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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前言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集團」、「我們」、「春能」）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在新加坡從事為物流

行業提供運輸及存儲服務，向客戶提供貨車運輸及集散服務。貨車運輸服務指將貨物（主要為集裝箱）從客

戶指定提貨地點運輸至指定交貨地點。集散服務指在我們的物流堆場或由客戶指定之其他位置處理及儲存

重櫃及吉櫃。

本報告乃春能發出的首份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報告」），當中載有本集團有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的政

策、措施及表現，可加深各持份者對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及發展方向的了解。本報告以中、英文兩種文字編

製，並上傳至本公司網站（www.cnlimited.com）。如中、英文兩個版本有任何抵觸或不相符之處，應以英文

版本為準。

本報告的呈列貨幣為新加坡元。

報告範疇
本報告側重於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一月至十二月（「報告期間」）的貨車運輸服務營運。本集團將逐步優化內

部資料收集程序，藉此逐步擴大披露範疇。

編製基準
本報告是根據聯交所發佈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指引（「指引」）下「不遵守就解釋」條文編製。為確保環境相關關

鍵績效指標的準確度，本集團委託GRC Chamber Limited（一間諮詢公司）協助管理層團隊進行重要性評估。

根據指引，本報告最後一節提供可讓本報告易於理解的完整指引。

確認及批准
本報告所載全部資料均收集自官方文件、本集團統計數據及本集團系統內收集的管理及營運數據。董事會

已於二零一八年六月二十七日批准本報告。

持份者反饋
本 集 團 高 度 珍 視 持 份 者 的 意 見。閣 下 如 對 本 報 告 的 內 容 或 形 式 有 任 何 問 詢 或 意 見，請 電 郵 至

business@cnlimited.com聯絡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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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致辭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在新加坡專注於貨車運輸服務。憑藉上市公司地位及獲得的首次公開發售所得款項，本

集團已準備就緒進入新增長時期。於發展業務之時，本集團致力於加大在環境層面的努力和不斷減少其營

運對環境的影響。

本集團秉持以人為本的經營哲學，制定了保障僱員權利和確保彼等享有平等機會及福利的僱傭政策。本集

團高度重視僱員的福祉，為此嚴禁任何騷擾或歧視並制定了明晰的處罰政策及程序。

本集團致力於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我們透過為僱員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有關管理工作場所事故的規例，

預防不同工作場所的工作危險。

為管理供應鏈產生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本集團已制定篩選及評估分包商及僱員（尤其是司機）的管理政策，

當中尤其看重彼等在誠信度、工作安全及責任方面的表現。本集團一直維持與分包商及僱員的緊密關係，

以期促進本集團及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本集團管理層熱忱歡迎所有持份者提出的一切意見及建議，並一直積擬備長期可持續發展計劃。預期本集

團將在業務發展過程中借力國家政策，並對下一代的福祉作出貢獻。

春能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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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現
於年內，春能成功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GEM上市（股份代號：8430.HK）。本集團於二零一七年所產生

並分派予相關持份者的直接經濟價值如下：

所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 直接受益人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收益1 投資者、客戶 30,822,059

其他收入1 投資者、客戶 284,072

所分派的經濟價值 直接受益人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銷售成本1 供應商 23,986,785

融資成本2 貸款人 175,464

稅項2 政府 292,336

所保留的經濟價值 直接受益人
於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為春能控股有限公司的可持續營運及發展所保留3 投資者、客戶、僱員 271,793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2 投資者、供應商、貸款人 2,684,654

上表附註：

1. 摘錄自二零一七財年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的數據

2. 摘錄自二零一七財年經審核綜合現金流量表的數據

3. 摘錄自二零一七財年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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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持份者溝通
持份者參與是持續改善可持續發展表現的重要一環。讓持份者參與及了解彼等的看法將讓本集團得以將業

務常規改善至更能滿足持份者需求及期望的水平和妥為處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春能一直持續透過多個渠道與主要內外部持份者保持溝通，讓彼等有機會了解本集團的發展及營運方向，

也讓本集團傾聽彼等的意見，從而令不同事宜有輕重緩急次序和相應措施或程序得以形成。

識別持份者
根據與相關持份者的溝通頻次及經驗，本集團已識別七個不同類別的主要持份者，即政府與監管機構、持

份者與投資者、董事會、僱員、客戶、供應商與業務夥伴及社區與公眾人士。

僱員

客戶公眾

投資者

董事會

供應商╱
業務夥伴監管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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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評估
• 為更好地支持及發展我們的報告及策略性決策，本集團設法在本年度進行了首次重要性評估工作，以

識別對環境、社會及營運影響最大的主要事宜，並確保那些對持份者及業務而言最為重要的事項得到

優先處置。

• 識別及評估該等環境、社會及管治相關事宜旨在釐定本集團收益、聲譽及成本的當前及未來機遇和風

險。

檢討及核實

參考重要性矩陣

結論及促進

評估業務影響及持份者利益

識別關鍵（重大）問題

根據訪談結果及本集團高級管理層的意見

與相關持份者訪談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pectations and interest of our stakeholders

識別持份者

本公司高級管理層已識別7類持份者

重要性矩陣顯示，本集團高級管理層所提出的業務影響與持份者權益之間的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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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及相關性分析
香港交易所指引鼓勵發行人識別及披露對發行人業務而言屬重要且具有相關性的環境、社會及管治資料。

我們根據持份者的預期及需求參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識別出主要事項和行業特徵。重要性評估

是根據對持份者反映的分析而作為本報告的披露參考編製。

我們已成立由董事及高級管理層組成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負責指導

整體環境、社會及管治策略、制定關鍵績效指標措施及部署相關行動計劃。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在收

集持份者意見及進行重要性分析時採取了多個關鍵步驟。

‧ 憑藉從環境、社會
及管治顧問得到的
意見編製可持續性
問題清單

‧ 我們的環境、社
會及管治工作小
組進一步對15大
可持續發展關注
點進行評估、篩
選及制定優先次
序

‧ 就收集內外部持份
者意見而向彼等查
詢及╱訪談

‧ 對概述持份者所
表達及評分的主
要關注點進行重
要性分析

1. 識別可持續發
展問題

4. 確認重大可持續
發展問題

2. 識別最重要的
可持續發展問
題

3. 進行重要性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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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矩陣
持份者根據其認為在環境、社會及管治層面的重要性而識別及評分了15大事項。本集團的重要性矩陣呈列

如下。

對業務的影響

對
持
份
者
的
重
要
性

15大重要事項（按重要性降序排列）

1 業務表現

2 提供及促進健康安全的工作場所

3 僱傭管理制度

4 僱員多元化及平等機會

5 根據營運、成本及財務數據分析定期評估表現

6 管理及監察營運風險

7 持續培訓及更新技巧

8 有效使用資源，減少排放

9 盈利能力

10 提升企業管治
11 遵守法律及法規
12 對營運及人權的直接及間接負面影響
13 合規營運
14 質量管理
15 與持份者進行更好的溝通及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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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製基準
我們根據重要性分析釐定本年度披露的重點。其中，我們將注重披露香港交易所指引所規定披露的項目。

我們明白應就環境層面作出進一步披露。在收集及整合若干環境、社會及管治數據的系統過去數年未得到

有效運用的情況下，我們用於披露環境層面的若干關鍵績效指標的資料有限。我們承諾，未來將改善相關

數據收集系統和披露進一步資料。

我們相信，每年的業務表現、行業的整體情況及其他因素會影響不同持份者的經歷，因而造成彼等的預期

及需求乃關乎各種不同項目。我們將繼續收集持份者反饋和根據不同分析中得出的結果披露進一步資料。

我們的環境層面
春能對環境保護高度重視，其制定和實施環境、社會及管治規例，當中列明其對環境層面的責任和承諾，目

的在於有效使用天然資源及盡量降低業務營運產生的排放以及減少對環境的重大影響。

本集團及營運並不直接產生工業污染物，亦無為遵守適用環境保護規則及規例而招致任何成本。

於報告期間，我們嚴格遵守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以及有害及無害廢物的產生的所

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新加坡法例第94A章環境保護管理法（「環境保護管理法」）。

能效管理
公司辦公室電力消耗、車隊及貨車運輸業務的燃油消耗是我們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源頭。於二零一七年，

本集團採納有效使用柴油的理念並執行多項措施，如將汽車效率與路線匹配、每月評估每輛車及每段行程

的柴油消耗量。至於電力消耗方面，本集團提倡綠色辦公室理念並落實各種措施，如將室溫維持在最理想

的舒適水平、離開辦公室前關閉閒置照明、空調製冷及電力設備。

本集團相信通過上述舒減措施能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並最終實現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和保護環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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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害廢物管理
本集團的業務性質並不涉及大量耗用除電力及燃油外的天然資源。於報告期間，本集團所產生的無害廢物

主要是紙張及辦公室打印耗材。我們鼓勵僱員在用紙時使用雙面列印、黑白配色及列印或影印文件時使用

再造紙。

於二零一七年，紙張實際消耗量相對有所增加，部分是因營運擴張所致。然而，本集團認為，其歸檔系統的

改善已相對提升了紙張使用效率。

環境表現
我們的營運並不產生大量無害廢物及水浪費╱污染，因此，我們並無對此作出記錄。

電力消耗及柴油使用是溫室氣體（「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源頭。儘管我們過去在進行貨車運輸營運時並無

收集及整合充分資料，我們將改進相關數據收集系統和在二零一八年及以後作出進一步披露。

根據本集團在報告期間的資源消耗情況，本集團的溫室氣體排放乃參考香港環境保護署及機電工程署頒佈

的香港建築物（商業、住宅或公共用途）的溫室氣體排放及減除的核算和報告指引估計得出，有關詳情列表

如下：

能源使用及排放 單位 二零一七財年 密度（單位╱以千計銷售額）

電力 千瓦時 38,706 1.26

柴油 公升 3,559,006 115.47

溫室氣體排放 二氧化碳當量（噸） 9,337 不適用

二氧化硫 克 57,300 不適用

資源使用 單位 二零一七財年 密度（單位╱以千計銷售額）

紙 千克 3,250 0.11

水 立方米 260 0.01

以上兩表的附註：

1. 密度按消耗總量除以二零一七財政年度經營收入約30.822百萬新加坡元計算得出。

2. 此乃二零一七年七月至十二月的用電記錄。

3. 此處的溫室氣體排放數據及廢氣排放不包括汽車數據，原因為二零一七財年記錄不充分。

4. 電力排放因子乃參考新加坡平均經營利潤率（「經營利潤率」）及電網排放因子（「電網排放因子」）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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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層面
B1/B4、僱傭及勞工準則
於貨車運輸業務方面，我們的成功大部分歸功於盡責及高效的全體僱員。我們認識到，僱員是我們實現目

標及持續推進業務達致新的里程碑水平的根基實質所在。我們矢志為僱員提供理想工作環境和穩定職業環

境。

我們視僱員為本集團最為優秀和最為寶貴的資產，其構成我們競爭優勢的核心。本集團認為，良好的員工

關係及留任情況歸因於我們向僱員及派遣工人提供的工作環境及福利。

我們高度重視平等及多元化。我們的薪酬、晉升及解僱制度及決策均無關性別、年齡、種族、宗教、政治聯

繫及國籍。我們保障僱員在薪酬、福利、工作時數、反童工及反強制勞工方面的權利。我們亦提供舉報系

統，供僱員表達意見。

於報告期間，我們嚴格遵守有關僱傭及勞工準則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人力資源部（「人力

資源部」）管理的新加坡法例第91A章僱傭法（「僱傭法」）、新加坡外籍勞動力就業（工作許可證）條例（「新加坡

外籍勞動力就業（工作許可證）條例」）及新加坡中央公積金（「中央公積金」）。

我們嚴禁使用童工及強制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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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架構
本集團對人力資源管理十分重視。於截至二零一七年止年度，我們擁有164名僱員，其中包括136名合資格司

機。於年內，我們有9名入職者和21名離職者，多數歸於物流部門。

按年齡組別劃分
18歲至35歲 36歲至55歲 56歲及以上

按性別劃分
女性 男性

4% 10%

90%

9%

87%

按僱傭狀態劃分
工作許可證 S准證 新加坡人

按職能劃分

5%

82%

13%

物流 行政管理 管理

4%
9%

87%

以上四圖的附註：

1. 數據約整至最接近的整數

2. 數據已就報告期間取平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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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健康及安全
我們明白，保持健康安全的工作環境和企業營運效率息息相關。我們致力於保護僱員免受潛在職業危險及

健康安全風險。

本集團政策中已納入健康及安全規定供全體僱員遵守。根據我們的安全工作流程及員工守則，在工作場所

嚴禁吸煙及酗酒及濫用藥物。本集團為新僱員提供入職課程及安全培訓課程，讓彼等盡快熟悉我們有關健

康及安全事項的公司政策。本集團亦維持風險管理系統，當中包括在工作區域識別及防範風險及危險的程

序及發生意外或人身傷害時的跟進措施。為支持對提供安全健康工作環境的承諾，我們亦執行下列措施：

職業及安全措施

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 — 提供整潔的公用空間，包括走廊及茶水間；

— 定期檢查車輛及設備狀況；

— 在工作場所提供充分的通風及照明系統；

— 提高僱員的安全意識。

安全指示
與指引

外部
培訓課程

檢查車輛及
設備

提高僱員
安全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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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嚴格遵守有關健康與安全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新加坡法例第354A章工作場所安全

與健康法（「工作場所安全與健康法」）及新加坡法例第354章工傷賠償法（「工傷賠償法」）。本集團確認，其已

遵守人力資源部的規定，並按強制性規定投購工傷賠償保險。

B3、員工發展及培訓
本集團重視僱員的發展並提供複修課程確保司機達到最新安全法規，而客戶亦可對我們在其場所操作的司

機舉辦其自有安全課程。例如，港口操作員會定期舉辦培訓新手司機的培訓課程，讓彼等能在港口能安全

操作牽引車。

福利及保障
持續穩定的僱員隊伍是更有效促進各方的手段，可在懷有交付優質服務以實現未來可持續發展的願望下創

造共同價值。

為達成此目標，我們亦極為重視確保僱員享有全面的福利及保障。本公司實施可為僱員進一步提供具競爭

力報酬的補償及福利制度。除有關僱員補償的法定規定外，我們的全職僱員有權享有醫療、牙科福利、公差

意外險、婚假及產假。

我們熱切想為僱員提供和諧的工作環境。我們提供多類休閒活動和集會，讓辦公室氛圍變得輕鬆，有利增

強僱員之間的紐帶。

我們全體僱員共享二零一七財年年度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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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供應鏈管理
作為新加坡領先的運輸及存儲服務供應商，本集團為本地及國際客戶提供貨車運輸及集散服務。我們擁有

先進的設備，其中有125輛牽引車、491輛拖車、6輛伸縮臂叉車及7輛貨車。我們的車隊有136名合資格司機，

彼等負責在我們的物流堆場處理及儲存吉櫃及重櫃（此被視為集散服務）和提供準確優質送貨服務將貨物從

提貨地點運至客戶指定交貨地點（此被視為貨車運輸服務）。

價值鏈、運輸及存儲業

包括裝╱卸貨
在內的港口服務

包括租車及調配╱移動貨物
在內的運輸服務

包括貨物處理、檢驗及包裝
在內的物流服務

本集團的主營業務分部屬於以上價值鏈圖的運輸服務。作為新加坡五大運輸及物流公司之一，春能致力於

維持已有聲譽和取得驕人業務表現。多年以來，本集團設法與一眾保持提供優質貨品及服務促進我們業務

的供應商維持穩定的緊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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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管理
本集團注重服務的質量管理，並承諾為客戶提供可靠靈活的服務。我們的質量控制政策可分為兩大塊，其

構成我們的堅實平台，方便我們以可靠靈活方式提供服務，滿足客戶多變需求及市場需求。

司機安全課程

定期車輛檢查
車輛篩選

我們可靠的服務力量
宏觀質量控制機制

車輛篩選 對要購買的車輛品牌及款型進行篩選十分重要，原因在於其影響本集團及時

提供可靠貨車運輸服務並同時為司機提供安全工作環境的能力。

定期車輛檢查 我們對車輛實施定期車輛保養制度。我們車隊中的所有車輛均須按陸路交通

管理局（「陸路交通管理局」）的規定進行定期檢查，原因在於不適合陸路的車

輛會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而定期檢查有助於盡量減少車輛故障和道

路事故。

司機安全課程 由於司機操作重型車輛，如牽引車、伸縮臂叉車及貨車等，我們要求所有司機

均須參加相關安全課程。我們為所有司機舉辦內部安全課程。客戶和供應商

亦可為我們在其場所內操作的司機舉辦彼等自有的安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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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質量管理及產品責任
憑藉穩固的根基，我們亦制定有日常營運方面的質量控制措施，以保障資源和維持全體僱員的穩定性和可

靠度。

持續溝通 － 營運團隊與客服團隊和客戶在每項工作委聘的整段期間
緊密合作。我們持續對內部流程作出更改滿足客戶所需。

持續檢查車輛 － 我們的營運監事會在行程開始前對車輛進行
檢查，以盡量降低對其他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的機率。

車輛安裝GPS － 向司機提供充分的道路交通指引和更佳路線建議
可提升所提供服務的效率。

甄選供應商及分包商
我們不僅在報價過程中考慮商業利益，亦會評估供應商及分包商過往表現、聲譽、企業實力及客戶反饋方

面的往績記錄。於報告期間，我們並無與供應商或分包商訂立任何重大合約性協議。

處理敏感資料
在營運過程中，我們毋須處理客戶、供應商及業務夥伴的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我們在員工手冊中定保密

政策，要求僱員維護與營運有關的機密資料的機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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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反饋
本集團十分重視服務的質量及安全性。本集團已對不同項目制定相關質量及安全檢查政策。我們與客戶溝

通並確認客戶在推出任何項目前的項目預期和方向，並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積極與客戶進行項目統籌。於

報告期間，我們並無接獲任何重大投訴。

於報告期間，我們嚴格遵守有關涉及所提供產品及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宜的所有適用

法律及法規。我們並無服務責任方面的申索或補償或有關請求。

B7、反貪污
本集團致力於秉持高水準的商業道德，嚴禁賄賂及貪污做法。我們踐行反貪污程序，並將其納入涵蓋規範

僱員具有商業道德的類似標準的員工手冊、人力資源政策及舉報政策。

於報告期間，我們嚴格遵守有關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錢的所有適用法律及法規，包括但不限於，新加坡的

第241章防止腐敗法及第50B章競爭法。

我們將對任何賄賂及貪污行為採取紀律或法律行動。於報告期間，我們概無錄得涉及本集團及其僱員的任

何貪污相關案例或任何有關懷疑案例的報告。

B8、社區投資
我們於報告期間並無有關社區參與的政策。

我們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工作小組將研究及提出社區投資負責人和相關重點關注領域，並將於未來年度披

露我們的社區參與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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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1：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索引

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一般披露 參考章節╱備註
不遵守
就解釋

A.環境
A1排放物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

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不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

關法律及規例的資料。

我們的環境。 已遵守

關鍵績效指標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於二零一七年財年並無維持充分數據，

將於二零一八年財年改進。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及（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產量單

位、每項設施計算）。

於二零一七年財年並無維持充分數據，

將於二零一八年財年改進。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1.3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

（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不適用 — 並無產生有害廢棄物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1.4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

（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不適用 —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被認為屬

輕微。請參閱「環境表現」一節。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我們的環境 — 能效管理。 已遵守

關鍵績效指標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產生量的

措施及所得成果。

不適用 — 並無產生有害廢棄物，而無

害廢棄物屬輕微。請參閱「環境表現」

一節。

已解釋

A2資源使用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

策。

我們的環境 — 環保表現。 已遵守

關鍵績效指標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

總耗量（以千個千瓦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產量

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我們的環境 — 環保表現。 已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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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一般披露 參考章節╱備註
不遵守
就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

算）。

我們的環境 — 環保表現。 已遵守

關鍵績效指標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我們的環境 — 環保表現。 已遵守

關鍵績效指標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

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不適用 — 用水甚少。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

每生產單位佔量。

不適用 — 業務中使用的包裝材料甚少。 已解釋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減低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

政策。

不適用 — 我們的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

然資源並無重大影響。

已解釋

關鍵績效指標A3.1 描述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管理

有關影響的行動。

不適用。我們並無進行對環境及天然資

源有重大影響的活動。

已解釋

B. 社會
B1僱傭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

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

例的資料。

僱傭。 已遵守

B2健康與安全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

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不遵守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

及規例的資料。

健康與安全。 已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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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一般披露 參考章節╱備註
不遵守
就解釋

B3發展及培訓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

策。描述培訓活動。

員工發展及培訓。 已解釋

B4勞工準則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不遵守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

及規例的資料。

僱傭及勞工準則。 已遵守

B5供應鏈管理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供應鏈管理。 已遵守

B6產品責任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

籤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不遵守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

規例的資料。

質量管理及產品責任。 已遵守

B7反貪污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a) 政策；及

(b)  遵守及嚴重不遵守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

及規例的資料。

反貪污政策及慣例於我們政策的不同方

面體現。詳情請參閱「反貪污」一節。

已解釋

B8社區投資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了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保

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

本集團正考慮在日後訂立社區投資政

策。

已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