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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GUAN HOLDINGS (GROUP) LIMITED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829）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2016年財政年度

神冠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集團」、「本集團」或「我
們」）為中國最大的膠原蛋白應用企業，致力於核心的膠原蛋白技術開發，開拓
膠原蛋白技術的應用。為讓本公司各持份者瞭解本集團的環境、社會及管治
（「ESG」）之政策、措施及表現，我們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所載之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ESG指引」）編製了
本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ESG報告」）。

本ESG報告主要涵蓋自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
告期間」或「2016年財政年度」）占集團主要營運收益之蛋白腸衣製造及銷售主
營業務。各主要職能的管理層與員工均有參與編製本報告，以協助集團檢討其
運作情況及鑒別相關ESG事宜，並評估相關事宜對我們的業務以及各持份者的
重要性。下表為本報告所載本集團屬重大ESG事宜之摘要：

ESG指引所載ESG層面 重大ESG事宜

A. 環境

A1. 排放物 •  排放物、廢水及廢棄物處理

A2. 資源使用 •  能源及水消耗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  環境影響管理

B. 社會

B1. 僱傭 •  僱員待遇及平等機會政策

B2. 健康與安全 •  安全生產

B3. 發展及培訓 •  員工培訓計劃

B4. 勞工準則 •  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

B5. 供應鏈管理 •  可持續發展供應鏈

B6. 產品責任 •  質量認證及客戶服務

B7. 反貪污 •  防止貪污及舞弊

B8. 社區投資 •  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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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A1 排放物

本集團致力打造環保型企業，積極將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無害廢棄物
及排放的廢水減至最低。我們預防任何不必要的污染、定期評估排放
源頭、研究源頭減排的方案。我們亦致力開拓更多將廢棄物及廢水回
收再利用與資源化的機會，改善處理排放物的設備及程序以確保其
有效性。

另外，我們亦投放充足的資源向員工倡導集團的環保方針，加強其減
廢的意識。我們設立了環保專責小組，制定並落實集團的環保策略，
並協調各業務單位的環保工作。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現違反與環境有關之法律及規例之個案。

排放物處理

本集團的惡臭污染物排放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惡臭污染物排
放標準》，廢料處理車間按照環保要求每年定期監測大氣中惡臭濃度
是否超標。按照標準排放值結果顯示，本集團於 2016年財政年度的的
惡臭濃度全部達標。廢水污染物按照中國《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
1996)中一級標準排放，中國環保局季度監督監測及污染物在線監測
結果顯示，本集團於 2016年財政年度的廢水污染物全部指標達標。

廢水處理

本集團通過投資建設污水處理設施及實行循環經濟的理念，建成同
時滿足污水處理的設施及廢棄物處理的廢料處理車間，使廢水處理
計劃的廢水處理可達標排放，同時亦減少了固廢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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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廢水流入到廢水處理收集池後，通過初過濾去除雜物後進入中
和調節池對廢水酸堿調節到酸堿值符合範圍後，廢水從調節池泵進
入氣浮池初次處理。經氣浮池處理後的廢水會進行水解酸化處理和
好氧生化曝氣處理，最後由沉澱池系統處理。廢水經上述處理達標後
通過設置在標準排放口的污染源水自動在線監測儀監測，最終將達
標廢水通過污水管網進入污水處理廠處理排放。於報告期間，本集團
所處理的廢水全部達到國家一級排放標準。

廢棄物處理

本集團積極在生產過程盡量減少製造廢物，並嚴格按照廢物管理制
度，遵守有關的法例規定。本集團於報告期間所產生的無害固體廢棄
物主要為生產營運所產生的活性污泥。我們會在廢水中加入活性菌
種，其將通過污泥泵將污水中生化處理產生的死泥抽出並濃縮，再通
過箱式壓濾機壓濾脫水。此舉可將污泥中的水分減少，從而減少廢棄
物體積。而所有產生的活性污泥已交由合資格的回收公司。本集團於
日常生產中沒有產生有害廢棄物。

A2 資源使用

本集團以積極推動環境保護及有效使用資源為宗旨，通過減少、重
用、回收及取代四個基本原則，推廣綠色辦公及生產環境。本集團致
力創建卓有成效的節能降耗管理措施，加強工廠內部能耗管理。

能源消耗

於報告期間，本集團已加大節能減排設備的投入力度，其中包括：淘
汰高耗能電機，用高效電機替代；使用熱能技術替代傳統的燃煤鍋爐
供熱以大幅降低綜合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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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水量

本集團積極改變生產線當中的水洗方式，加大用水的循環使用率，並
於2016年12月21日通過市工信委清潔生產審核批覆。集團亦會每月監
控及分析工廠及員工辦公室及宿舍用水量，評估消耗數據並積極尋
求改善方案。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環境影響管理

集團深明關注環保可以減低營運風險及增加商機。我們將會繼續努
力將環保、社會責任及管治建立於集團的營運及政策上。如有新建工
程項目，我們在開展在建工程項目前會編製環保評估報告，按環保評
估報告批覆實施監督其環境影響，我們亦將委託第三方每月進行環
境監督監測。本集團亦會持續改善生產流程及升級生產設備，避免濫
用及損耗天然資源。另外，我們亦設立處理環境事故緊急應變系統，
並由專責小組迅速應對及減低事故對環境的損害。

除了符合既有的國家及省級相關環保法規及標準外，我們亦主動向
集團旗下之子公司員工、供應商及合作夥伴發出環保倡議書，共同為
改善環境質量做出努力。

B. 社會

B1 僱傭

僱員待遇及平等機會政策

人力資源對本集團長期業務成功及發展而言至關重要。本集團確保
僱員的薪酬符合市場水平，並向僱員提供在職培訓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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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及挽留優秀人才，以確保業務運作暢順及配合本集團不斷擴
展之需要，本集團參考市況以及個別員工資歷及經驗提供具競爭力
之薪酬待遇。

我們的招聘政策以誠信、創新、積極及團隊精神等基礎價值為錄用人
才的基本準則，且所有應徵者需經客觀的入職考核以評估其能力能
否滿足集團發展的要求，同時我們亦需通過嚴格的審批程序以確保
整個招聘流程的公平性。公平性原則亦應用於撤職程序。

集團在工作時間和假期安排方面嚴格遵守國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規，
使員工在辛勤工作的同時，享受到應得的假期，以使員工的身心保持
健康的狀態。

與此同時，本集團亦致力提供一個不存在歧視的工作環境。我們嚴禁
員工在招聘、撤職、薪酬、晉升上受到任何形式的歧視。我們亦已設
立舉報機制，如有任何不平等待遇的事故，將由專責小組負責調查並
作相應紀律處分。

於本報告期間，集團並未發現任何違反有關僱傭及人力資源的法例
和法規的重大事宜。

B2 健康與安全

安全生產

集團致力不斷優化工藝流程和改善員工工作環境，並採取所有適當
措施保障員工的健康及安全。我們為所有生產員工制定了相應的安
全工作守則，詳列不同生產程序的安全注意事項，並為所有新員工安
排培訓及講解守則內容。

為增強新員工的安全意識和消防逃生能力，本集團亦定期安排急救、
滅火、疏散、洩漏、逃生等演習。除了建立健全的輪班制度，確保員工
有充足的休息時間外，本集團亦重視和員工的雙向溝通，並已建立合
適的事故報告和調查制度，鼓勵員工報告各種事故和其他不安全因
素。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現任何違反有關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之法
律及規例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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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發展及培訓

員工培訓計劃

集團非常注重員工的工作發展前景，透過精心設計的內部培訓計劃
不斷發掘有潛質的人材，集團期望可以藉此提升員工的工作知識及
培養員工發展多方面技能，令他們可以盡情發揮所長、自我增值，配
合集團的整體策略一起成長。

集團之主要子公司已有完整的培訓制度和培訓體系來支持員工的在
職教育和在職培訓，以便提升員工的知識和技能。本集團之培訓內容
主要包括：入職培訓、在職培訓、外界培訓。入職培訓包括的課程有：
人事規章制度、職業素養、公司管理體系、工業安全與工作環境、質
量基礎等知識；在職培訓包括的內容有：崗位資格認證（崗位理論與
實際操作）和年度培訓計劃的相關內容；外界培訓包含的內容有特殊
崗位的上崗培訓等內容，員工亦可向本集團申請外部培訓補助。

B4 勞工準則

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

我們一直致力與員工建立互相尊重的關係。本集團嚴格按照中國勞
動法要求，招聘錄用年滿18歲以上有中國公安部門簽發的有效居民身
份證的人員。本集團之子公司本著公平、公開、自願的原則招聘錄用
工人。各個子公司簽訂合法用工勞動合同，無強制使用勞工行為。我
們有嚴謹及全面的招聘審查程序，人力資源部會確保應聘者提供的
個人資料準確無誤。應聘者亦須於面試時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以核實
其實際年齡。而人力資源部會對應聘者進行背景調查。

本集團亦嚴格遵守勞動定額標準，不強迫或者變相強迫員工加班。除
法律規定的特殊情形外，如因生產經營需要，經與工會及員工協商後
或會延長員工工作時間，延長工作時間也符合國家有關規定。另外，
集團會定期覆核各業務運作中是否存在聘用兒童或強制勞工的情況。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現任何違反與防止兒童或強制勞工有關之
法律及規例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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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供應鏈管理

可持續發展供應鏈

本公司董事深明客戶及供應商乃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本集團
致力於與其供應商及客戶建立緊密而關懷的關係，並透過多種渠道
與客戶及供應商保持持續溝通以獲取反饋和建議。

我們會根據供應商的生產規模、供應能力、價格優勢、質量保證、售後
服務等因素評定合格的供應商。在滿足質量保證的前提下，我們會優
先考慮與選用環保材料及聘用殘疾工人的企業合作。此外，本集團每
年會組織開展食品安全體系、質量管理體系運行狀況的內審。同時，
我們亦會根據供應商的供應質量合格率以及實地調查等因素對供應
商進行年度評審。

B6 產品責任

質量認證

作為中國最大食用膠原蛋白腸衣產品製造商，本集團具有30多年的研
發和生產膠原蛋白腸衣的歷史。作為中國首家取得食用膠原蛋白腸
衣技術發明專利之公司，我們擁有一批國家授權的發明專利。本集團
亦獲得 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認證、
ISO10012測量管理體系標準認證、QS食品生產許可證、出口食品生產
企業衛生註冊許可、產品清真證書，並已就出口本集團產品至美國取
得FDA註冊。2014年，集團旗下廣西梧州市中冠檢測技術服務公司獲
得食品檢驗機構資質認定證書，並於2015年取得獨立第三方食品檢驗
機構資質認定，可作為獨立第三方檢測機構向社會提供檢測服務。

除了膠原蛋白腸衣以外，本集團還將膠原蛋白技術拓展至在醫藥、美
容、食物及保健品等多方面的應用。本集團拓展的產業包括膠原蛋白
醫療器械、膠原蛋白護膚品、保健品等正在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辦理各
項手續。

於報告期間內，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政府授予本集團屬下梧州神冠
蛋白腸衣有限公司第三屆自治區主席質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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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

本集團力求向客戶提供到位的服務，所以我們制定完善的客戶投訴
處理程序及退貨流程，所有投訴均會由獨立的部門作調查，並搜集充
足而客觀的證據以支持調查結果，決不會漠視客戶的意見和要求。

本集團盡一切努力避免不安全及不合格產品，因此設立品管部對原
料、輔料及成品進行檢驗，並為各種原料、輔料及成品制定特有的檢
驗程序，確保我們的原料、輔料及成品皆符合特定的質量標準，而所
有不合格品均會禁止出倉。對於質量標準，本集團會定期進行更新，
以及為檢驗人員安排培訓，確保質量檢驗的有效性。本集團亦已建立
一套健全的產品回收政策，及時對客戶退回的產品進行質量檢驗及
跟進。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現違反與產品及服務質量有關之法律及規
例的個案。

B7 反貪污

防止貪污及舞弊

本集團管理層倡導誠信正直的企業文化，營造反舞弊及反貪污的企
業文化環境，評估舞弊風險並建立具體的控制程序和機制，以減少舞
弊及貪污發生的機會。我們已設立意見箱，並由內審部負責進行舞弊
舉報的接收、調查、報告和提出處理意見。如發生舞弊或貪污事件，
本集團會及時採取補救措施，對受影響的相關部門內部控制進行評估
並責成相關部門予以改進。對發現涉及舞弊行為的員工，本集團會按
相關規定予以警告、通報批評、降級、撤職等相應的行政紀律處分，
並要求其承擔應有的賠償責任。涉及觸犯刑事法律的，依法移送相關
機關辦理。另外，為加強員工的廉潔意識，我們已將員工道德行為列
入員工守則中，同時亦要求所有新員工入職時均需參加道德行為守
則的培訓，而且定期以個案研究的方式培訓現有員工。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現任何違反相關法律及規例之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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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 社區投資

社會公益

本集團一直在堅持企業發展的同時不忘回饋社會，熱心社會公益事
業。我們已制訂《公益活動和慈善事業管理辦法》，明確了參與社會公
益活動和慈善事業的公益性原則，指定公益活動和慈善事業的範圍、
類型和受益人，對捐贈事由、捐贈對象、捐贈途徑、捐贈方式、捐贈責
任人、捐贈構成及其數額以及捐贈交接等相關程序作出規定。

於2016年財政年度，我們投資於社會公益的金額達到人民幣115萬元。
本集團已舉辦╱進行中的公益活動包括但不限於：

• 「春蕾計劃」：我們向梧州市資助人民幣 30萬元以幫助1000名孤殘
女童完成學業以及捐贈人民幣 30萬元以援建 30所梧州市轄區兒
童家園；

• 每年向梧州第一中學第三屆「神冠班」資助人民幣30萬元；

• 向三個貧困村共捐贈逾人民幣2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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