進行業務，並避免任何形式之貪污（定

義見香港《防止賄賂條例》）。本集團之行為守則亦要求僱員

避免任何利益衝突（倘個人利益與本集團利益有衝突）、申

報任何利益衝突及避免濫用職權謀取私利。於工時及任何

工作場所均嚴禁進行賭博活動。僱員亦不可接受任何與本

集團有業務關係之人士提供之任何貸款（持牌銀行或金融

機構之借貸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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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群
本集團非常重視企業公民責任及社會責任。多年來，本集

團曾贊助多項由不同地區團體及慈善機構舉辦之活動。除

財政支援外，本集團及旗下員工亦積極投入多項社區服

務。本集團所贊助或透過僱員參與之活動包括南區道路安

全運動、南區足球會、南區旅遊文化節及由公益金籌辦之

百萬行等。年內，本集團繼續獲香港仔街坊福利會社會服

務中心提名，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關懷」標

誌，以表揚其於社區活動方面之貢獻。

本集團亦透過擴大綠巴轉乘計劃之覆蓋範圍，以及為特定

路線之長途乘客提供車資優惠及參與政府長者及殘疾人士

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繼續回饋社會。本集團之營運隊伍

與地區及居民代表保持緊密聯繫及積極回應乘客之需要。

年內，本集團曾向慈善團體及其他社區╱地區團體作出以

下捐款及贊助：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贊助 612 431

捐款 20 10
   

總額 632 441
   

本集團認為員工發展對提升僱員能力及安全意識十分重

要。因此，本集團鼓勵僱員參加內部或外部培訓課程或講

座，費用由本集團承擔。培訓題目包括董事責任、法律法

規最新資訊、會計與保險專業發展、職業安全、駕駛行

為、資訊科技、反貪污及軟技能（如時間管理）等。

本集團致力以真誠態度提供舒適、便利及安全之運輸服

務，故本集團採納一套行為守則，當中載列本集團全體員

工均須遵守之基本行為準則。本集團全體僱員，不論職位

及職能，均須全面遵守該行為守則所載原則。本集團亦採

納舉報政策，鼓勵僱員留意及向本公司舉報於本集團營運

過程中任何可疑不當行為或任何不足之處。本公司致力以

公平恰當方式妥善處理僱員提出之事項。

人力指標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六年

年末僱員數目
 董事 8 8

 行政人員 105 99

 車長 1,124 1,127

 技工 47 48
   

 總數 1,284 1,282
   

按性別劃分 (%)

 男性 95.0 95.5

 女性 5.0 4.5

按年齡組別劃分 (%)

 30歲以下 2.6 3.4

 30至39歲 10.7 10.3

 40至49歲 15.0 17.6

 50至59歲 28.5 32.1

 超過60歲 43.2 36.6

員工流失率 (%) 26.4 29.3

員工身亡人數 1 –

員工培訓時數 960 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