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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政策
萬華媒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本集團」）秉持可持續發展願景，在製作及出版可靠且高質素內容、

服務及產品之同時，盡量減低對環境之影響及為股東創造價值。就此，本集團已採納合乎道德及負責任之業務常規，於

營運中貫徹實行良好企業管治，並與所有持份者維持友好關係。

本集團於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三個核心範疇奉行可持續發展措施。本集團之僱員深明可持續發展對

本集團業務營運之重要，本著誠實負責之態度展開本集團業務及行事，同時細心思量其業務會如何影響環境、社區以至

持份者之利益。

管治
本集團致力實行可持續發展政策及合乎可持續發展原則。該政策載有識別及管理環境、社會及管治範疇之可持續發展項

目之框架。

本集團有關可持續發展管理之管治架構如下：

角色與職責
  

董事會 為本集團確立可持續發展策略

行政委員會 就識別、優先排序及管理重大可持續發展議題制訂政策及流程

高級管理人員 確保遵守可持續發展常規

範圍及報告準則
本報告涵蓋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於環境、社會及管治範疇之績效。本報告所披露一切數據及

活動乃基於本集團於香港之業務營運表現。

本報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27所載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而編製。

重要性評估
本集團（包括其管理人員）不時協助檢討營運表現及向相關持份者徵求反饋，從而識別環境、社會及管治三大方面之重大

議題。重大可持續發展議題乃基於對本集團財務表現、營運及聲譽之影響予以識別。本集團亦會審閱風險登記冊，協助

識別有關議題。

通過以上方法，本集團已識別對本集團營運及其持份者而言尤其重大之可持續發展議題並確定優先次序，詳情載列如下：

範疇 重大可持續發展議題
  

環境 • 能源

• 用水及廢水

• 温室氣體排放

社會 • 多元化及平等機會

• 培訓及發展

• 健康及安全

• 貢獻社區

• 採購慣例

• 產品責任

管治 • 管治架構

• 企業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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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參與
本集團著重與持份者維持良好雙贏關係。本集團於日常營運中透過多種渠道與持份者接觸，徵求反饋及回應持份者關注。

持份者參與方式載列如下：

持份者 主要權益 參與方式
   

客戶 •  可靠且高質素內容 • 社交媒體及網站

• 舉辦讀者及廣告商活動

• 獎項及週年活動

• 會議

• 展覽

社區 •  社區支援 • 社交媒體

• 社區活動

股東 •  本公司方針及表現 • 股東週年大會

• 公告

• 新聞稿

同業 •  行業發展 • 獎項

供應商 •  具競爭力定價以及高質素貨品及服務 • 會議

僱員 •  留聘人才及人力資源發展 • 企業活動

• 培訓

• 內部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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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範疇
1. 環境

本集團致力在提供產品及服務之同時，盡量減低對環境之影響。就此，本

集團計劃節約用水及能源、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減少廢物，以及提高支持

環境可持續發展之公眾意識。本集團致力物色機會及制訂措施盡量減低其

香港業務之直接及間接影響，並遵守相關環境法律及法規。

環境

(a) 外判生產和分銷

作為成本管理之一部分，本集團將印刷業務及產品付運外判予承包商。因此，本集團並無有關承包商使用材

料及棄置廢物，或有關活動使用燃料或溫室氣體排放之數據。然而，本集團會選擇於營運中妥善管理廢物的

服務供應商。印刷商已制訂廢物處理政策，例如交由造紙商處理廢紙作回收用途，以及由認可化學物處理公

司處置化學廢料。

由本集團辦公室營運產生之廢物乃無害，已透過一般廢物處理方式處置。目前，由於有關廢物量並不重大，

故本集團並無制訂收集辦公室一般廢物統計數據之機制。

(b) 資源運用

(i) 電力

辦公室營運所用電力佔本集團用電量主要部分。根據其可持續發展政策，本集團一直監察其營運之用

電情況，並實行節約用電措施。部分措施包括於辦公室實行省電計劃，提醒僱員關掉無人使用之電燈、

電腦或設備。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本集團之用電量分別為518,047千瓦時及

498,035千瓦時。

(ii) 水

本集團深明必須審慎管理食水等天然資源之使用情況，防止浪費或濫用。本集團之用水僅於辦公室作

飲用及洗滌用途。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總用水量分別為280立方米及282立方

米。

(c) 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排放報告

本集團致力透過識別源頭及實行解決方案，包括提高能源效益及盡量減低其業務對環境之影響，從而減少溫

室氣體排放。

本集團選擇之方法為報告受其直接控制之香港業務之公用事業數據。範圍2（電力）報告如下。由於產品運輸

已外判予第三方，亦無自設車隊，故本集團未有就範圍3運輸排放作出報告。範圍1不適用於本集團，原因

是其業務並無直接排放。

本集團已確認所購買電力之溫室氣體排放量，當中採用香港電燈提供之「排放系數電力 (Emission Factor 

Electricity)」計算溫室氣體排放量。

截至二零一八年及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用電之總碳排放量分別為409,257公斤二氧化碳當

量及398,428公斤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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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範疇（續）
2. 社會

本集團著重制訂完善制度，促進僱員福利、留聘人才及發展、多元化、防

止童工、工作生活平衡、健康及安全，以及企業社會責任等方面為本集團

奠定方針。完善採購流程、對產品負責，以及與社區聯繫亦是本集團之核

心關注議題。

社會

(a) 僱員

為使本集團業務得以可持續發展，訓練有素又具備相關才能之團隊乃必不可少。因此，本集團致力招募、建

設及留聘人才，同時亦鼓勵多元化及人才發展，並提升僱員於工作場所之參與度。本集團於辦公室推行健康

及安全措施，確保工作環境安全。本集團之僱傭常規符合香港相關法律及法規。

(i) 僱傭常規

本集團致力為僱員創造安全、公正及和諧之工作環境。本集團已制定有關勞工常規之政策，包括薪酬、

遣散、招聘及晉升、工時、假期、紀律處分，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並加以控制繼而減低勞工相關風

險及問題。

(ii) 多元化及平等機會

本集團鼓勵員工多元化，追求創意及創新。因此，本集團於招聘過程中不帶任何形式之歧視，同時亦

在職業發展及薪酬方面強調僱員可獲公平對待，而不論在性別、年齡、種族或其他方面是否存在差異。

以性別計算，本集團僱員有57%為女性，43%為男性。

(iii) 僱員培訓及發展

傳媒業瞬息萬變，僱員培訓及發展對改善本集團之效率及生產力而言至關重要。本集團為僱員提供內

部及外部培訓計劃，協助僱員適應科技轉變或新業務發展。此外，本集團進行年度表現評估，以評估

及跟進各僱員之表現。

(iv) 與僱員接觸

本集團致力建立具凝聚力之團隊及促進僱員溝通。就此方面，本集團籌辦午宴及聖誕派對等各式各樣

之員工活動，增進員工之間的聯繫。

(v) 健康及安全

本集團致力提高僱員對採取健康及安全措施之重要性之意識，從而確保工作場所安全。本集團定期進

行安全檢查及培訓，如升降機及滅火器保養以及消防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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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範疇（續）
2. 社會（續）

(a) 僱員（續）

(vi) 童工及強制勞工政策及其他

本集團遵守香港相關勞工法例及法規，包括香港法例第57章僱傭條例及香港法例第282章僱員補償條

例。本集團已採納禁止以任何形式僱用童工或強制勞工之政策。

再者，本集團提倡以合乎道德之方式進行業務，於業務常規中加強管治。本集團一直要求僱員避免可

能出現利益衝突之情況，並時刻保持廉潔。

本集團亦訂有防止性騷擾政策，為所有僱員提供一個免受任何形式性騷擾之工作環境。僱員可向個別

直屬上司或人力資源部表達對性騷擾之關注，並將以嚴格保密方式處理有關報告。

(b) 完善採購慣例及產品責任

本集團目標以公平方式展開業務，並將產品質素放在首位。本集團深信合乎操守之完善採購慣例可保證供應

鏈得以持續運行，從而為業務採購所需貨品及服務，同時亦為本集團與供應商建立互惠互利之穩健關係。

(i) 採購

本集團致力於合乎操守之環境下經營業務，並實行負責任之採購流程，從而保證持續保持表現。本集

團之採購流程著重在挑選供應商時保持高度客觀及公正。供應商須遵守有關法例，並提供達到本集團

期望之優質貨品、服務及高效售後服務。本集團亦對其主要供應商進行年度評估，確保保持質素、產

品及服務有效交付，以及收費具競爭力。

(ii) 產品責任

本集團以提供準確及不偏不倚之報道為榮。為確保內容符合讀者需求，本集團透過社交媒體等多個渠

道接觸讀者。另外，本集團已制訂編採政策，從而確保負責任之新聞報道。本集團之編採團隊由各相

關刊物之總編輯管理，負責編審各刊物，確保當中所載資料準確無誤。本集團亦已實行多項政策及程

序，確保讀者及廣告商之投訴及時妥善處理。

本集團遵守香港法例及法規，其中包括香港法例第362章商品說明條例，確保其產品得到適當推廣及

客戶獲公平對待。該法例規定就目標讀者而言本集團刊物發佈之披露資料及市場推廣內容須符合相關

法規，且推廣產品須準確及持平描述。

本集團亦確保其僱員知悉保障個人私穩及業務數據之重要。參照香港法例第486章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本集團已採納政策及保安程序，以保護所持資料，防止未經授權取用、非法披露及避免濫用個人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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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範疇（續）
2. 社會（續）

(c) 社區

本集團致力透過參與社會事務支援普羅大眾，並深信必須回饋其經營所在社區，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於報告

期間，本集團繼續透過於旗下刊物《明周》提供媒體報導，支持聖公會聖基道兒童院及Breathe Life Arts and 

Culture等不同組織的籌款活動及社區項目。

(d) 客戶

本集團籌辦各種活動吸引讀者及廣告商。

於二零一八年，《明周》創刊50周年誌慶，眾多名人及廣告商傾巢出席慶祝派對，並於荃灣南豐紗廠舉行讀

者聚會。

《TopGear極速誌》舉行午餐會慶祝第100期周年紀念，並舉辦Top Gear Awards 2018。《Ming’s》亦有舉辦MING’s 

Beauty Best Awards。與此同時，《明錶》亦與廣告商一同聚會慶祝其周年誌慶。

(e) 投資者及股東

本公司投資者及股東透過公司公布、季度、中期及年度財務業績公布、新聞發布及股東大會得知本公司發展

及業務之最新消息。

本公司已制訂股東通訊政策。股東權利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八╱一九年度年報第17至28頁之企業管治報告。

本集團之網站亦有提供股東提名人士參選董事之程序之詳細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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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治

本集團致力秉持商業道德、強健管治及問責。因此，本集團已於業務及營

運管理中實行良好管治常規。
管治

有關本集團企業管治政策及慣例之進一步詳情載於本公司二零一八╱一九年度年報第17至28頁之企業管治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