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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中國織材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呈報本公司截至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認為良好商規及企業社會責任對本集團

長期可持續發展和成功至關重要。本集團除了專注達成經營目標及財務回報，

亦致力為員工及其家庭、社區謀求福祉及有效善用資源。 

 

 

緒言 

 

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買賣紗線產品及相關原材料。本集團生產設施位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國」）江西省奉新縣。截至二零二零年年底，本集團產能約為

73 萬紗錠。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紗線產量和銷量分

別約為 114,032 噸(二零一九年：123,528 噸)和 116,242 噸(二零一九年：128,808

噸)。 

 

 

董事會聲明 

 

董事會堅信，良好的 ESG 做法不僅對集團的長期實質性發展和成功至關重要，

而且還有助於改善環境和建立更公平的社會，從而造福人類。 除努力實現業務

目標和財務回報外，本集團還致力於環境保護和支持員工及其家庭、社區的福

祉。 

 

董事會確認對本集團 ESG 事務負有最終責任。董事會每年審查 ESG 政策、戰略、

目標實現進度和 ESG 信息披露。 董事會已將有關執行 ESG 事宜的責任轉授予本

集團的行政管理層（「行政管理層」）。 行政管理層由執行董事和各相關部門負

責人組成。 行政管理層確定並評估 ESG 機會和風險，並向董事會報告。 它還負

責實施 ESG 政策和戰略，執行 ESG 計劃，協助促進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報告原則 

 

本集團根據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 27 之 ESG 報告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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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 報告指引」），就適用性及重要性對相關主題領域和關鍵績效指標

（「KPI」）進行評估。於編制 ESG 報告過程中，本集團遵循以下報告原則： 

 

重要性：本集團通過持份者參與和重要性評估來確定重大的 ESG 議題。 

 

量化：本 ESG 報告以量化資料披露本集團適用的環境和社會方面的關鍵績效指

標。 

 

一致性：本 ESG 報告和之前年度 ESG 報告使用的相關披露方法和關鍵績效指標

保持一致。 

 

 

報告發佈  

 

本 ESG 報告以電子版形式發佈，電子版可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

所」）網站(http :// www hkex.com.hk)和本集團網站（http://www.chinaweaving 

materials.com）投資者-公告欄查閱。本報告之印刷版可以通過發送電子郵件至

chinaweaving ir@163.com 或通過郵寄信件至本公司位於香港的營業地址予公司

秘書索取。 

 

 

報告期間及報告範圍 

 

本報告根據 ESG 報告指引編製而成，涵蓋期間為二零二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二

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期間」）。 

 

本報告之內容僅涵蓋以下附屬公司（「報告實體」）： 

 

江西金源紡織有限公司（「金源」） 

江西華春色紡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華春」） 

 

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報告實體營業額和員工人數分別

佔本集團營業額和員工人數的 91% (二零一九年：94%) 和 97% (二零一九年：

98%)以上。 

 

 

持份者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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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內，本集團根據持份者的影響力及其與本集團的互動關係識別主要持份者。 

本集團認為主要持份者包括政府和監管機構、股東、客戶、僱員、供應商和當

地社區。本集團非常重視與不同持份者的溝通，並建立有效的渠道了解持份者

期望，討論和回應他們關注的 ESG 議題。 

 

      

持份者 期望和關注 溝通途徑 

      

      

政府和監管機構  遵守法律和法規  日常監督 

   依法納稅和繳費  官方公文 

   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現場檢查 

   工業生產安全  工作會議 

   環境保護   

  

 

  

      

股東  投資回報  股東大會 

   風險管理  本公司網站 

   信息披露  郵件、電話和傳真 

     聯交所網站 

      

      

客戶  產品質量  客戶經理日常溝通 

   優質服務  實地走訪 

   產品創新  本公司網站 

      

      

僱員  薪資福利  工會會議 

   職業健康和安全  僱員培訓 

   培訓及晉升機會  員工活動 

   民主溝通   

      

  

 

  

供應商  誠實守信  定期會議和交流 

   倡導公平公開  相互實地拜訪 

   促進合作與發展  行業展覽和會議 

   雙贏合作   

      

      

當地社區  支持當地經濟發展  慈善捐款 

  促進社會和諧  文化體育活動 

   環境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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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評估 

 

為更好了解持份者關注的議題，製定 ESG 計劃和編制 ESG 報告，本集團進行重

要性評估，以識別對本集團業務和持份者至關重要的 ESG 議題。本集團的重要

性評估包括以下程序： 

 

識別議題：為了識別相關的 ESG 議題，本集團考慮因素包括持份者期望，本集

團業務相關風險及機遇，行業特徵、風險和機遇。 

 

排序和評分：確定相關 ESG 議題之後，本集團基於自身業務考量，相關持份者

傳達的期望優先順序，根據包括相關法律法規、行業標準、面臨的挑戰和機遇

等因素對各項議題進行排序和評分。 

 

確認評估：行政管理層對初步結果進行了審查，討論和確認，以獲得重要性評

估的最終結果。 

 

 

2020 重要性議題矩陣 
 

 

 

 

 

 

 

  

 

 

 

 

 

 

 

 

本集團可持續發展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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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遵守法律法規 11. 產品創新 

2. 依法納稅及繳費 12. 薪資福利 

3. 推動當地經濟發展 13. 職業健康和安全 

4. 工業生產安全 14. 培訓及晉升機會 

5. 環境保護 15. 民主溝通 

6. 投資回報 16. 誠實守信 

7. 風險管理 17. 倡導公平公開 

8. 信息披露 18. 促進合作與發展 

9. 產品質量 19. 雙贏合作 

10.優質服務 20. 促進社會和諧 

    

 

 

 

A. 環境 

 

本集團支持有關“建設節能環保型社會”的國家政策。本集團通過節能減排政

策與措施，努力減少對環境和氣候變化的影響。 

 

報告實體並非從事高污染行業，我們的營運主要受以下法律及法規（其中包括

其他相關環境保護法律及法規）所規限；(i)《環境保護法》 ；(ii)《水污染防治

法》 ；(iii)《大氣污染防治法》；及(iv)《固體廢物污染防治法》。 

 

 

A1. 排放物 

 

董事會認為，報告實體的營運現時並無產生任何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的污染物。於報告期間，由於報告實體的生產過程並無牽涉染色且我們的生產

並無製造損害環境的副產品，因此毋須進行特別污染物處理。報告實體已在我

們的生產流程中實施環保標準及制定環保程序（如適用），例如從清花過程回收

鬆散棉╱滌綸毛絨等有關程序。就營運而言，本集團致力於嚴格及完全遵守中

國相關環境保護的規定。倘環境因報告實體的營運而可能受到負面影響，報告

實體將致力在生產流程中使用能保育以及有效地運用資源的技術來減少對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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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負面影響。於報告期間，報告實體並無進行製造損害環境的副產品或污染環

境的營運。 

 

於報告期間，概無對報告實體有重大影響的有關違反環境法律法規的情況，報

告實體並無受限於任何重大環境方面的索賠、訴訟、處罰或紀律處分。 

 

生產過程中排出的溫室氣體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是因消耗電力而間接引

致。本集團一直致力於降低因耗電而間接引致的二氧化碳排放強度（每噸產品

的排放量）。 本集團亦將盡可能在生產過程中採用節能技術。報告期間排放的

二氧化碳總量和排放強度分別約為 201,953 噸(二零一九年：219,442 噸)和

1,771 公斤(二零一九年：1,776 公斤)。報告期間華春使用光伏發電總量為

2,201,680 千瓦時(二零一九年：2,320,800 千瓦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761 噸(二零一九年：1,856 噸)。 

 

 

A2. 資源使用 

 

本集團始終以降低單位產量能耗（每噸產品耗電量）為目標，為保護自然資源

做出貢獻。本集團將盡可能在生產過程中採用節能和綠色技術，亦鼓勵員工對

節能和有效善用資源要更加認真和盡責。 

 

本集團生產過程並未涉及染色，因此僅消耗少量用水。報告實體間接利用的資

源主要來自電力消耗。生產過程中不使用其他自然資源。報告期間用水量為

398,420 噸(二零一九年：673,060 噸)。用電量和單位產量能耗分別為

254,642,930 千瓦時(二零一九年：276,623,425 千瓦時)和 2,233 千瓦時(二零一九

年：2,239 千瓦時)。報告期間華春使用光伏發電總量為 2,201,680 千瓦時(二零

一九年：2,320,800 千瓦時)，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約 1,761 噸(二零一九年：

1,856 噸)。 

 

報告實體的產成品是用紙筒和尼龍袋包裝的紗線。報告期間包裝材料紙筒和尼

龍袋的使用總量分別約為 2,754 噸(二零一九年：2,977 噸)和 458 噸(二零一九年：

498 噸)。 

 

 

A3. 環境及自然資源 

 

除上述 A2 部分所述消耗電力和水之外，報告實體的生產活動對環境及自然資源

沒有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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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實體已經獲得 ISO14001 環境管理體系認證證書。金源廠區範圍擁有

25,000 多平方米的綠化地帶，華春已在車間屋頂安裝太陽能電池板，為車間照

明提供電力。 

 

 

A4. 氣候變化 

 

近年來，世界各地經歷了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條件和自然災害。明顯的是，

氣候變化的影響要快於預期。聯合國將氣候變化描述為超越國界的全球緊急情

況，需要各方協調解決方案及國際合作以幫助各國邁向低碳經濟。2016 年，中

國成為 2015 年《巴黎協定》的簽署國，該協定是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氣候變

化條約。中國已於 2021 年承諾在 2060 年之前實現碳中和。 

 

本集團認同氣候變化會影響人類，並堅信每個企業公民都有責任為抗擊氣候變

化做出貢獻。本集團亦認同：1）氣候變化可能引發颱風、暴雨和洪水等極端天

氣狀況，這將影響本集團業務； 2）應對氣候變化需要各國採取行動，這將導

致各國製定更多有關環境保護和控制排放物的法律法規，這些法律法規可能會

影響本集團業務。 

 

本集團不斷地識別和分析有關氣候變化的風險和機遇，並在製定業務戰略時將

這些因素考慮在內。本集團政策是盡可能採用節能環保方式進行生產製造。 

 

 

B. 社會 

 

B1. 僱傭 

 

本集團積極遵守有關法律法規，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

和國勞動合同法》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本集團致力提供公平合理的工作環境

給員工。本集團製定了《人事招聘流程》、《關於員工入╱離職流程及調動的規

定》和《員工手冊》等一系列人事管理政策和程序，為員工提供公平合理的工

作環境。 

 

本集團建立了一套公平合理的薪酬體系，基於公平、競爭、激勵、合理及合法

原則，為員工發放薪酬。本集團員工薪酬由基本工資、績效工資、加班工資、

崗位補貼、相關補貼和各種獎金等組成。此外，本集團每年對國家政策和物價

水平等宏觀因素的變化、行業、地區薪資水平以及集團整體效益情況進行評估，

並對員工薪酬等作相應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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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於保障勞動者合法權利及權益，尊重員工的休息和休假權利，按照

國家和地方法律法規的要求規範員工工作時間。 

 

本集團嚴格遵守國家及地方政府各項法規，不因種族、性別、膚色、年齡、家

庭背景、民族傳統、宗教、身體外貌和國籍等因素歧視任何一位員工，讓員工

在招聘、薪酬、培訓和晉升等各個階段享受公平待遇。 

 

於報告期間，概無對報告實體有重大影響的有關違反勞動法律法規的情況，報

告實體並無受限於任何重大勞動法律方面的索賠、訴訟、處罰或紀律處分。 

 

報告實體位於中國，其員工構成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與於二零一九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比較如下： 

 

 

性別 
人數 百分比 

2020 2019 2020 2019 

男 1,263 1,316 42% 41% 

女 1,740 1,867 58% 59%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2020 2019 2020 2019 

全職             3,003              3,183  100% 100% 

兼職                   -                      -                      -                      -    

 

 

年齡 
人數 百分比 

2020 2019 2020 2019 

30歲以下 624 744 21% 23% 

30-50歲 1,908 2,043 63% 64% 

50歲以上 471 396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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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流失率 
性別 年齡 

男 女 30歲以下 30-50歲 50 歲以上 

2020 55% 49% 89% 45% 23% 

2019 56% 45% 78% 44% 22% 

 

 

 

B2. 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致力確保員工健康及安全，其中包括為員工提供及維持健康及安全的工

作場所，尤其是我們的生產廠房。本集團致力實現工作場所死亡零事故，及儘

量減少因工傷損失的工作日數。本集團堅持“安全第一，全員參與”的安全管

理原則，鼓勵員工增強安全生產的責任感和緊迫感。本集團已制定安全程序及

政策以確保工作環境對我們的員工屬安全。所有新員工在上崗前都會接受以安

全生產為重點的入職培訓。本集團實施以及確保我們所有的員工均知悉我們的

安全程序及政策，其中包括安全管理、緊急情況以及正確操作設備及機器的指

引。各車間主任對其管理的車間安全運行負全面責任；車間的每個班組長負責

本班組的安全培訓和監督。各車間亦會定期組織安全生產培訓。 

 

報告實體受中國關於職業健康與安全的相關法律及法規所規限，包括《中華人

民共和國生產安全法》、《安全生產違法行為行政處罰辦法》、《安全生產許可證

條例》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報告實體設有專人負責安全生產，

以監督我們遵守相關法律，實行定期安全表現檢查，識別安全風險，組織事故

預防及管理培訓，發表內部安全流程與政策。 

 

於報告期間，無人因工作關係死亡(二零一九年和二零一八年：無)，因工傷損失

工作日數約為 490 日(二零一九年：1,035 日)。 

 

 

B3. 培訓及發展 

 

本集團認為員工之個人發展及福祉極為重要。為此，本集團致力提供一個可激

勵員工的良好社區及環境，務求促進員工的發展，留住人才。本集團通過入職

培訓、管理人員培訓、技術人員培訓和崗前培訓等多元化培訓模式來滿足各級

各類員工的不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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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培訓方式主要是根據業務需要組織的企業內部培訓，包括講座、研修班、

業務學習、實地演習和自學等多種形式。新入職員工將接受入職培訓和崗前培

訓，以幫助員工適應工作環境和履行職責。 

 

培訓統計資料於報告期間及與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比較

如下： 

 

性別 
培訓員工人數 培訓員工百分比 員工人均培訓時數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男 1,955 2,115 100% 100% 80 81 

女 2,468 2,544 100% 100% 69 71 

 

 

員工類別 
培訓員工人數 培訓員工百分比 員工人均培訓時數 

2020 2019 2020 2019 2020 2019 

管理人員 443 553 100% 100% 12 12 

生產人員 3,980 4,106 100% 100% 81 84 

 

 

 

B4. 勞工準則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和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相關法律，堅決杜絕使用童工和強制勞工。本集團在

招聘告示上明確規定合法應聘者須年滿 18 歲。本集團在入職時會查驗員工的身

份證，避免使用童工。此外，報告實體採用每天 3 班，每班 8 小時的工作時間

模式，員工加班遵循自願原則，以避免強制工作。 

 

 

B5. 供應鏈管理 

 

為保證原材料的質量，鼓勵供應商保護勞工權益和自然環境，本集團制定了評

估供應商資格的程序。評估程序包括產品樣本檢測、查詢參考資料、不定期實

地考察和收集市場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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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本集團所需原材料的自然屬性及需求量巨大，故此市場上沒有太多具足夠

規模的原材料供應商可以滿足本集團的需求。於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本集團原材料、生產設備及生產配件之供應商共有 60 多家(二零一九年：70 多

家)。本集團向五名最大供應商的採購額佔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總採購額的 51.1%（二零一九年：56.5%）。本集團的主要供應商包括

國有企業、A 股上市公司和省級百強企業。本集團認為該等供應商普遍對 ESG

有高度認識。所有供應商均位於中國。 

 

 

B6. 產品責任 

 

本集團認為，產品質量和客戶滿意度對企業成功至關重要。本集團積極遵守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華

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及其他適用法律法規。 

 

在生產流程中某些階段，報告實體採用一套質量控制流程以確保產品質量。質

量控制系統確保我們的成品符合我們制定的各種標準以及工業標準。報告實體

已獲得 ISO 9001、ISO 14001 質量管理認證證書。 

 

於報告期間，概無已售或在送產品因安全或健康理由需要回收的情況，亦無因

產品質量原因收到客戶書面投訴。客戶對已售或在送產品的關注或查詢主要由

銷售部有關客戶經理通過電話聯繫處理，進一步的問題將升級為總經理處理。 

 

本集團還致力於保護知識產權（「知識產權」）和保障客戶資料及隱私。然而，

本集團的紗線產品屬大眾化市場中傳統工業的基礎材料，生產過程中一般不涉

及使用知識產權。於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有關侵犯知識產權方面的實際或潛

在的糾紛。鑒於本集團產品的性質，及本集團主要向客戶，即工廠用戶或紗線

產品貿易商進行現金銷售，因此本集團無需為信貸或營銷目的收集客戶資料。 

 

 

B7. 反貪污 

 

本集團為員工和供應商實施內部政策和指引，要求遵守中國有關反賄賂與反貪

污的法律。如果證明有任何賄賂或貪污行為，涉及人員的服務合約將會立即終

止。本集團鼓勵員工向上級報告任何貪污或賄賂行為。所有員工均可直接接觸

高級管理層，包括本公司執行董事。本公司董事獲委任前亦會知悉香港反貪污

法律及實務的相關原則規定。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遵守有關法律和法規，亦

未捲入任何賄賂或貪污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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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社區投資 

 

本集團相信，長期商業投資將為當地社區帶來就業機會，改善社區基建，最終

可以促進社區繁榮。金源和華春分別自二零零五年和二零一零年開始在奉新縣

工業園區進行投資。他們的持續投資對奉新縣的就業，稅收收入和基建發展做

出了極大貢獻。本集團與奉新縣政府工業園區管理委員會保持恆常聯繫，亦是

本集團與當地社區的重要溝通渠道。對於當地社區的需要及其關注的事項，本

集團將盡可能予以支持。本集團亦會密切留意當地營商環境，伺機於當地社區

增加投資。 

 

報告實體廠區範圍有大面積的綠地，種植了 2,500 多棵樹木，為環境做出了貢

獻。報告實體還通過提供辦公場所及資金，協助建立工會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