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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員工
中信泰富的員工竭力支持本集團的長期業務發展及可持續增長，因此我們視員工為重要資產。作為一家在全球僱
用超過36,000名員工的多元化企業，我們透過倡導公平、平等及尊重的僱用行為，營造良好的工作環境。我們致
力保障員工的權利及權益，為其提供培訓及發展機會，促進員工職業發展，我們亦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此
外，我們鼓勵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確保員工身心健康。

員工
中信泰富的員工來自不同文化背景。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底，我們在全球（包括不同地區的各主要附屬公司）合
共僱用員工36,512人（二零一二年︰ 34,781人）。多年來，我們擁有忠誠能幹、勤奮踏實的員工支持我們的業務發
展，員工流失率亦一直保持穩定。

員工概況

按地區分類之員工比例

澳洲 3%

香港

中國內地 83%

其他（新加坡、
日本及台灣）

2%

12%

按業務分類之員工比例

特鋼

總公司

41%

1%

房地產 8%

鐵礦開採 3%

能源 3%

大昌行 43%

其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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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齡層分類之員工比例

60歲或以上 0.8%

51至59歲 9.4%

41至50歲 23%

31至40歲

30歲或以下

27.1%

39.7%

按性別分類之員工比例

女性 26.4%

男性 73.6%

按教育背景分類之員工比例

1.9%

17.1%

26.5%

11.9%

42.6%

碩士╱研究生或以上

大學本科

高級文憑╱大學專科

證書╱中專

中學程度或以下

員工流失率（自願離職）

2012年
2013年

集團總計總公司 特鋼 房地產 鐵礦開採 能源 大昌行 其他

50

40

30

20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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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
我們致力在招聘、任命、職業晉升、培訓和發展等人力資源的各個方面為員工提供平等的機會，不受其年齡、性
別、身體或精神狀況、婚姻狀況、家庭狀況、種族、膚色、國籍、宗教、政治立場或性取向影響。我們根據員工
資歷、能力及勝任工作要求的情況及其任職本集團期間的表現及貢獻吸納、回報及獎勵員工。

薪酬回報
中信泰富給員工具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回報，有關薪酬乃按照員工所擔任的職務和職責及其工作需面臨的挑戰與
複雜性而釐定。我們每年均會參考市場上同類職位的工資水平，對薪酬制度作出檢討，確保員工的薪酬回報具競
爭力，同時達致內部公平。我們大部分附屬公司均提供高於法定要求的額外福利及保險保障，確保員工身心健康
並滿足員工期望。

為提升表現及配合「按績論酬」的制度，中信泰富實施績效花紅計劃，並以完善的績效管理系統考核員工個人表
現與業務表現。我們的業務單位根據其行業特性與營運模式設定符合其業務聚焦重點的業績考量準則或關鍵績效
指標。每年，花紅總額按照各業務單位的業績或關鍵績效指標（如適用）的達標情況而釐定。個別員工則按照個
人表現與貢獻獲得花紅獎勵，花紅標準亦會作出適當的差異化調整，務求達到有效獎勵傑出員工的效果。

高級管理人員之薪酬由中信泰富薪酬委員會根據以下的原則進行檢討和審批︰

‧ 薪酬應合理地反映個人的表現、職責、工作的複雜性，以及需投入的時間，以達到吸納、激勵和保留人才
的目的。

‧ 薪酬的釐定，應參考相若的上市公司的薪酬水平，有關公司名單應得到薪酬委員會及高級管理層同意。
‧ 任何人士均不得參與有關其個人的薪酬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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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發展
秉承「人才是致勝的關鍵」這一理念，中信泰富在員工培訓與發展方面作出了重大投資，旨在建設一支精練能
幹、忠誠可靠、表現優異的員工隊伍，以支持並落實我們的組織策略及實現業務目標。二零一三年，我們舉辦了
各類型的內部及外部培訓和發展項目，以建立管理層員工的領導與管理才能，並提高員工的業務與專業知識、勝
任能力及技巧。我們亦提供培訓資助計劃，鼓勵各級員工參加與其工作或發展需要相關的外部培訓或進修項目。

領導發展一直是中信泰富學習及發展策略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繼在二零一一年首次開辦的「中信泰富集團領導發
展課程(CPLDP)」取得成功後，中信泰富繼續與香港科技大學合作，於二零一三年開辦第三期課程。迄今為止，已
有超過100名來自總部及附屬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參加課程。去年四月，CPLDP培訓課程為完成首兩個培訓模塊
的學員新設有關變革管理的培訓模塊。CPLDP將於二零一四年繼續成為中信泰富的主要培訓發展項目。

為建立接班人梯隊，中信泰富開辦管理人員的發展課程。中信泰富（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中投公司」）開展「管理
培訓生計劃」，通過全面的培訓發展項目及高級管理人員的顧問指導，培養優秀的大學畢業生；而中信泰富礦業
則為各經理開辦「基礎管理課程」。特鋼及能源業務亦有開辦類似課程。總部更特別為經理及督導人員量身設計
培訓課程，以協助他們獲得所需技能。

高效的入職培訓對新入職員工迅速融入公司生活，並為公司作出貢獻至為重要。年內，總部以及中投公司、特鋼
集團及中信泰富礦業等附屬公司為超過2,500名新入職員工提供入職培訓。特鋼集團更特別為新入職員工設立師
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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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和功能培訓方面，中信泰富作出了龐大的努力，協助員工獲得最新的知識、技能和見解，以維持高水準的
工作質量，確保在符合法規及行業規定的情況下達成業務目標。所提供的課程中，包括為總部及附屬公司員工安
排有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培訓、內部審計培訓以及人力資源管理培訓系列的課程。在二零一三年，財務及人力資
源功能部門的年度研討會仍然是中信泰富的重要項目，提供結實的平台讓與會者與內部及外部的專家分享專業知
識和經驗，同時加強各營運單位之間的協調，建立團隊合作精神。我們亦邀得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的
專家，在推行經濟附加值管理績效指標前為總部及附屬公司的高級財務行政人員進行講解。

年內，中信泰富及其附屬公司定期開辦技能及操作培訓，並進行考核，務求為員工提供高效、安全而健康的工作
環境。其中，中信泰富礦業於二零一三年進行試產時，曾為操作員及承辦商開辦密集式培訓，內容涵蓋培訓、在
職實習及測試。逾24,000人次出席有關課程，以掌握核心操作技巧，及確保嚴格遵守安全、規管及法律規定；另
外240名員工參加操作員培訓課程，以獲得該行業的國家認可資格。為進一步提高經營效率及減省營運成本，中
信泰富礦業亦同時落實學習管理系統(LMS)及現場評估技術(FAST)。在中國大陸，特鋼集團與當地大學及培訓機
構合作，提供獲取專業資格所需的全面技術培訓。特鋼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一月更獲中華全國總工會頒發「全國
職工教育培訓優秀示範點」榮譽，以表揚其在培訓方面的努力。

在總部舉辦的「中信泰富午餐學習會」，提供非正式的學習途徑，促進員工身心健康發展，廣受員工歡迎。年內
曾舉辦不同的活動，涵蓋身心健康、個人興趣、休閒活動以及如何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平衡等廣泛主題。由於
員工對午餐學習會反應熱烈，我們將於二零一四年提供更多不同的學習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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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滿足中信泰富與日俱增的培訓和發展需求，中信泰富起用內部培訓人員提供各類培訓課程。在中投公司，前線
經理於年內為逾1,500名參加人次提供有關銷售及市場營銷、財務及成本控制以及產品設計方面的功能培訓。總
部的人力資源發展團隊亦提供多個管理及通用技能培訓課程。來年，內部培訓人員將繼續於總部及附屬公司提供
管理及通用技能培訓以及特定的功能培訓課程。

在人才發展投放大量資源及努力將會是中信泰富的長遠目標及承諾。為肯定本集團在人才發展方面的成就，香港
政府僱員再培訓局確認，中信泰富將於二零一四年至二零一六年兩年繼續獲嘉許為「人才企業」。

職業健康與安全
中信泰富致力為員工提供健康、衛生及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確保工作場所健康；制定安全管理內部指引；遵守
當地法定安全規定；提供安全培訓。此外，我們鼓勵員工參與社會及康樂活動以助其在工作和生活之間取得平
衡；舉辦與健康及壓力管理相關的活動以提高員工對健康的關注。

中信泰富致力做到每個工作場所都沒有發生任何死亡事故，並以此作為我們最重要的目標。二零一三年，我們成
功實現有關目標，各業務均無錄得與工作相關的死亡事故。以下為各主要業務單位有關健康及安全績效的詳情：

鐵礦
澳洲鐵礦業務於健康及安全方面全年維持穩定的表現。可記錄工傷數目下降，結果令人鼓舞。隨著年內開始投產
及首次裝運出口，我們在增強健康及安全管理系統方面亦取得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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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泰富礦業－健康及安全關鍵績效指標
2012年 2013年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死亡事故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RI數目 8 7 1 6 4 2 7 2 7 2 0 3

連續12個月RI 81 80 76 75 73 70 73 68 65 62 54 49

連續RIFR 6.9 6.8 6.5 6.4 6.4 6.2 6.6 6.4 6.3 6.3 5.7 5.5

LTI數目 0 0 1 0 0 0 1 0 0 1 0 0

連續12個月LTI 9 8 7 5 5 5 6 6 4 4 3 3

連續LTIFR 0.8 0.7 0.6 0.4 0.4 0.4 0.6 0.6 0.4 0.4 0.3 0.3

職業疾病 14 9 9 13 8 3 3 5 6 2 1 0

RI 可記錄工傷事故：包括損失工時工傷(LTI)、受限制工傷，以及工傷事故治療

RIFR 可記錄工傷事故率（每1,000,000個總工時工傷總數）

LTI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

LTIFR 損失工時工傷事故率（每1,000,000個總工時工傷總數）

中信泰富礦業－ 2012/13年度可記錄工傷：數目及連續頻率

12年7月 12年8月 12年9月 12年10月 12年11月 12年12月 13年1月 13年2月 13年3月 13年4月 13年5月 13年6月

6.90 6.80 6.50 6.44 6.40 6.20
6.63 6.35 6.28 6.26

5.73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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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鐵礦開採業務已步入生產階段，我們正在適當地監控有關健康與安全風險方面的變動狀況。我們確保健康與
安全管理系統與運營管理計劃保持一致，主要方法是透過定期會議及其他溝通管道與持份者交流，包括與澳洲監
管機構及安全協會保持密切聯繫。

纖維礦物管理
保證工作人員沒有遭受纖維礦物風險依然是我們最關注的職業健康事情之一。就此，我們已組成纖維礦物管理委
員會以有效控制纖維礦物風險，並投放大量的資源以監察及掌握有關纖維礦物風險對我們產品由採礦至裝運整個
生產週期的影響，從而調整相應的控制措施。

隨著我們進入選礦階段，所面對的風險相應增加。年內，我們為此做好準備，包括擴展指定工地範圍計劃以識別
整個礦場的纖維礦物風險水平及採取適當的控制措施。我們亦繼續透過向僱員及承包商提供持續培訓計劃及編製
「纖維礦物認知」小冊子，以加強有關教育及意識。此外，我們亦採購了更安全舒適的面罩，藉以改善呼吸防護
設備，並利用測試計劃確保面罩貼面且配戴妥當以防止工作人員暴露於纖維礦物中。我們定期對纖維礦物事項舉
行實地會議以解決相關問題並採取控制措施，確保僱員能在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工作。總括而言，我們就控制纖維
礦物風險已取得重大進展，並已制定具有創新性的解決方案（見下文專題分享）。

專題分享－創新的纖維礦物風險管理

二零一三年四月，中信泰富礦業在健康及安全創新方面獲業界認可，憑高效濾網(HEPA)纖維礦物過濾系統獲
得了二零一三年澳洲礦產與能源商會健康與安全創新獎。該獎項旨在嘉許以改善工作環境為目標的業內最佳
作業模式。

高效濾網纖維礦物過濾系統預防石棉等纖維礦物進入駕駛室，並提供一個移除駕駛室內浮塵及纖維礦物的系
統。該系統並加設綜合測試制式，確保系統在車輛壽命週期內運作良好。當駕駛室內正壓下跌，顯示空氣外
洩，警報便會啟動。我們亦定期進行分散油顆粒(DOP)測試程式以確保系統維持良好運作。

高效濾網過濾系統是經由員工積極參與管理及不斷嘗試以務求加強對纖維礦物風險的控制而得出的成果。中
信泰富礦業中澳鐵礦項目轄下的採礦團隊及衛生團隊與外部顧問合作，為該系
統進行開發、實地測試及改進工作。

過去，員工需依靠流程控制及個人防護設備等風險控制的方式以防禦纖維礦物
風險；而上述的高效濾網纖維礦物過濾系統及分散油顆粒測試系統乃工程技術
的解決方案，提升了纖維礦物控制，有效控制員工在工作過程中面對纖維礦物
的風險，對提高健康與安全水準極為重要。現時員工已毋須在駕駛室內配戴口
罩。

高效濾網纖維礦物過濾系統現已在所有採礦設備實地使用。

工程技術控制

個人防護設備

消除

取代

流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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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廠房
我們位於內地的鋼廠與電廠同樣重視健康與安全。我們已設立多個安全管理委員會及安全監督部門。年內，我們
完善了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對各個管理層面訂立明確的職責。我們設有經營標準，並推行安全培訓及安全意識
計劃以促使全體員工遵守有關規定。我們也設有安全監控程序作持續改進，並確保營運符合中國大陸適用之法律
及法規。展望未來，我們會為我們中國大陸所有廠房訂立規範化的健康及安全表現指標及匯報機制。

中國內地房地產業務
我們內地房地產業務致力做到沒有工業意外發生。我們規定所有員工及承建商必須遵守當地有關健康和安全的法
規要求。為達成目標，企業績效管理系統已引入關鍵安全績效指標。我們的項目管理團隊專責監督和監察承建商
的績效，並確保若有健康和安全問題出現便會即時採取糾正措施。我們繼續透過採用PDCA（規劃、執行、查核及
行動）管理系統改進我們內地房地產業務的健康和安全流程。

員工健康
現今員工對公司的期望不僅包括工作滿足感、公平待遇和發展機會，更追求工作與個人生活之間的和諧共存及平
衡。中信泰富於年內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廣泛的社交和康樂活動，促進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並加強團隊精神
及內部溝通。當中包括年度郊遊、年度晚宴、生日和節日派對、家庭日、團隊訓練遊戲、運動比賽及其他多項活
動。我們亦鼓勵員工和其家屬在出席家庭和社交活動之餘，積極參與義工及慈善服務。歷年來，我們相信有關方
面的努力已成功提升員工對本集團的歸屬感、忠誠度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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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2013年主要員工康樂活動

香港
中信泰富總部  中信泰富集團年度晚宴

 3D電影放映會
 郊遊、遠足和午餐家庭聚會
 員工聖誕聯歡會
 有關身心健康、個人發展的午餐學習會

大昌行  香港迪士尼樂園、上海海洋世界家庭日
 員工電影日
 第七屆大昌行廣東運動會
 興趣班（釣魚、品酒和餐桌禮儀）
 乒乓球聯賽

新香港隧道  海洋公園家庭日
 戶外活動（遠足、燒烤和釣魷魚）
 比賽（保齡球和麻將）
 興趣班（汽車維修、種花和電腦）

中國大陸
特鋼集團  文化及運動比賽（寫作、攝影、書法、棋藝、足球、籃球、乒乓球和游泳）

 勞動日和國慶日綜藝表演
 員工旅行
 二零一三年新年跑步賽
 拔河和遠足比賽

中國房地產業務  宣揚企業文化的拓展訓練
 員工生日派對和春茗
 比賽（拔河、跳繩、羽毛球和才藝表演）
 揚州國際馬拉松

能源業務  二零一三年春季茶話會
 第二屆新力盃－乒乓球比賽
 攝影講座
 員工台灣和雲南之旅
 第二屆文化及藝術週

澳洲
中信泰富礦業  中國國慶日升旗禮

 第一次裝運慶功宴
 聖誕聯歡會
 聖誕家庭日

新加坡
Pacific Resources Trading
及Chengxin 
Shipmanagement

 保齡球比賽
 馬來西亞樂高樂園家庭旅行
 健康膳食日
 聖誕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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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在中信泰富，我們為股東創造經濟價值，並以對社會負責任的方式經營業務。除對我們僱員提供安全及健康的工
作場所以及具滿足感的工作機會外，我們還竭力對環境造成的影響減到最低，並十分注重公司業務所在地區居民
的生活健康。

環境保護
我們致力於環保及可持續發展。我們不僅嚴格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亦在適用情況下將環保納入我們核心業務單
位的關鍵績效指標。

年內，我們的業務單位已採取積極措施減低我們的營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總部 鐵礦 特鋼 能源 房地產

提高能源效率（減少碳足跡） √ √ √ √ √

減少廢物及廢物回收 √ √ √ √ √

我們將不斷增強我們的系統及工藝流程以持續計量、收集和匯總有關排放、能耗及廢物數據，旨在準確報告我們
的環保狀況和活動。

總部
中信大廈（我們在香港的總部大廈）除了在建造時採用了當時的節能設計（例如：中空玻璃幕牆等）外，大廈落成後
我們亦實施了若干節能措施以降低能源消耗，包括：

‧ 逐步改裝節能LEDs；
‧ 對冷水機組進行節能組合，優化性能；
‧ 將不在使用的電燈、電腦、顯示器及列印機

關掉；
‧ 將辦公室及伺服器機房的室內溫度維持在能

耗最低水準；
‧ 使用節能節水的水龍頭。

中信大廈須接受監管機構的能源審核；另外，我們
的能源消耗被認定為低於一般平均消耗水平。我們
的管理團隊將繼續努力以達到進一步節能並最終能
減少碳足跡以回應社會對低碳企業的訴求。

中信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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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礦
環境管理是我們鐵礦業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年內，我們有關表現達到既定環境指標。重要的是，今年並無接獲
環境監管部門發出的罰款或違例通知。

環保成效
中信泰富礦業把土地擾動、復原和溫室氣體排放作為主要的環境指標並以此監察對環境的影響及環保成效。在二
零一二╱一三年度，我們在達成全部環境指標方面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也符合當地審批要求和相關責任。

中信泰富礦業土地擾動和復原數據

財政年度

報告期間的
土地擾動
（公頃）

迄今為止的
土地擾動總額

（公頃）

報告期間
土地復原
（公頃）

累計
土地復原
（公頃）

二零一二╱一三年度 108 2,080 27 224

中信泰富礦業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消耗數據
溫室氣體排放 能源

財政年度
範圍1

(t CO2-e)
範圍2

(t CO2-e)
範圍1及2匯總

(t CO2-e)
所消耗

的能源(GJ)
所產生

的能源(GJ)

二零一二╱一三年度 247,478 326 247,804 4,820,882 541,531

隨著項目進入調試及營運階段，氣體排放量將會上升，而我們的關注點仍是逐步的土地復原。我們的聯合循環天
然氣發電廠的低排放特性已獲澳洲能源效率委員會的認可（請參閱下文專題分享）。

中信泰富礦業－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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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分享－碳足跡最小化

在中信泰富礦業的鐵礦項目中，我們使用聯合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與皮爾巴拉鄰近地區安裝的眾多大型開
放式循環燃氣輪機發電廠（其建造的唯一目的是向附近礦場供電）形成鮮明的對比。實際上，在開放式循環電
廠中，所產生的能源近半會以熱量的形式流失；聯合循環這一術語乃用於描述此流失的能源被截取並用於加
熱水以產生蒸汽動力能源的過程。透過蒸汽過程挽回及再利用流失的熱量可以提高電廠的效率，使溫室氣體
排放有所減少。

聯合循環需要前期投資。我們從長遠的業務角度考慮，因此選擇了聯合循環電廠，該電廠是皮爾巴拉地區第
一個及當地此類型最大的電廠。我們採礦業務採用450兆瓦聯合循環燃氣發電廠，比開放式循環燃氣輪機電
廠的效率高約40%；按滿負荷計算，每年能夠減少440,000 t CO2-e溫室氣體排放。

此溫室氣體排放減少的規模，約相當於澳洲全部光伏發電廠減排能力的四分之一。

該450兆瓦聯合循環發電廠是皮爾巴拉地區第一個此類型發電廠，並獲澳洲能源效率委員會評為「最佳產業節
能項目」。中信泰富礦業被認定為「碳足跡最小化」的企業。

鑑於皮爾巴拉地區及其他地方的開放式循環電廠數量，以及我們在上述提高能源效率的成果，我們認為對減
少溫室氣體排放方面會有巨大潛力。

環境保護的合規及展望
我們於環保的合規表現在過去一年保持穩定。期內並無發生須向監管機構匯報的事故。毋須匯報性的環保事故主
要為輕微溢出事件。

隨著鐵礦項目進入營運階段，環境風險因素會有所變化；我們保持全面警惕，確保生產現場環保工作的合規性。
我們亦將為鐵礦生產的各項流程制定相關的環保教育和宣傳方案。

我們來年對環保的重視將保持不變，繼續遵守監管規定以及按照我們已完成的經營環境管理系統中的既定目標持
續改進。藉進一步開發此經營環境管理系統，我們將可以持續減少我們的鐵礦業務對當地環境造成的影響。

中信泰富 二零一三年年度報告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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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鋼
我們的鋼廠持續致力於減少二氧化硫(SO2)排放及節能。我們對生產過程中排放的煙霧和塵埃等污染物進行處
理，並對廢水、廢氣及其他殘留物進行處理和循環再用。該等措施表明了我們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堅定承諾。

二零一三年，我們兩個鋼廠的所有主要環保指標（包括每噸鋼鐵生產產生的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以及固體廢物再
用率）繼續符合中國鋼鐵行業的監管準則。所有主要污染物的排放亦符合中國國家標準。年內我們執行的主要環
保舉措如下：

‧ 實施脫硫程序以減少廢氣中的二氧化硫(SO2)含量。我們的鋼廠在生產過程中約減少排放二氧化硫11,000
噸。

‧ 利用污水處理系統清除廢水中的污染物。我們的污水處理系統在過去一年處理廢水約140,000噸。
‧ 我們的能源控制中心（負責管理鋼廠的能源使用）透過降低氣體排放率及增加水循環率繼續幫助減少能源消

耗。
‧ 我們自行建造的電廠採取能源回收設計（使用高爐燃氣的餘壓及餘熱產生高達我們特鋼生產所需電力50%

的能源以及為當地社區提供熱能），年內繼續實現有效節能。

特鋼廠脫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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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繼落實中國國家十二五規劃有關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規定後，年內，我們的電廠積極實施環保措施。為提高我
們的發電效益而進行了重大投資。我們的發電廠亦已制定及改善各種環境管理系統、準則及指引供所有員工遵
守。年內進行的下列活動是我們對保護環境承諾的實例：

‧ 繼續開發及實施新技術以進一步提高發電
及煤炭使用的效益。

‧ 分別完成執行脫硫及脫氮程序以減少廢氣
中的二氧化硫(SO2)及氮氧化物(NOx)。我
們在中國內地最大的電廠所排放的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的濃度分別小於或等於50毫
克╱標立方米及100毫克╱標立方米，均符
合現行監管標準。

‧ 進一步改良耗水量的技術和程序；年內我
們在中國內地最大的電廠節省了106萬噸
水。

‧ 我們在山東的煤炭開採合營企業以新的熱
水泵系統取代燃煤供熱系統，每年可節省
相當於20,000噸標準煤的消耗。

房地產
我們在中國內地的房地產業務落實了多項環保措
施，為當地社區提供更好的居住環境。在我們的房地產開發項目設計階段，我們將擴大綠化帶及自然景觀，以及
使用環保建材，以減少能源和自然資源的消耗。我們對商業房地產實施環境管理計劃，以節省能源以及公用事業
費用。我們亦已開發污水處理系統清除廢水中的污染物，並在我們的海南業務營運中使用。

當前的挑戰及未來的方向
氣候變化仍是我們可持續發展面臨的挑戰之一。我們正在繼續檢討我們的環保策略和績效目標，包括減少碳足
跡。我們一直採取前瞻性的方法應對持份者對環境的關注。我們正在與持份者接洽並與外部顧問合作，以制定環
境、社會及治理報告機制以及推行有關環境保護的其他舉措。

電廠脫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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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
中信泰富於經營所在社區積極支持青少年發展。於二零
一三年，我們的附屬公司，如位於澳洲的中信泰富礦
業、位於中國大陸的特鋼集團以及位於香港的大昌行和
新香港隧道，繼續為畢業生推行見習技能性和畢業生實
習計劃及學徒計劃，同時亦為在校學生提供暑期實習機
會。

為支援居於澳洲西部羅伯恩和卡拉沙鎮鐵礦場附近的年
輕原住民，中信泰富礦業繼續與科隆塔基金會合作。科
隆塔基金的宗旨是改善年輕原住民的教育、紀律、自
尊、生活技能和就業前景，現已在該兩個地區設立學
校，創造就業機會。

在中國大陸，江陰興澄特鋼與當地學校合作，為改善弱勢兒童的學習條件提供贊助和幫助。另外通過金秋助學計
劃，該公司贊助了三名員工子弟完成大學課程。

隨著業務在中國大陸發展，大昌行已將有關支持青少年發展的捐贈計劃擴大至國內其他地區。於二零一三年，大
昌行向流動教室計劃捐贈第三輛小型貨車。計劃的宗旨是向部分最偏遠農村地區的村莊和學校提供全面的教育支
持（包括義工服務）和資源。

組織學生參觀公司或工作場地是二零一三年的另一活動安排。年內，新香港隧道為逾三百名學生及來自不同慈
善機構的年輕人安排了七次東區海底隧道參觀活動。在澳洲，中信泰富礦業在羅伯恩學校活動日及FeNaCING 
Festival提供模擬拖運卡車，為學生和當地居民帶來體驗駕駛部分全球最大型採礦設備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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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
中信泰富年內繼續支持慈善活動，以回應當地社區的需要，體現我們對香港、中國、澳洲及其他業務運營所在社
區的高度承擔。

在香港
我們已連續五年以上獲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嘉許為「商界展關懷」公司，表揚我們為社區長者、小童及弱勢社群所
作的貢獻。

於二零一三年，我們繼續支持香港公益金及香港樂施會舉辦的慈善及籌款活動。年內，我們再次參加香港公益金
所舉辦的公益綠色日、公益行善「折」食日、公益愛牙日和公益金便服日。為支持香港樂施會對雅安市於二零一
三年四月二十日地震後的緊急救援和重建工作，我們向香港樂施會捐贈港幣一百萬元。

一如過往數年，我們充滿熱誠的香港義工隊透過與多家非牟利團體合作提供義工服務，繼續服務社區。於二零一
三年，義工隊成員（包括來自中信泰富總部、大昌行及新香港隧道的僱員及其親屬）合共1,075人次，向有需要的
人士提供了共5,152小時的義工服務。

年內，中信泰富總部的中信泰富義工隊曾參與多項活動，包括樂施米義賣大行動，向長者送贈端午節禮品包，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慈善跑2013」及其他慈善活動。在義工隊的努力下，我們榮獲樂施米義賣大行動「最高參與獎
（企業）銅獎」。義工隊亦以新形式參與其他慈善活動，例如出任五月舉行的「萬眾同心公益金」電視籌款節目的熱
線人員，以及於十一月舉辦的「樂施毅行者2013」為參賽者提供支援服務，並於同月參與「千人手語傷健傳愛大行
動」。

大昌行年內繼續支持樂施米義賣大行動，除贊助活動所需的米以外，更派出五十名義工參與義賣行動。為支
持樂施會在非洲及亞洲（包括香港和中國大陸）的扶貧和緊急救援項目，大昌行派出五個團隊參加「樂施毅行者
2013」，另有一組員工自願擔任五個參賽隊伍的支援隊伍。

於二零一三年，新香港隧道繼續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及扶康會合作，分別向長者和殘疾人士提供義工服務。
新香港隧道的義工與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合作，定期拜訪長者，尤其是患有腦退化症的長者，協助製作訓練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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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並通過若干鍛煉幫助刺激長者的記憶。年內，義工陪同長者參加各種戶外活動，如郊遊及參觀展覽中心。另
外，義工亦與扶康會合作，陪同殘疾人士參加室內高爾夫球培訓課程，並協助他們投入室內高爾夫球運動。

在澳洲
中澳鐵礦項目日後的成功，有賴公司與當地社區及周邊社區建立積極可持續的關係。年內，中信泰富礦業繼續支
持地區內的三個原住群體，包括通過贊助和夥伴形式促進社區發展，參與當地社區活動和提供就業機會。

中信泰富礦業與Kulcha Multicultural Arts of West Australia合作，再次贊助Pilbara Samba樂隊在七月的Cossack 
Family Day、八月的FeNaCING Festival及九月的REAF Festival等節慶中舉辦工作坊和演出。上述活動有助支持卡拉
沙鎮的多元文化社區藝術發展，豐富當地社區生活及增強社會凝聚力。

中信泰富礦業亦向皮爾巴拉原住民教堂及保護兒童與家庭部捐贈礦場所用的物品，如布料、應急包和營墊等。很
多傳統的土地擁有人和其親友仍在羅伯恩生活和工作，中信泰富礦業為支持該社區，亦向當地兒童贈送150雙新
舊鞋子以及185份聖誕禮物。

在中國大陸
年內，中信泰富在中國大陸的附屬公司參加了當地社區的各種慈善活動，如捐血及為弱勢群體籌款，以及作出財
政及其他形式的捐助以幫助貧困人士。

江陰興澄特鋼與當地社區組織合作，資助江陰的文化和教育發展項目，如建立文明社區及向鄰近地區的貧困村莊
提供財政資助。江陰興澄特鋼逾二百名僱員參加江陰紅十字會組織的捐血活動，以表達對社區的關懷。

於二零一三年，中信泰富神州半島項目的義工隊發起一系列環保活動，包括植樹及海灘清潔。房地產業務旗下的
其他附屬公司則參加捐血、籌款及向弱勢社群捐贈禮物等慈善活動，回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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