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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可持續發展報告披露蘇伊士在亞洲
（包括大中華區及東南亞）的可持續
發展策略、措施和表現，闡述了如何將
可持續發展相關的實質性議題融入業
務策略中並進行管理。

報告範圍
除另有說明外，報告披露範圍涵蓋蘇伊士在亞洲的所有營運

業務，詳情請參閱「關於蘇伊士亞洲」章節。

編制依據
本報告披露的可持續發展內容參考了本地和國際認可的報告指

引和可持續發展框架，包括《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ESG 
指引」）、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準則和聯合國可持
續發展目標（「SDGs」）。

時間範圍
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

報告形式
本報告有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三種印刷版本，也可於

公司官網進行瀏覽或下載。

關於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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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仕達
蘇伊士亞洲首席執行官

作為環保行業的一員，我們更
深刻感受到自身的使命和責任。
我們必須以身作則，讓每一個
可持續決定成為最有力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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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全球正在經歷重大變化。氣候變化

危機、數碼化轉型、人口結構調整以及公眾提

高生活質量的期望等趨向都影響著社會發展和

行業未來。面對當前這場前所未有的公共衞生

安全危機，同心協力解決社會和環境問題至關

重要。

新冠肺炎的爆發證明了環境、生物多樣性、

氣候、經濟、健康和生活質量環環相扣、密不

可分。經濟復蘇的速度取決於社會各界是否

有能力針對這些情況制定並部署可持續解決方

案。中國以及東南亞各國政府已長期致力於全

球氣候治理，視保護環境和發展循環經濟為可

持續發展的重心。

作為亞洲地區環保行業的領導者及行業服務

標杆企業，蘇伊士在領導推動亞洲的可持續

發展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自1953年以來，
我們幫助東南亞各國提升飲用水質量並提供衞

生和固廢資源管理服務，以滿足人口不斷增長

的需求。過去40年間，我們拓展到大中華地
區，攜手與合作夥伴落實當地政府的可持續發

展計劃，不僅支持當地的蓬勃發展，也推動著

我們業務的增長。

根據聯合國資料，企業將成為實現可持續發

展目標的中堅力量。作為環保行業的一員，

我們更深刻感受到自身的使命和責任。我們必

須以身作則，讓每一個可持續決定成為最有力

的證明。環境和氣候變化危機帶來的危害不容

忽視，洪災、乾旱、極端天氣更趨頻繁，生物

多樣性銳減等後果已逐步顯現。當下，我們必

須重新審視和調整傳統營運模式，減少對社會

環境的衝擊。長遠來看，只有轉向利於環境的

低碳模式，促進循環經濟，才能成功實現經濟

復蘇。

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並不僅僅依靠一個人、一個

組織或一個團體就能實現，更需要每個人在

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中切實做出改變。最重要

的是，我們現在就攜手合作，行動起來，為我

們的子孫後代創造一個擁有可持續環境的美好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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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趙雪梅
蘇伊士亞洲

首席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官

可持續發展是我們一切工作的核心， 
也是蘇伊士價值觀、企業信條和行為
準則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
言出必行，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

的努力，在實現既定的目標方面取得

了新進展，並將力爭創造出更多成果。 
面對氣候變化危機，我們幫助客戶減少

了240萬噸溫室氣體排放，可再生能源發
電量與2014年相比提高了6倍，固廢資
源管理業務溫室氣體排放強度較基線數

據降低10%以上。我們還開展了持份者
調研，確立可持續發展實質性議題，根

據重要性確定優先目標並就重要議題收

集有關反饋。這些有力措施有助於我們

完善可持續發展事項的重點領域、制定

切實可行的可持續發展策略，並確定未

來行動計劃的工作重點。

我們堅信，這些策略是蘇伊士推動社

會和環境可持續發展的基石。特別是

這次新冠疫情的出現和今後我們面

臨的挑戰，讓我們意識到決不可忽視 
環保工作的重要性，亦不可有行動上的

懈怠，必須以更大的投入和更快的速

度開展工作，堅定不移地實現我們的環

保目標，為我們所服務的社區打造更 
健康、更安全、更有活力的環境。

讓我們一起為人類的福祉共同努力，

攜手共創可持續的未來！

可持續發展是現今社會備受熱議的話

題。如何為社會帶來實質性的變化，而

非象徵性的「增值」，才是真正的挑

戰。蘇伊士已將可持續發展置於業務發

展的核心。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承諾滲透

在我們的解決方案、價值鏈、業務模式

和企業文化等各方面。可持續發展是蘇

伊士價值觀、企業信條和行為準則不可

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言出必行，

積極推動可持續發展。

我們在2017年根據亞洲地區的工作重點 
和區域特點發佈了首個可持續發展路線

圖（2017-2021）。過去三年中，我們 
與當地合作夥伴攜手，通過每一位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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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蘇伊士亞洲的策略要素，並已融入我們的核心業務當中。

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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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

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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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
在亞洲

蘇伊士
集團

澳門

香港

台灣

蘇伊士在亞洲的業務 
在亞洲，蘇伊士自1953年開始提供水務服務，目前主要業務涵蓋亞洲各地的水務運營、固廢
資源管理、水務工程和智慧與環境解決方案等。 

蘇伊士新創建由蘇伊士集團和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共同合資組建，負責管理大中華區的

業務。蘇伊士新創建在各地的合作項目超過70個，致力為政府及不同行業提供應對氣候變化
和促進可持續資源管理的創新解決方案。

9,000+名員工

20個工業園
服務遍及亞洲

為超過3,200萬人

提供水務及 
固廢資源管理服務

建造超過460座
   水廠和污水處理廠

管理超過70個
水務和固廢項目

關於 
蘇伊士亞洲 
蘇伊士是資源智慧化和可持續管理的全球領導者。擁有160 
年的經驗，集團自19世紀末以來不斷積累和提高專業知識， 
通過保護人類健康、支持經濟增長，助力人們改善生活質

量。在亞洲，作為當地社區、業界同行和市民的重要夥伴， 
蘇伊士與持份者團結一致，在環境轉型中脫穎而出，發展

循環經濟的商業模式，開拓創新以迎接未來的挑戰。

蘇伊士在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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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務項目

研發中心

蘇伊士辦公室

固廢項目

業務佈局
蘇伊士致力於為每個人提供生活所需的環境服務。

我們提供各種不同用途的優質供水，並確保這共同

資源得到充分保護。我們回收污水和廢棄物，並將其

轉化為新資源。

智慧與環境解決方案

固廢資源管理

水務運營

水務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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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基礎減碳目標計劃 
全球首家獲認證的環境服務企業

• 連續11年被納入道瓊斯可持續發展世界指數

• Vigeo Eiris 固廢及水務公用事業部門第一名，位居全球 
 公用事業行業第三

• 唯一一家法國公用事業企業連續四年位列CDP的A類名單

• EcoVadis 金獎，前5%企業社會責任表現最佳企業

通過高效的水務和固廢資源管理開展氣候行動

• 低碳和彈性開發平台贊助商

• 領導水安全管理平台的成員

出色的非財務業績表現 

可持續發展目標先鋒企業

聯合國全球契約領跑者

可持續發展指數
蘇伊士致力於提升可持續發展績效，並在權威行業評選和指數
排名中名列前茅。

為該聯盟創始成員 
 （聯盟成員約50家）

終結塑料垃圾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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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集團自19世紀末以來，不斷累積和提高專業知識，通過保護人類健康並支持經
濟增長，助力人們持續提高生活質量。2019年10月，蘇伊士提出「塑造蘇伊士2030」 
計劃，為集團作出定位，以應對未來十年的挑戰。我們矢志成為環境服務行業的全球領

導者，使我們成為客戶、員工和其他持份者的首選，攜手合作，保護和修復環境的自然

要素：水、空氣和土壤。

鑒於循環經濟對客戶的影響，新商業模式、競爭對手的出

現，再加上公眾對氣候危機觀念的深刻轉變以及對具體行動

的需求，這些都促使蘇伊士推行這一雄心勃勃的計劃，以不

斷推動公司文化發展、加快轉型、更加注重與客戶的溝通和

員工的參與。

我們的宗旨反映了我們的使命:
立刻行動，共建可持續環境

 健康和高質量的生活 
 積極的氣候影響 
 對地球自然資源的積極影響
 廢棄物「零排放」、實現 100%循環利用和  

 100%可追溯
 與當地持份者開展合作

蘇伊士價值主張

 與2050年上升1.5攝氏度的碳中和目標相一致，將溫室氣體排放量
 減少45％（此前為30％） 

 100％可持續解決方案
 蘇伊士每年為客戶減排約2,000萬噸二氧化碳

從可持續發展領導者到設定 2030 年新標準 

蘇伊士
 共贏精神

四大價值觀

熱愛環境

相互尊重 團隊精神

客戶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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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
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我們密切關注各地影響我們營運環

境的大趨勢，及與之相關的風險

和機遇，未雨綢繆，提前規劃未

來，確保業務營運的可持續性。為

應對亞洲城市化進程帶來的挑戰和

機遇，我們致力於支持亞洲各地城

市和各行各業的可持續發展向循環

經濟轉型。

為配合集團的2017-2021年可持續
發展路線圖，我們制定了蘇伊士亞

洲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以此
作為可持續發展風險管理和把握發

展機遇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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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亞洲 
2021年 

可持續發展目標

重點 4 
造福大眾

重點 2 
成為循環和 
低碳經濟的領導者

重點 3 
通過切實的解決方案 
支援客戶實現環保轉型

重點 1 
成為合作、開放、
負責任的企業

水務業務 >70%
固廢業務 >85%
從中小企業採購的比例

可再生能源產量較2014年增加

6.05倍 

聯網的生產設施以加速數碼化變革
增加了50%

管理職位由女性擔任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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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亞洲應對措施 
  制定科學基礎減量目標以應對氣候風險
  維持低產銷差率 
  轉廢為能 
  提供一體化的工業污水處理解決方案 
  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項目考量

風險與機遇  
  水資源短缺 
  極端天氣情況越趨頻繁 
  自然資源枯竭 
  城市氣候適應性和保護生態系統的解決方案
  廢棄物回收 

要點說明 
《巴黎協定》把全球暖化升溫限制設為 

1.5攝氏度 
建議在2030年前減少45%溫室氣體排放， 
以實現2100年前將升溫限制在1.5攝氏度的目標 

水資源短缺影響全球四分之一人口，且嚴重程度將會加劇 

氣候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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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亞洲應對措施
  推出實時的水務和固廢資源管理系統以及智慧資產管理平台
  拓展研發中心
  增加創新項目的數量及種類 
  開發覆蓋水、空氣和土壤的數據監測平台

風險與機遇  
  競爭環境不斷變化 
  缺乏匹配的科技能力
  創新資源管理 
  運用數碼化和電子化改善能源管理

要點說明 
全球過半人口為互聯網「網民」，且每日新增網民

約有100萬人

科技創新已改變許多行業的發展，並掀起向低碳解決方案轉型的

浪潮

物聯網可通過優化能源消耗，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數碼化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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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結構變化

蘇伊士亞洲應對措施 
  建立蘇伊士亞洲婦女詩嫚聯會（SWAN） 
  開展員工敬業度調查 
  培養年輕人才 
  推出導師計劃和領導力發展培訓計劃 
  組織職安健活動 

風險與機遇
  人口老齡化
  留住人才 
  女性賦權 
  內部能力建設 

要點說明 
預計2030年全球人口將達85億 
65歲及以上人口在所有年齡群中增長速度最快 

未來女性將勝任更多非傳統職位，在全球各行業發揮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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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期望

蘇伊士亞洲應對措施 
  加強可持續發展管理及提高報告的透明度 
  通過與政府和各行各業合作支持社會發展 
  通過廢轉能和廢棄物回收建立循環機制 
  修復生態系統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風險與機遇  
  公眾發起反對漠視氣候問題的運動
  可持續發展議題管理不善，導致企業聲譽受損  
  以社區為核心的業務吸引力上升  
  為當地社區創造共享價值 

要點說明 
一項全球性調查顯示，消費者非常認同企業應肩負改善

環境的責任

中國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 

泰國計劃於 2030 年實現塑料回收率100%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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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
自1953年進入東南亞市場，蘇伊士通過先進技術和專業知識幫
助各地政府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一些亞洲國家已開始把聯合國

可持續發展目標納入國家發展規劃、政策和法規中，並在國家層

面加強政府的執法治理以推動可持續發展。這些方向性策略和積

極應對措施反映出亞洲多國政府已開始解決或已有具體計劃解決

可持續發展問題，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中國的「十三五規劃」是其中一個主要可持續發展計劃，明確

其首要任務是積極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隨後中國發佈《落實

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國別方案》，分析落實可持續發展目標
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並設定總體原則和行動方案。中國一直通過

循環商業模式以及清理和美化自然環境來提高公民的生活質量， 
從而致力於綠色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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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基於四大優先事項制定了集團

2017-2021年可持續發展路線圖，並
就17項承諾訂定了策略方針。經考慮
亞洲各地的實際情況，我們從中選出 
13項承諾作為蘇伊士亞洲2021年可持
續發展目標，為我們推行可持續發展

提供指引，並確保將可持續發展納入

我們的業務決策和營運中。

蘇伊士亞洲2021年 
可持續發展目標 

2019 年表現

從2014年起累計減少

236萬噸溫室氣體

排放

可再生能源產量較 
2014年增加6.05倍

使用替代水源生產

1,596萬立方米
用水

生產再生材料

350,612噸

4.46
固廢業務事故發生率

55% 
信息技術聯合辦公的

覆蓋率

已收購1 家
初創企業以推動合作， 
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模式

固廢資源管理業務的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下降>10%
88.5%
員工接受培訓

0.45
水務業務事故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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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水務和固廢項目的數碼化變革

倡導多元化，提高員工工作幸福感

確保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

解決與全球化相關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針對不同地區，發展創新的分散式和
模塊化解決方案

通過加強包容性治理手段維持信任

增加50%

水務業務和固廢業務持續進行

按照集團全球指引持續進行

聯網的生產設施數量增加20%

推動合作，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的模式

覆蓋率為100% 限制進入的場所100%配有正確的標識系統

增加分散式和模塊化的海水淡化、供水、
污水處理及固廢處置設施

對於所有策略性的項目和合同， 
進行分析當地問題，繪製持份者圖譜， 

制定最恰當的對話方式

擴大資訊科技聯合辦公的使用範圍覆蓋率為55%

增加附有企業社會責任條款的供應商合同數目875份

88.5%的員工接受培訓 每年培訓80%的員工

收購2家初創企業的股份已收購1家初創企業

提升員工的網絡安全意識通過培訓和通訊等渠道覆蓋100%員工

水務業務：0.45；固廢業務：4.46 降低職業事故率（水務業務<1.32；固廢業務<6.4）

管理層女性員工佔比達到36% 管理層女性員工佔比達到33%
敬業度調查覆蓋98%的員工；參與率達68% 敬業度調查覆蓋100%的員工，參與率達到80%

採取措施保護環境和海洋

以「2攝氏度」為目標，減緩由溫室效應引起的氣候變化

應對氣候變化對水資源的影響

鼓勵材料的回收利用和循環利用

促進生物多樣性和生態系統服務

增加從中小企業採購的比例 

按本地標準嚴格執行中

按照集團全球指引持續進行

水務業務：>70%；固廢業務：>85%

固廢資源管理業務的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下降超過10%  
（儘管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因業務增長而增加11%）

在所有項目中執行生物多樣性策略

推動當地發展和提升地區吸引力

增加137倍（引入了新項目） 再生材料的產量增加20%

與2014年相比溫室氣體排放量下降10%

按照集團全球指引持續進行有系統地為我們的客戶提供應對氣候變化影響的方案

增加替代水源的生產（海水淡化、中水回用等） 1,596萬立方米

與2016年相比，節水量相當於25.4萬居民的用水量 節水量相當於643,805名居民的用水量

確保尾氣排放符合當地排放標準

增加與具有社會和環保責任感的企業合作的數量 6 個夥伴關係

總排放量累計減少236萬噸從2014年起幫助客戶累計減少超過346萬噸的溫室氣體排放

目標 進度

每噸循環利用達0.08噸廢棄物回用與每噸垃圾堆填的比例達到0.02噸

可再生能源產量比2014年增加5.67倍 可再生能源產量增加6.05倍

蘇伊士亞洲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表現

1
成爲合作、開放、 

負責任的企業

成爲循環和低碳經濟的

領導者

造福大衆

2

4
通過切實的解决方案 

支持客戶實現環保轉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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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參與及
重要性評估

為準確地確定本報告內披露的

重要可持續發展議題，我們於

2019年進行持份者參與和重要
性評估。這項評估也有助我們

把握可持續發展方針及在亞洲

的可持續發展重點領域。

持份者參與及
重要性評估 11

22

33

44

信息審閱和同業對標

 審閱蘇伊士全球 
聲譽調查的結果

 確定通用的 
行業披露慣例

員工調查及管理層訪談

 收集對蘇伊士亞洲可持續發展
表現、風險與機遇和長期策略的

反饋意見

 排列可持續發展目標優先 
次序，以確定我們重點 
採取的可持續發展舉措

重要可持續發展議題

 綜合分析所得結果，並根據 
與蘇伊士亞洲的相關度和 
密切度確定可持續發展 

重點議題清單

分析回顧

 分析聲譽調查、員工調查和 
管理層訪談結果，以確定 

有待改善的方面

 制定配合可持續發展 
路線圖的計劃， 
確保符合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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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集團
可持續發展

網路

蘇伊士亞洲
可持續發展

團隊

業務團隊
可持續發展
合作夥伴

合作公司
可持續發展
合作夥伴

蘇伊士亞洲擁有完善的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確保集團

在各業務部門順利、高效地推行可持續發展策略、訂立

目標、監督實施並確保全面問責。

董事會監督

在董事會層面，蘇伊士集團「企業社會責任、創新、

道德、水務和地球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對個人和集體

價值觀是否遵循集團制定方針，依循全體員工的行為

準則進行策略性監督。此外，該委員會還負責檢查所

有可持續發展事項，並評估可持續發展指標和2017-
2021 年可持續發展路線圖。蘇伊士在亞洲按照集團明
確的方向制定可持續發展指導方針和具體舉措。

管理層職能

由首席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官領導的蘇伊士亞洲

可持續發展團隊主要負責亞洲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方針

和管理。團隊主管直接向蘇伊士亞洲首席執行官（其

為蘇伊士集團績效管理委員會成員）匯報工作。蘇伊

士亞洲可持續發展團隊為蘇伊士集團可持續發展網絡

一員，並定期舉行會議討論可持續發展方針和地區政

策實施路線圖。此外，蘇伊士亞洲可持續發展團隊還

制定有關落實集團政策、具體舉措和適用於亞洲地區

的指導方針，並與區域內業務團隊和合作公司保持緊

密溝通。

商業活動符合道德標準

我們承諾以符合道德標準的方

式經營業務。蘇伊士亞洲《道

德章程》與《實踐指引》為員

工提供清晰指引。此外，我們

定期為員工提供有關集團道德

原則、指引以及當地反貪腐法

規的培訓。

蘇伊士亞洲的管理層肩負著指

導、培訓和監督員工的職責，

保持與員工溝通，確保他們按

照企業原則行事。此外，我

們設有道德官，負責參與制定

道德規章，確保其得以妥善執

行，並提供商業道德建議和最

佳案例。集團還設有匯報、監

督和內部審計程序以確保合

規，並設立專屬電郵供查詢和

報告道德相關問題。

總部督導

蘇伊士亞洲
可持續發展團隊

業務團隊
和

合作公司

可持續發展管治架構

督導策略方針

制定地區發展方針 
與區域內業務團隊

和合作公司溝通 

遵守地區方針

執行項目

可持續發展管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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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 
可持續環境

我們提供創新的環境

解決方案以應對氣候

變化。

相關內容說明，請參閱《蘇伊士亞洲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22



當前氣 候 危 機對亞洲各地的影響差異很

大。在東南亞水災和旱災頻繁出現，在新

加坡、香港和澳門等沿海國家及城市受

到極端天氣影響愈加頻密，包括颱風和可

增加山洪暴發風險的經常性大暴雨。另一

方面，部分地區出現季節性乾旱，影響飲

用水的持續、穩定供應。中國及東南亞各

國通過多項行動計劃、數碼化技術和創

新方案制定可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 
數碼化轉型可為決策者提供實時監控並賦

予數據驅動決策的能力。蘇伊士順應發展

趨勢，在亞洲提供創新的服務解決方案以

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集團與持份者和行

業夥伴緊密合作，為致力推進循環經濟的

客戶提供可持續解決方案。

從2014 年起累計幫助客戶減少

236萬噸溫室氣體排放

固廢資源管理業務的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下降>10%

每噸廢棄物循環利用達

0.08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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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可持續未來
創新的數碼化智慧解決方案
蘇伊士在亞洲的研發成果
創新一直是蘇伊士發展的核心。自2006年以來，我們通過旗下五個研發中心在工
業水供應、污水處理、固廢處理和廢棄物回收方面取得傑出的科研成果，榮獲多

個研發獎項及取得多項專利，這些先進技術和服務進一步協助客戶和合作夥伴降

低行業風險、減省營運成本、保持財務的可持續性、改善長期資產績效和提升終

端客戶體驗。研發團隊不懈努力，自主研發出創新的成果，為公用事業行業塑造

可持續的未來。

AQUADVANCED®  
智慧城市排水系統

智慧雨洪監控及即時監控水質的 
數碼化解決方案

AQUADVANCED®  
智慧能源管理系統

供水管網即時能源管理和運行優化系統

嵌入式污水處理廠理念

將「污水治理者」轉變為「環境友好的 
資源整合者」

碎冰清管技術

在清理管道時，這項解決方案相比 
傳統清洗技術節約大量用水

2018年，蘇伊士在亞洲的第5個研究中心揭幕，專門研發水處理的創新解決
方案。該中心針對五大研究領域（即化學、材料、生物工程、化學工程和

環境科學），重點攻克難降解COD去除，先進膜/電分離技術、高濃鹽水零
排放、數碼化技術和服務、高效環保的水處理方案和複雜化工工藝過程解決

方案。這將提高我們在智慧科技和可持續資源管理方面的實力。

我 們 位 於 上 海 化 學 工 業 區 的

水研究中心獲得33 項專利

2006
上海化學工業區水研究中心－工業水供應和工業污水處理

2012
重慶中法環保研發中心－水、污水處理和固廢處理

2015
新加坡水務技術中心－水務技術以及生物和環境工程

2017
上海化學工業區固廢研發中心－有害廢棄物處理和回收

2018
蘇伊士位於上海的研究中心－高效環保的水處理和複雜的化工工藝解
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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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傳統清洗技術 
節約用水

50%

採用環境友好型清管技術

由於氣候變化、城市化和更嚴格的法規使供水管網維護更加 
複雜，因此需要更好地規劃管理水資源。工業製造商正尋求一

種先進的方法，可以在清理管網時減少使用化學品或避免大量

耗水。蘇伊士提供創新解決方案——碎冰清管技術，使用較少

量的冰塊即可清理水管。此技術目前已成功應用於台灣，也正

在幫助新加坡清理當地的供水管。同時，該技術也能為工業客

戶提供高效且環保的供水系統清潔方案。

除上述創新解決方案外，我們還通過收購澳實中國，將業務擴展至第三方環境監測領域。

我們將加快開發創新的環境解決方案，特別是在環境質量監測、流域質量管理和河流整治

領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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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供水效率  
中國許多區域面臨不同程度的缺水問題。

澳門三面環海、旅客流量大，對淡水的需求

與日俱增。自1985年以來，蘇伊士的子公
司澳門自來水一直為澳門提供飲用水供水服

務，執行比世界衞生組織更為嚴格的水質標

準。我們還引入了專利技術AQUADVANCED®

智慧管網系統監測管網營運，包括供水流量、水壓、水質和能源消耗，還能

預測事故風險和完善供水調度。此外，為應對人口增長和未來十年有限的淡

水資源逐漸耗竭的挑戰，我們將在2020年啟用一座根據綠色建設概念的新型
節能水處理廠。目前，澳門自來水已成功地將產銷差從1985年的18.1%降低
至7.5%，遠遠低於亞洲甚至世界的平均水平，並憑藉卓越的營運績效成為中
國水務行業的標杆和典範。

作為全球水務管理的領導者，我們一直堅持用最先進的水處理技術和管理專

長以保護亞洲珍貴的水資源。工業發展、人口增長和城市化導致用水需求

不斷增加，我們希望通過運用自身的專長及創新的工藝和解決方案，幫助

合作夥伴保護和恢復稀缺的水資源。從飲用水生產到回用經處理的污水作

工業用途，我們協助決策者進行水資源供應的可持續管理。

提供水務管理解決方案
在擁有三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重慶，用水需求快速增長。確保當地居民享

有充足和可持續的供水是當地政府的首要任務之一。蘇伊士負責重慶北部

地區的自來水生產和輸配。我們目前正管理著5座水廠以及13個取水泵站，
為重慶240萬人提供飲用水服務。自投入服務以來，我們不斷對水廠進行
升級， 通過引入智慧報裝系統和全景數碼智慧中心，確保穩定、安全和優質
的供水；通過先進的管理流程和技術改造，顯著提升供水管理能力、水質和

客戶服務水平。

7.5%
澳門自來水產銷差

在亞洲區的

節水量相當於

643,805 名

居民的用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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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市政和工業污水
處理服務
蘇伊士自進入大中華區市場以來，污水處理

服務已成為其核心業務之一。我們於1975年
在中國參與建設第一座污水處理廠，繼而通

過處理和回收污水以減緩水資源短缺問題， 
並減緩污染物給當地水生態系統造成的壓

力，支援當地的可持續發展。北京面臨著因

氣候變化和城市化造成的水資源短缺問題， 
我們與當地合作夥伴共同保護北京的水資

源。北京槐房污水處理廠是全亞洲最大地埋

式污水廠，可節約寶貴的土地資源，並配備

濾膜生物反應器，優化污水處理廠的污水和

污泥處理能力，加強防洪排澇和改善出廠中

水水質。該污水處理廠每年能使2億立方米污
水得到回用，其循環利用的模式，既滿足了

工業和商業需求，也潤澤了周邊水體和濕地

公園。該污水處理廠也升級了設計，提高了

抵禦暴雨和洪澇的能力。

增強管網
溢漏檢查

改造老舊建築群
和農村地區管網

更換水錶
和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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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正推進長江經濟帶的高水準可持續

發展，蘇伊士積極與地方展開合作，以實

現綠色增長並保護和恢復長江生態系統的

願景。在重慶，蘇伊士旗下唐家沱污水處理

廠正在為這座中國最大的直轄市提供優質

服務。該污水處理廠是中國西部設備和技術

最先進的污水處理廠之一，執行全國最嚴格

的污水排放標準，以避免對長江和三峽庫區

造成重大影響。項目採用先進的A-A2O生物污
水處理工藝和INNODRY®2E污泥乾化工藝，
利用尾水發電以節省10%的用電，中水回用
節約了94%用水。該項目每年可節約400萬立
方米天然氣、550千瓦時電力以及370萬立方
米用水，有效保護水資源，改善重慶居民的

生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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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島，董家口污水處理廠的工業污水日

處理能力為20,000立方米，為董家口經濟開
發區的工業客戶（包括港口、鋼鐵和化工

行業）以及商業客戶提供工業污水處理服

務。污水處理廠處理相鄰鋼鐵廠產生的工

業污水，中水達到鋼鐵廠的工藝用水要求後

回用，成為其生產用水。項目節省了淡水資

源和用水成本，成為循環經濟的一個很好的

例子。

我們為工業客戶提供污水處理服務，支援其

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中石油四川污水處理

廠，我們為其處理上游生產設施產生的煉化

污水，日處理能力達60,000立方米。該廠是
中國石化領域第一個結合傳統污水處理、

污水回用、濃鹽水處理和雨水處理的項目，

引進了中國第一條濃鹽水處理系統，執行石

化行業最高的污水排放標準，並使工業污水

轉變為水資源得以高效回用。

我們在中國管理著40多個水務項目，服務超
過2,000萬人口，在支持中國政府持續發展
經濟的同時，推動其提升和維護生態環境的

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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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亞洲城市人口持續增長以及經濟

繁榮發展，大家產生更多不同的廢棄

物，因此需要進行更加複雜的處理。

蘇伊士在亞洲為工商客戶提供創新的

循環利用解決方案和定制化的廢棄物

管理服務。我們的廢轉能工廠均配備

煙氣處理設施和不間斷的排放監控

系統，確保符合當地監管要求，並遵

循高於當地規定的排放標準。

轉廢為能
工業生產過程中所產生的危險廢棄物需進行高度專業化的處理，

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潛在的環境影響和風險。在中國發展完善的工業園

區——蘇州工業園，蘇伊士正為園區內客戶提供危廢處理和污泥處理

服務以解決工業生產對環境造成的影響。危廢處理廠可處理23大類 
危廢，回收焚燒過程中產生的能量，以生產蒸汽供給周邊企業。該項

目按照循環經濟概念設計，配備能源回收管理系統轉廢為能，從而節

省了大量能源，實現每年減少排放12,000噸二氧化碳。

而位於蘇州工業園區內的污泥處理廠，則是江蘇省首座污泥乾化處理

設施，採用循環利用和零排放模式。在這一模式下，污泥乾化廠可實

現能源回收、節約用水、材料回用和提升能源效率，同時將污水處理

廠的副產品污泥轉化為資源。熱電廠將乾污泥用作替代燃料，有助減

少耗用約24,000噸標準煤，從而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污泥乾化過程中
產生的冷凝水送回熱電廠作鍋爐用水，每年可節省約136,000噸脫鹽
水。憑藉這種產業協同和循環利用的概念，及其節能低耗和安全環保

的工藝設計，該污泥乾化和廢轉能項目在巴黎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

獲創新獎首創獎第二名，被評為有效緩解氣候變化的優秀解決方案。

同時也是中法氣候與綠色經濟論壇大會指定向與會者展示的示範項目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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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人口及消費增長，城市產生的生活固廢不斷增加。台灣第二

大城市及其最大的國際港口高雄，對市政和工業廢棄物的處理需

求不斷增加。高雄仁武廢轉能發電廠提供市政廢棄物處置服務， 
並通過焚燒發電，同時滿足世界最嚴格的排放標準。該發電廠每

日將1,350噸市政廢棄物高效轉化為寶貴的能源，可產生808兆瓦
電力時，同時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在香港，人均產生的廢棄物尤其是廚餘垃圾，高於亞洲其他發

達城市。香港平均每天產生3,600噸廚餘垃圾，約佔垃圾總量的

35%。面對這一挑戰，我們設計、建造及營運香港首個有機資源
回收中心（O·PARK1），每年能處理73,000噸廚餘垃圾。我們通
過設施進行能源回收，採用生物處理工藝將廚餘垃圾轉化為甲烷

和養分豐富的堆肥，用於園林綠化和農業種植。所產生的甲烷可

作為可再生能源使用，每年產生1,400萬千瓦時電力，相當於香港

3,000戶家庭一年的用電量，並減少每年25,000噸二氧化碳排放。

除O·PARK1外，我們還管理香港新界東北和新界西堆填區。堆填
區的沼氣經過氣井及管道系統收集起來，進行發電，其生產的蒸

氣用於滲濾液處理和輸出供外部使用。通過堆填區這種綜合管理

模式，我們為香港提供另一個能源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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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化學工業區是全球最大的化工行業綜合

石化基地和工業區之一。如此大規模的工業

生產不僅用水量大，還會產生大量的污水和

危廢，對自然環境帶來挑戰。因此，採用可

持續的工業處理流程是實現循環經濟的關鍵

所在。從供水到廢棄物的處理回收，我們提

供創新的供水、污水以及廢棄物管理解決方

案以推動園區的循環經濟。

為進一步增強上海化學工業區的正面生態效

益，蘇伊士對第一期濕地項目進行改造，並

正在建設二期工程，將其打造成為自然淨化

水質、蓄洪防旱、涵養水源的生態系統。

濕地總佔地60公頃，並應用了創新的生態工
藝Libellule Zone®技術以及種植沿海地區高

鹽度耐受性的植物，以應對園區工業污水的

高鹽度問題，並增強濕地對工業污水的自然

淨化的功能。濕地豐富了當地生物多樣性， 
並有助於進一步提高處理後污水的質量，使

一些工業污水污染參數，如化學需氧量、金

屬、磷、氮等指標得以明顯改善。

利用專業技術推動循環經濟

產生蒸汽和熱能
供給工業客戶使用

危廢焚燒處理

回收焚燒 
所產生的能源

水務及危廢
綜合管理

工業及生活供水

去離子水

工業污水處理

通過上海化學工業區 
濕地淨化工業污 
水尾水排放

每天處理44,500
立方米工業污水（來自高
度污染的各種排放物）

每天處理40,000 
立方米無機污水

上海化學工業區 
濕地佔地60公頃

每年通過中水回用節約 
200萬立方米的水資源

回用 
經處理污水

每年安全處理
120,000噸危廢

相當於每年節約
55,000
噸標準煤

能夠處理 
24類310種
工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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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專業技術 
保護生物多樣性
保護生物多樣性是蘇伊士亞洲「2021 
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承諾。在向

客戶提供環保解決方案的過程中，我們

將生物多樣性考量融入服務，以減少人

類活動對生態的影響。為進一步履行保

護生物多樣性的義務，我們信守集團對

Act4Nature計劃和CDC Biodiversité全球
生物多樣性評分項目的承諾（用來衡量

整條價值鏈上經濟活動對生物多樣性產

生影響的全球性評估工具）。該項目將

於2021年在中國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
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上由蘇伊

士與當地夥伴進行演示。我們將生態考

量納入環境解決方案並致力推行各項生

物多樣性計劃，借此履行保護自然環境

要素的承諾。

重慶地形獨特，生態系統敏感而脆弱。其山城地

形複雜，年降雨水量高達1,000毫米，面臨嚴重
洪澇風險。因此，傳統地下排水管網不足以控制

污水及雨水排入自然生態系統。中國推行「海綿

城市」排水系統計劃，旨在持續提升城市抵禦洪

澇風險的能力。

為提升「海綿城市」排水系統的績效，我們在重

慶應用AQUADVANCED®智慧城市排水系統提供

整個污水管網的實時資訊以及短期天氣預報。該

系統用於監控、分析和預報排水系統的運行狀

況、城市洪澇風險、對自然生態和雨水再用系統

的影響。該先進的數碼化雨洪管理平台幫助重慶

保障城市居民免受洪澇風險，並保護自然環境免

受污染。

重慶海綿城市

減少45%  
污水溢流

全球暖化及工業化給易危動物群，例如

海洋哺乳動物，造成嚴重威脅。大連的斑

海豹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用作保護斑海豹

的重要棲息地和生態功能。斑海豹是中國

國家二級保護動物，是敏感海洋環境的一個指標性物種。

蘇伊士意識到維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為鄰近保護區的恒力

石化產業園污水處理設施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我們引入「嵌入式

污水處理廠」模式，在治理污水的同時優化資源配置，減少污染

物排放，成功保護斑海豹棲息地。

大連恒力石化項目

嵌入式污水處理廠概念
在「法中創新獎」評選中
獲得「氣候特別獎」

修復後的堆填區是半天然棲息地，對豐富

城市的生物多樣性至關重要。蘇伊士已將

香港7座堆填區修復成城市綠地並對其進
行管理。修復和管理堆填區有助增加市區

的生物多樣性，使城市生態價值最大化。

修復香港堆填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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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創新
創新是我們能為客戶提供智慧化可持續解決方案的關

鍵。我們通過內部舉措及外部合作平台大力推動創新。

每年我們都會舉辦創新獎活動，旨在嘉獎最具創新力

的項目以及鼓勵員工、業務領域及合作公司發揮創造

力。2019年項目涵蓋所有業務範疇，固廢資源管理， 
水務工程及水務運營分別獲得5個創新大獎。獲獎項目
的多元化彰顯了員工豐富的創造力以及對工作的熱情。

 3 個業務團隊

27 家合作公司

24 個部門

共同參與

     超過650 人參與創新

     每年150 多個創新項目

除了內部推動創新外，我們還與合作夥伴、

大學和研究機構共同開展研究計劃，並與

外部創新平台合作，以促進開放式創新，

通過與夥伴合作和聯盟構建開放式的創新生

態系統。

我們與大中華不同地區的大學和機構建立科

研合作關係：

大學/機構

1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

2 哈爾濱工業大學（環境學院）

3 中國科學院（生態環境研究中心）

4 國立成功大學

5 香港科技大學

6 西安建築科技大學（環境學院）

7 西安理工大學

8 上海大學

9 華東理工大學 
 （資源與環境工程學院）

10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34



與外部平台共同組建創新聯盟

與合作夥伴和聯盟構建開放式的 
創新生態系統
與合作夥伴、客戶共同進行研究和開放式創新

2018年 
嵌入式污水處理廠概念

在亞洲獲得多個創新獎項
2018年研發獎項 
污泥超乾脫水解決方案北京

哈爾濱

華北

中部地區

華南

1 3

2

香港

台灣
4

5

8 9 10
華東

上海

西安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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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內容說明，請參閱《蘇伊士亞洲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為社會創造
共享價值

我們與各地合作夥伴
和持份者攜手共創可
持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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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隨著公眾日益追求更可持續、更健

康的生活方式，優先考慮的可持續發展議題

正發生變化。然而，城市化快速推進、資源

需求日益增長、消費水準不斷提高，都給

天然資源造成壓力。亞洲也是受氣候變化衝

擊最大的地區之一，隨著極端天氣事件和其

他自然災害不斷發生，大家的環保意識不

斷提高，公 眾 對 環 保 的 期 望 亦 日 益 提 升， 
促使決策者和行業作出改變。在中國，政府

宣佈打響「污染防治攻堅戰」，頒佈新法規

擴大政策投入並增強執行力度，改善生態環

境質量；在東南亞，各國政府著重改善水、

衞生和廢棄物的基礎設施和相關管理。蘇伊

士積極支持向綠色增長模式轉變，運用環保

專業知識和創新解決方案，幫助各地保持環

境清潔、完善清潔用水的供應和衞生設施的

管理服務，並促進循環經濟。

使用替代水源生產

1,596萬立方米用水

生產

350,612噸再生材料

與6個
履行社會責任和環保企業 
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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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合作關係支援社會發展
紮根亞洲逾60年，蘇伊士提供不同的解決方案推動
政府落實其發展計劃，以造福當地社群。我們在通過

產品和服務取得成功的同時，也對所有持份者產

生積極影響，力求最大程度地實現可持續發展成果，

從而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可持續發展的成功取決於共同行動與合作，以產生更

大的影響力。除我們自身的業務外，蘇伊士的價值鏈

還包括支援當地企業，促進亞洲地區各經濟體蓬勃發

展。我們與合作夥伴緊密合作，致力於提升水質、

保護天然資源、減少廢棄物、提供低碳解決方案，

為業務所在地社區創造綠色環境。與此同時，我們通

過合作，引入環境解決方案相關知識和技術，弘揚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價值觀。

幫助中國攻克污染難關   滿足公眾期望 

中國的綠色發展策略包括著力解決污染問題，加大經

濟與社會發展和生態改善的協同效應。蘇伊士運用豐

富的專業知識，通過我們的服務助力中國實現這一願

景。例如，我們採取歐盟排放標準，確保設施不會對

空氣質量產生不良影響；在設計環境解決方案時將節

約天然資源考慮在內，以保護生物多樣性。

我們將蘇伊士的環境解決方案和最佳實踐

引入中國市場，協助政府打造更可持續的未

來，滿足公眾期望。蘇伊士與生態環境部固

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心合作，為其提

供知識交流平台，分享我們在危廢處置管理

和焚燒營運方面的關鍵經驗，以進一步助力

其管理工作，為中國潔淨的環境出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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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長江經濟帶綠色發展

蘇伊士積極支持長江流域四地政府解決環境

治理難題。在這些項目中，我們與行業夥伴

合作，通過污染治理恢復這些沿江城市的水生

生態系統，通過循環模式（例如材料回收和廢

轉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並提高城市適應氣候

變化的能力。

武漢：河道綜合整治

在武漢，蘇伊士攜手合作夥伴，為黃孝河、機場河

沿岸的兩座污水處理廠提供整體技術諮詢和膜設

備，開展兩條河流的環境綜合整治工作。我們利用

AQUADVANCED®城市排水系統，實時監控水環境並

預測洪澇和污染風險。此項目有助恢復水資源生態環

境並提高城市環境修復力。

上海：材料回收

蘇伊士在浦東污泥處理廠利用Thermylis®2S解決方
案，使濕污泥得到最大程度的減量化、穩定化和無害

化處理，還能夠達到高於歐盟的排放標準，焚燒後的

灰渣除送往堆填區外也可回收用於建築材料。

泰興：廢轉能

我們在泰興經濟開發區投資、營運和管理的工業污

水處理廠，其產生的污泥將直接送到我們位於園區

內的危廢處理廠進行回收處理，過程中產生的蒸氣將

供給區內企業用作潔淨能源，每年可節約1.5萬噸標
準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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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循環經濟

中國強調以創新驅動綠色發展，推動循環經濟，實現良好的

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這一理念的核心是，在工業生產的

循環圈內，將某一個過程的輸出轉化為價值鏈的另一過程的

輸入，從而使材料和資源的可用性最大化。作為循環經濟

的領導者，蘇伊士引入創新解決方案，鼓勵循環利用和資源

回收，為政府實現環保目標提供支持。

蘇州工業區：污泥處理

污泥處理廠採用INNODRY®2E專利技術乾化污泥，將乾污泥送至熱電廠作為替代
燃料，每年節約2.4萬噸標準煤。污泥乾化過程中產生的冷凝水送至熱電廠作鍋
爐用水，每年節約13.6萬立方米脫鹽水。熱電廠產生的餘熱以蒸汽形式供給污泥
廠用於污泥乾化，節約40%的能源。

常熟：建築垃圾管理

通過與當地合作夥伴共同營運的江河天絨固廢管理項目，分選、粉碎和過濾建築

裝修垃圾以進行綜合利用。該項目日處理能力超過2,000噸，綜合利用率達70% 
以上。

澳門：循環利用

蘇伊士成功獲得澳門兩個項目：包括優化、營運及保養污水處理廠提升污水處

理質量；營運玻璃粉碎設施，產生的玻璃砂可用於道路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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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中國各地水資源

隨著中國城市人口不斷增長，必須優化污水處理設

施以滿足日益增加的處理需求。蘇伊士憑藉在污水

處理方面的經驗和專業知識，與合作夥伴合作提升

中國各地的水質。

在珠海，我們組建合作公司在高欄港石化工業園區

投資、建設和營運一座污水處理廠，並於未來50年
為園區工業客戶提供服務。其出廠水水質將執行比

市政污水廠更加嚴格的排放標準。未來更計劃將處

理後達標的中水供給園區企業回用在生產中，進一

步推動水資源的循環利用。

在泰州，我們於泰州建設和營運的工業污水處理

廠，出水水質將執行當地最高的排放標準。

我們將繼續擴大與合作夥伴的合作，共同為大中華

地區各地工業園提供優質的環境管理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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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棉蘭：增加飲用水供應

為改善棉蘭家庭的飲用水供應，蘇伊士在當地投資、建造及營運兩座水處理

設施，幫助當地政府實現為84%的居民提供清潔飲用水的目標。

泰國：緩解塑料垃圾危機

我們將蘇伊士在歐洲的塑料循環再造和循環聚合物生產經驗帶到東南亞，在

泰國曼谷附近的Bang Phli地區建設塑料回收再造廠。該項目每年能把3萬噸
塑料垃圾轉化為優質的再生塑料，有助泰國實現2030年塑料回收率100%的
目標。

越南渭清：改善衞生設施

蘇伊士成功簽訂一項衞生服務合同，協助提高6,500多名渭清居民的生活
水準，避免Xang Xa No城市的運河受到污染。合同包括建造一座日處理能力為

3,000立方米的污水處理廠和鋪設可接通1,400個家庭、41公里長的污水管網。

泰國春武里府：廢轉能
作為國際化集團企業，蘇伊士通過合作公司春武里府清潔能源為當地提供先

進的廢轉能解決方案。該項目是東南亞首家滿足歐盟排放標準的工業廢轉能

工廠，每天可將400多噸一般工業廢棄物處理並轉化為電力。

滿足東南亞人口日益增長的
需求

東南亞飲用水、衞生及廢棄物管理

措施滯後於人口增長速度。加上經

濟高速發展，該地區正面臨著健康和

環境的風險。蘇伊士應用專業知識和

專長，支持亞洲各國政府改善其飲用

水、衞生設施及廢棄物管理服務，為

日益增長的人口謀取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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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供應商實現合作共贏
蘇伊士致力於最大程度地提升我們在整條價值鏈上的

積極影響。我們不僅在集團內採取措施，還在營運中

把我們的價值觀推廣到集團以外，促進供應鏈合作夥

伴作出改變。蘇伊士集團的採購部門為亞洲的採購

管理提供支援。我們的《可持續採購約章》訂明，供

應鏈合作夥伴需清楚瞭解我們的道德期望，包括避

免貪污腐敗、僱用童工和強制勞動以及歧視等情況。

此外，他們還應保持安全健康的工作環境，並將環保

考量納入整條產品價值鏈，把影響減到最低。

隨著業務不斷發展和壯大，我們也進一步支持地方

經濟的發展。我們設定的「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鼓勵本地採購和生產，尤其優先考慮中小企業。我們

還尋求與具有社會責任感、推動員工多元化（包括僱

傭殘疾人士）的企業合作。

本地供應鏈

合作夥伴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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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共享
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取決於採用最佳實踐及運用創新

技術解決棘手問題。蘇伊士積極地把最佳實踐開發

成為最新技術和創新解決方案。我們必須通過分享

經驗和專長擴大我們的影響力，加快現代化步伐， 
不斷提升整個行業的表現。為此，我們利用跨行業

知識共享的機會，分享最新的最佳實踐、創新成果

和先進科技。我們旨在通過這些共享平台促進行業

和政府採取更多可持續及有利於循環經濟的方案， 
以減少對環境的影響，為社會做出積極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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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確保在不同地區的營運項目技術一致，均達到同等質量和標準。

成都市人民政府國際諮詢顧問團

蘇伊士於2016年應邀加入顧問團。顧問團由30多名國
際知名人士組成，就重大的政策措施、活動和項目進

行討論，並為市政府決策提出對策、意見和建議。顧

問團全體會議每兩年舉行一次。2018年，蘇伊士就支
持成都建設成為可持續的世界級城市出謀獻策。

重慶市市長國際經濟顧問團

蘇伊士加入此顧問團並擔任執行主席已有14年。

2019年會議主題為「建設內陸國際物流樞紐：國際
經驗借鑒與重慶實現路徑」。30多位來自世界500強及
國際知名企業高管參與，為重慶發展建言獻策。

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

全聯環境服務業商會（簡稱「環境商會」）於2007 
年成立，目前會員企業已超過500家。蘇伊士是環境
商會創始會員，現為環境商會的執行副會長單位。

環境商會尋求健康發展的解決方案和建議，以為其

成員、行業、政府和社會實現多贏的局面。環境商會

亦積極參與國家產業政策制定，為開拓健康的市場提

出建設性意見。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

香港廢物管理學會成立於1994 年，是代表香港固體廢物管
理和環保行業專業人士的重要組織，致力於「投入廢物管

理、建設社會未來」。蘇伊士自學會成立起加入香港廢物

管理學會，擔任其執行委員會成員，積極參與學會活動，

就廢物管理與業界專家和政府部門交換意見。

與中國生態環境部的協議

蘇伊士與生態環境部下屬的固體廢物與化學品管理技術中

心簽署一項協議，為危廢管理提供了一個知識交流和經驗

分享的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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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可持續的
人才團隊

蘇伊士幫助每位員工

應對當前和未來的挑戰。

相關內容說明，請參閱《蘇伊士亞洲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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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本地僱員 

員工接受培訓比率

女性僱員佔比

僱用 >99%

88.5%

32%全球人口結構正經歷重大變化，需要通過建立人才

團隊以迎接全新的挑戰和機遇。亞洲地區有些國家

的人口可能會下降，但隨著人口老齡化，勞動力

市場依然日趨緊張，而企業對人才的需求也相應

在變化。勞動力數量下降對當前的經濟模式構成

挑戰，但也為女性投身到非傳統職位和行業創造

了新的機遇，並加快自動化等創新技術的應用步

伐。為應對人口結構變化，蘇伊士致力於持續發掘

兼具才能和經驗的人才，培養可持續的穩定人

才團隊，並提高員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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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人才
我們鼓勵員工不斷開拓創新，推動落實我們的可持續

發展路線圖，與公司攜手邁向成功。為吸引和保留才幹

與技術兼備的員工，集團在人力資源開發方面秉持以人

為本的方針。

人才招募與留聘
我們以全球化、競爭力和公平為三大原則，制定具競爭

力的薪酬政策，履行對員工的承諾。我們通過具吸引力

的薪酬待遇、福利獎勵及員工推薦等方式，吸引人才

加入蘇伊士或我們在亞洲的合作公司。

我們多年來努力不懈完善聘用員工的措施，例如，整合

及改善薪酬和福利體系，統一適用於香港、澳門和中國

內地員工的標準化評核獎勵系統及休假標準，並提供

商業醫療保險及體檢。

自 2 0 1 5年起，我們推出管理培訓
生計劃吸引年輕人才加入。在為期

24個月的培訓中，管理培訓生會被派
往不同的業務部門，深入瞭解蘇伊士

不同地區、不同職位的職能，掌握必

要的技術和知識，並儘快適應管理職

位。未來，我們將繼續完善此計劃，

更有效地把資源和精力投放於培養

集團內部人才上。

管理培訓生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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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機會平等
多元化發展是創新和創造價值的源泉。相互尊重作為蘇伊士

共贏精神的關鍵要素，我們全力打造和諧共融的工作場所， 
提倡平等僱傭機會，強調尊重和多元化的重要性。

我們確保依據經驗、技術、資質和表現，公平地進行招聘

和晉升，而不會考慮性別、年齡、種族、民族、殘疾、

家庭狀況或性取向。為履行我們對公平僱傭機會的承諾，

我們推行關顧殘障人士的政策，為有特殊需要的員工提供

公平和無障礙工作環境。

為支援和促進性別平等，我們竭力建立關懷女性員工的工作

環境。集團秉持多元化政策，特別關注不同性別員工的工資

差異，確保男女員工同工同酬。我們的「2021年可持續
發展目標」包含擔任管理職位女性數量的百分比達到33%的
目標，2018年5月成立婦女詩嫚聯會（SWAN），通過宣傳
和舉辦多項活動，加強性別平等意識並提高女性員工的職場

地位。

       36%
管理職位女性佔比

蘇伊士參加聯合國與香港法國工商總會及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
舉辦的「HeForShe」活動，旨在提倡女性權益和性別平等。

蘇伊士集團負責國際業務及重要工業客戶的高級執行副總裁紀安嵐在
香港會見了SWAN成員，與她們進行了深入的交流。

澳門自來水邀請旗下女員工分享平衡工作
與家庭的經驗，還邀請外界嘉賓分享有助
提高女性社會地位和爭取權益的經驗。

集團旗下清潔專營有限公司，聘用女性司機從
事澳門的廢棄物業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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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澳門

與員工密切溝通
持續與員工雙向溝通對建立可持續發展、積極主動的團隊至關重要。蘇伊士通過員工 
調查、電子郵件、新聞通訊、年會和其他員工活動多個渠道與員工保持密切溝通。

各業務部門均會安排年度會議，提升員工凝聚力並建立溝通網路。在2019年，固廢資源
管理、水務運營、水務工程和智慧與環境解決方案，分別召開了年度會議，各部門充分瞭解

並支持業務的發展策略，與同事加強溝通。

我們為員工提供與集團管理層進行交流的機會，增進互相

瞭解。同時，我們重視為員工提供和諧友善的工作環境，

並舉辦各項活動鼓勵員工參與。

蘇伊士集團首席執行官康宇到訪澳門自來水，與同事分享

交流。

舉行員工大會介紹蘇伊士的發展方向並促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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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

常熟

青島

香港及上海

江蘇中法水務邀請員工參與兒童節親子活動。 蘇伊士集團負責國際業務及重要工業客戶的高級

執行副總裁紀安嵐於上海化學工業區與當地團隊

見面。

青島中法海潤供水舉辦了徒步籌款活動，提倡

綠色生活。

台灣仁武固廢資源管理項目員工參與2019年羽毛球
比賽。

澳門自來水舉辦員工活動，鼓勵員工積極開展體育

鍛練。

我們組織龍舟隊參與多項比賽，增強團結與合作。

台灣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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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人才
人才培養是促進集團業務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我們一直重

視員工通過技術專長和專業知識不斷創新，為客戶創造價

值。我們也鼓勵經驗豐富的管理者，傳授分享其寶貴的 
專業知識，帶領人才

成長，推動公司不斷

發展。

每名員工

22.9小時
平均培訓時數

2019年5月，蘇伊士在上海舉辦首屆專家培訓項目，以增強專家的技術知識，並向他們介紹最新
行業趨勢和最佳實踐。

全力支持專家職業發展

蘇伊士採用集團內部共用的線上學習平台iLearn，使員工獲取豐富的學習資源。

線上學習平台—iLearn

蘇伊士推出導師計劃，以加強資深高級管理者與集團新晉員工之間的溝通和合作。

在2018-2019年計劃中，31名導師通過一對一交流分享其對集團和行業的獨到見解，並給予

44名學員實用的職業發展建議。這項計劃不僅有助經驗傳承，也有助年輕人才建立更穩固的
人際網路。

導師計劃

為提升領導力和管理技巧，來自亞洲各業務部門的員工於2019年7月參與了領導力發展培訓
計劃 。

領導力發展培訓計劃

 「蘇伊士海外學習交流項目」為期一周，
旨在為員工提供深入瞭解蘇伊士的海外

業務、未來挑戰以及應對策略的機會。

我們借鑒國外經驗並引進適用於亞洲 
市場的創新環保解決方案及技術。

蘇伊士海外學習交流項目

員工敬業度調查
與員工建立開放的雙向溝通機制是打造積極、穩定工作團隊

的關鍵。蘇伊士每兩年進行「TELL US」員工敬業度調查， 
瞭解員工對集團發展的想法並收集如何使蘇伊士集團成為更

具吸引力僱主的意見。敬業度調查範圍在2018年首次擴大
到全球所有業務部門。

      全球共收集

19,000
條評論

98%
亞洲地區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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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嚴格的 
健康與安全標準
確保員工健康安全是我們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制定完善的

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對營運活動相關的重大風險能實施

有效監督和管理。我們還致力營造高度警惕和積極的健康與

安全文化，通過應用最佳的管理措施，讓高標準的健康安全

水平不斷提升。

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我們的健康安全管理體系參照全球健康與安全標準、實踐和

相關法律規定制定，成為有效可靠的機制。該體系包含15條
健康與安全管理專項，覆蓋一系列具體、可量化的管理和

技術標準，並開展定期核查。

將健康安全績效納入所有
管理人員的業績考核 健康安全協調工作

領導力

風險評估和
控制

各項投資/併購
項目以及服務
合同的健康安
全評估

健康安全行動
計劃

角色和責任

能力管理

反饋和經驗學習溝通

外包服務的
健康安全管理

員工及代表
共同參與

職業健康
政策

危機響應
流程

健康安全審核、
檢查和監督體系

健康安全
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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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叉車工作區安裝藍光指示燈，提醒工人與叉車保持

安全距離，有助減少工傷事故。

我們的健康安全團隊進行現場健康安全管理體系

檢查，確保制定適當的現場風險管控及緊急響應

機制。

智慧系統LOTO利用手機應用程式控制具有定位功能
的藍牙鎖管理許可和流程。

我們利用無人機進行日常巡查降低高空作業

的風險。

我們致力與員工及業務夥伴分享健康安全的優秀 
做法，打造零傷害工作氛圍。分享一些我們健康安全

項目日常應用的範例：

手機應用程式iAlert 
生成風險報告及預防

性管理

實行交叉駕駛行為監控計劃，以降低項

目現場外發生碰撞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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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名管理人員參與健康

安全領導力培訓

251
次管理人員現場巡視

115,074
小時健康安全培訓

在蘇伊士安全月期間，我們與合作公司攜手為員工和承包商舉行多場活動、講座及培訓：

四川、重慶、西安、揚州、南昌、南京

和新昌等合作公司舉辦健康安全培訓。

泰興固廢資源管理項目承諾遵守各項安全

守則和規定。

台灣仁武固廢資源管理項目的員工參加健康

安全活動。

我們的健康安全管理體系與良好的健康安全文化相互

配合，為減少事故發生打下堅實基礎。為確保我們的健康

安全方針得到妥善落實，我們持續推行多項措施，例如

管理層安全巡視和管理人員健康安全領導力培訓等，同時

與合作公司共同開展一系列健康安全項目。

2019年 事故發生率 事故嚴重程度

亞洲區 1.82 0.16

水務運營 0.45 0.02

固廢資源管理 4.46 0.42

上海辦公室舉辦迷你高爾夫比賽提醒員工

加以鞏固對蘇伊士十項「救命法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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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社區

相關內容說明，請參閱《蘇伊士亞洲2021年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充分運用專業知識和技能，採取友善措

施服務社區。我們積極參與各類社區活動，

以支持社區的發展，增強公眾環保意識，

共同保護自然資源。

為社區共投資

6.88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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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蘇伊士多年來配合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世界

環境日和世界海洋日組織各種參觀和體驗活動，以提高公眾

在保護環境、保護海洋和水資源的意識，培養可持續生活的

文化。

在世界環境日和世界海洋日期間，我們亦組織

了多項活動，包括在台灣舉行「變廢為寶」勞

作競賽，讓參加者學習如何回用材料；組織參

觀重慶自然博物館，讓參加者瞭解與自然和諧

共存的重要性；組織參觀澳門的供水生產，讓

市民瞭解自來水來之不易；在珠海組織有機耕

作活動，讓參與者親身體驗其中的樂趣。

為了應對全球水資源短缺，我們在大中華地區組織了

各項活動，提升公眾的節水意識。

2018年世界地球日的主題是「終結塑料污染」，我們
藉此機會宣傳減少和回用塑料的做法。上海化工中法

把塑料廢棄物收集起來並送去循環再造，重新加以

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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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台灣固廢資源管理團隊

與當地一所小學合作，用廢舊

塑料瓶製作聖誕樹，以鼓勵塑

料回用。

台灣

除了利用我們的環保專業知識，處理塑料廢棄物，我們還在亞洲推行多項社區計劃，以鼓勵塑料重用和循環再造。

我們向員工推廣使用環保袋，並鼓勵大家避免使用塑料袋。我們舉辦小學繪畫比賽，以提

高公眾對迫在眉睫的塑料危機

的意識。此次比賽的作品於

2019年國際環保博覽會期間在
蘇伊士的展台內展出。

香港 亞洲

我們的團隊在泰國舉辦海灘清潔活動，共吸引120名員工、合作夥伴和客戶
參加，並收集超過400公斤廢棄物。

泰國

擁抱無塑世界
蘇伊士集團作為終結塑料垃圾

聯盟的創始成員，致力發掘終結

塑料廢棄物污染環境（特別是海

洋）的解決方案。聯盟成員來自

整個塑料價值鏈的不同環節，旨

在共同推廣循環解決方案，通過

回收、再用和循環再造減少塑料

廢棄物。塑料廢棄物已成為全球

性問題，迫切需要制定全球性解

決方案。

每年被棄置到海洋的塑料和微塑料顆粒達8 0 0萬至1 , 2 0 0萬噸，對海洋
生態系統造成嚴重的影響。為應對這個挑戰，蘇伊士集團在全球發起名

為#suez4ocean活動，鼓勵和動員大家參與收集海洋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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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宣揚海洋環境和水資源保護的重要

性， 我們發起一系列針對海灘、湖泊和
紅樹林的清潔活動。來自蘇伊士的150 
多名志願者前往香港下白泥，清除具入

侵性的大米草，以減輕其對紅樹林物種

的威脅，保護生物多樣性。

我們積極響應世界清潔日，組織530多
名員工參加清潔活動，共收集超過1,330 
公斤垃圾。

除保護大自然外，我們還與慈善機構 
「再皂福」合辦活動，通過從酒店回收

使用次數較少的肥皂將其循環再用， 
致力改善貧困地區居民的衞生條件，在

幫助當地社區的同時減少送往堆填區的

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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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志成城
蘇伊士在亞洲組織各項活動以

提高員工的環保意識，並支持

當地社區。

提高環保意識及支持社區的活動

江蘇中法水務開展「愛水護水我們在

行動」活動，在尚湖水源地附近清除

雜草和垃圾，保護水環境。
重慶長壽中法舉辦水廠開放日，提升

市民節約用水的意識。

蘇州中法環境積極響應世界水日， 
培養下一代節約用水、保護水資源的

意識。

上海化工升達到學校為小學生舉辦環

保講座。

天津塘沽中法組織了參觀供水項目

活動，讓學生瞭解珍貴飲用水的處

理過程。

青島中法海潤走進小學開展「水處理

和資源保護」公益講座。

常熟

青島

重慶

天津

上海

蘇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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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組織員工和家屬到老人日托中心

探訪，關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

上海化工中法探訪弱勢群體，捐贈

物資並致以節日問候。

我們參加了善行者徒步籌款活動，

參與者完成了一場50公里的比賽，
為農村學童籌集經費。

我們支援泰國可持續發展工商理事會

組織的減少塑料廢物活動。

我們新加坡辦公室的員工向新加坡

婦聯捐贈日用品。
澳門自來水與澳門特殊奧運會合辦游

泳比賽，為特奧學員提供協助，促進

社會和諧共融。

香港

上海

北京

新加坡

澳門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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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在「讓人才看見——2019年度
無錫企業僱主品牌秀」頒獎典禮上，

在逾2 0 0家企業中脫穎而出，贏得
「最受歡迎僱主」大獎。

上海化工中法被上海市生態環境局

評為「上海市環境教育基地」。

台灣仁武固廢資源管理項目連續

四年榮獲由台灣環境保護署頒發

的「綠電能源」獎，肯定其卓越的

營運和環境績效。

蘇伊士蟬聯「中國水業十大影響力

企業」，成為自E20環境平台主辦該
評選以來連續17年獲得該獎項的唯
一一家外資企業。同時，澳門自來

水及江蘇中法水務也連續8年獲得最
具社會責任服務企業。

獎項和榮譽
蘇 伊 士 對 於 獲 得 行 業 和 地
方 當 局 的 嘉 許 和 認 可 深 感
榮幸。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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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獲評水務綜合服務全球標桿

企業。

我們的「嵌入式污水處理廠」在

國際水協全球水業大會上榮獲創新

大獎。

南通固廢資源管理榮獲環境保護獎。

我們的台灣固廢資源管理項目獲台

灣環保署頒發的「區域合作獎」。

2018年

2018年

2018年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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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績效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直接產生和分配的經濟價值

收入（管理收入） 十億人民幣 - 9.458 10.952

營運成本 十億人民幣 - 3.439 3.873

員工工資和福利 十億人民幣 - 0.842 0.972

支付給資本提供者的款項 十億人民幣 - 0.099 0.2549

支付給政府的款項（香港稅項） 十億人民幣 - 0.032 0.033

支付給政府的款項（中國稅項） 十億人民幣 - 0.046 0.094

社區投資 十億人民幣 - 0.934 0.688

留存的經濟價值 十億人民幣 - 4.082 5.071

對社區貢獻的金額1

現金捐款 人民幣 - 1,461,231 686,311

時間：員工在帶薪工作時間內的志願活動 人民幣 - 6,242 62,436

實物捐贈：產品或服務捐贈，項目/合作夥伴關係等 人民幣 - 156,919 288,161

管理費用 人民幣 - - 5,902

慈善捐款 % - 87% 35% 

社區活動投資 % - 13% 56% 

商業活動 % - 0% 9% 

績效數據

1 慈善捐款 、社區活動投資和商業活動的百分比是由現金捐款、時間、實物捐贈和管理費用的整合總數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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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溫室氣體排放

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1）
水務運營 二氧化碳當量（噸） 2,858 2,882 3,132

固廢資源管理 二氧化碳當量（噸） 490,721 488,697 472,093 

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 2）
水務運營 二氧化碳當量（噸） 454,955 475,171 494,073

固廢資源管理 二氧化碳當量（噸） 48,762 58,909 68,504 

總計（範疇1和2排放量）
水務運營 二氧化碳當量（噸） 457,813 478,053 497,205

固廢資源管理 二氧化碳當量（噸） 539,482 547,606 540,597 

每處理一噸廢物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1和2） 二氧化碳當量（噸）/噸 0.101 0.096 0.097 

每供應百萬立方米飲用水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1和2）2 二氧化碳當量（噸）/百萬立方米 588 582 593

每處理百萬立方米污水所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範疇1和2） 二氧化碳當量（噸）/百萬立方米 1,308 1,370 1,401

溫室氣體減排量

水務運營 二氧化碳當量（噸） 9,755 8,884 11,475

固廢資源管理 二氧化碳當量（噸） 555,424 563,367 550,629

能源

可再生能源發電量

水務運營 兆瓦時 36,002 32,351 44,954

固廢資源 兆瓦時 1,255,772 1,319,661 1,303,016

2 數據來自我們在常熟、重慶、澳門、三亞、泰州、塘沽和坦洲的供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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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水資源和污水

污水處理量 百萬立方米 350 349 355

飲用水供水管網服務人口 人口數 6,121,377 6,420,779 7,041,447

廢棄物

危險廢物處理量 噸 113,382 159,509 210,487

垃圾滲濾液的處理量 立方米 2,156,969 2,108,880 2,227,000

非危險廢物焚燒量 噸 408,865 387,515 425,303

非危險廢物堆填量 噸 4,836,607 5,101,231 4,930,673

重大洩漏的總次數 次數 - 0 0

重大洩漏的總體積 立方米 - 0 0

與對環境造成影響有關的違規 次數 - 1 2

社會績效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員工數量

員工總數 人數 - 8,524 9,043

- 男性 人數 - 5,791 6,121

- 女性 人數 - 2,733 2,922

- 30 歲以下 人數 - 734 936

- 30-50 歲 人數 - 5,885 6,166

- 50 歲以上 人數 - 1,905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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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 單位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員工離職數

離職員工總數 人數 - 615 736

新聘員工

新聘員工總數 人數 - 981 993

工傷和因工死亡

因工死亡總數 人數 - 1 0

事故發生率 數字 2.69 2.35 1.82

事故嚴重程度 數字 0.22 0.20 0.16

培訓與教育

員工培訓總時數（非職安健） 小時 - 156,656 206,955

職安健培訓總時數 小時 97,875 104,736 115,074

管理人員安全巡視總次數 次數 235 232 251

經確認的腐敗事件和採取的行動

經確認的腐敗事件總數 宗數 - 0 0

員工因腐敗被開除或受到紀律處分，且經確認的事件總數 宗數 - 0 0

因腐敗相關違規事件，與業務合作夥伴的合同被終止或未續訂，且經

確認的事件總數
宗數 - 0 0

報告期內針對企業或員工的腐敗行為的公開訴訟案件和案件的審理結果

事件總數
宗數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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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001 質量管理體系 ISO 14001 環境管理體系

江蘇中法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常熟中法工業水處理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

常熟中法工業水處理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東廢物轉運站

南京金州城北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西堆填區

新昌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新昌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遠東環保垃圾堆填有限公司

三亞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廢物轉運站

重慶（長壽）化工園區中法水務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西北堆填區修復

中山坦洲自來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

重慶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將軍澳堆填區修復

保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遠東環保垃圾堆填有限公司

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

南昌雙港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昇逹安樂聯營 - 污泥運輸服務 保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昇逹安樂聯營 - 污泥運輸服務

重慶（長壽）化工園區中法水務有限公司 O·PARK1 天津中法芥園水務有限公司 O·PARK1

重慶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衞龍廢料有限公司 青島中法海潤供水有限公司 衞龍廢料有限公司

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昌圖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光大昇達固廢處理（常州）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香港商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天津中法芥園水務有限公司
香港商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台灣分公司

揚州中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青島中法海潤供水有限公司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蘇州太湖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澳創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天津塘沽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澳創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 昇達廢料處理（澳門）有限公司

蘇州工業園區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昇達廢料處理（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揚州中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PT. TIRTA GAJAH MUNGKUR （TGM）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東廢物轉運站

蘇州太湖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Tirta Lyonnaise Medan （TLM）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水務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廢物轉運站

附錄一：獲得的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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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SAS 18001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江蘇中法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揚州中法環境股份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遠東環保垃圾堆填有限公司

常熟中法工業水處理有限公司 蘇州太湖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西北堆填區修復

南京金州城北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上海星火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將軍澳堆填區修復

重慶（長壽）化工園區中法水務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望后石谷堆填區修復

重慶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昇逹安樂聯營 - 污泥運輸服務

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東廢物轉運站

衞龍廢料有限公司

保定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港島西廢物轉運站

上海化學工業區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昌圖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西九龍廢物轉運站

香港商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天津中法芥園水務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沙田廢物轉運站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青島中法海潤供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北大嶼山廢物轉運站 PT. TIRTA GAJAH MUNGKUR （TGM）

蘇州工業園區中法環境技術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西堆填區 Tirta Lyonnaise Medan （TLM）

ISO 45001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體系 ISO 50001 能源管理體系

澳創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蘇伊士水務工程有限責任公司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昇達廢料處理（澳門）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ISO 17025 實驗室管理體系認證

江蘇中法水務股份有限公司 中山坦洲自來水有限公司
蘇伊士新創建廢物資源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新界西堆填區

重慶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青島中法海潤供水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

上海化學工業區中法水務發展有限公司 重慶（長壽）化工園區中法水務有限公司 ISO 14064-1 溫室氣體量化與查驗

泰州金州水務有限公司 重慶中法唐家沱污水處理有限公司 澳門清潔專營有限公司

三亞中法供水有限公司 澳門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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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披露 香港交易所ESG指引 章節參考/備註

一般披露

GRI 102: 一般披露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關於本報告

102-2 活動、品牌、產品和服務 關於蘇伊士亞洲

102-4 經營位置 關於蘇伊士亞洲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關於蘇伊士亞洲

102-6 服務的市場 關於蘇伊士亞洲

102-7 組織規模 關於蘇伊士亞洲

102-8 關於員工和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關鍵績效指標 B1.1
關於蘇伊士亞洲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戰略

102-14 高級決策者的聲明
首席執行官致辭
首席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官致辭

102-15 關鍵影響、風險和機遇
關於蘇伊士亞洲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道德和誠信

102-16 價值觀、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關於蘇伊士亞洲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17 關於道德的建議和關切問題的機制 關鍵績效指標 B7.2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管治

102-18 管治架構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21 就經濟、環境和社會議題與利益相關方進行的磋商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26 最高管治機構在制定宗旨、價值觀和戰略方面的作用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利益相關方參與

102-40 利益相關方群體列表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43 利益相關方參與方針 關鍵績效指標 B6.2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44 提出的主要議題和關切問題 關鍵績效指標 B6.2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附錄二：報告內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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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标准披露 香港交易所ESG指引 章节参考/备注

議題專項標準

GRI 201: 經濟績效
103 管理方法 關於蘇伊士亞洲

201-1 直接產生和分配的經濟價值 關鍵績效指標 B8.1
關於蘇伊士亞洲
績效數據

GRI 203: 間接經濟影響

103 管理方法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203-1 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性服務 關鍵績效指標 B8.1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203-2 重大間接經濟影響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GRI 205: 反腐敗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7: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B7.2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205-3 經確認的腐敗事件和採取的行動
層面 B7: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B7.1

績效數據

GRI 302: 能源
302-1 組織內部的能源消耗量 關鍵績效指標 A2.1 績效數據

302-3 能源強度 關鍵績效指標 A2.1 績效數據

GRI 303: 水與放流水 （2018）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A2: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2.4
層面 A3: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3.1

共建可持續環境

303-1 共享水資源之相互影響 共建可持續環境

GRI 標準披露 香港交易所ESG指引 章節參考/備註

一般披露
報告實踐

102-46 界定報告內容和議題邊界
關於本報告
關於蘇伊士亞洲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47 實質性議題列表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102-50 報告期 關於本報告

102-53 可回答報告相關的問題的連絡人資訊 關於本報告

102-55 GRI 內容索引 附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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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披露 香港交易所 ESG 指引 章節參考 / 備註

一般披露

GRI 305: 排放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A1: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1.5
層面 A3: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3.1

共建可持續環境

305-1 直接 （範疇 1） 溫室氣體排放
關鍵績效指標 A1.1
關鍵績效指標 A1.2

績效數據

305-2 能源間接 （範疇 2） 溫室氣體排放
關鍵績效指標 A1.1
關鍵績效指標 A1.2

績效數據

305-4 溫室氣體排放強度 關鍵績效指標 A1.2 績效數據

305-5 溫室氣體減排量 關鍵績效指標 A1.5
共建可持續環境
績效數據

GRI 306: 污水和廢棄物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A1: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1.6
層面 A3: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A3.1

共建可持續環境

306-2 按類別及處理方法分類的廢棄物總量
關鍵績效指標 A1.3
關鍵績效指標 A1.4
關鍵績效指標 A1.6

績效數據

306-3 重大洩漏 關鍵績效指標 A3.1 績效數據

GRI 307: 環境合規

103 管理方法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共建可持續環境

307-1 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層面 A1: 一般披露 績效數據

GRI 401: 僱傭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1: 一般披露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401-1 新進員工和員工流動率
關鍵績效指標 B1.2
關鍵績效指標 B3.2

績效數據

401-2 提供給全職員工 （不包括臨時或兼職員工） 的福利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401-3 育兒假 績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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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披露 香港交易所 ESG 指引 章節參考 / 備註

一般披露

GRI 403: 職業健康與安全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2: 一般披露
關鍵績效指標 B2.3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403-2 工傷類別， 工傷、 職業病、 損失工作日、 缺勤等比率
關鍵績效指標 B2.1
關鍵績效指標 B2.2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績效數據

GRI 404: 培訓與教育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3: 一般披露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404-1 每名員工每年接受培訓的平均小時數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績效數據

404-2 員工技能提升方案和過渡協助方案 層面 B3: 一般披露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GRI 405: 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1: 一般披露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405-1 管治機構與員工的多元化 關鍵績效指標 B1.1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績效數據

GRI 413: 當地社區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8: 一般披露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413-1 有當地社區參與、 影響評估和發展計劃的營運點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GRI 416: 客戶健康與安全

103 管理方法 層面 B6: 一般披露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GRI 417: 營銷與標識

417-2 涉及產品和服務信息與標識的違規事件 層面 B6: 一般披露 報告期內沒有記錄任何違規情況

417-3 涉及市場營銷的違規事件 層面 B6: 一般披露 報告期內沒有記錄任何違規情況

GRI 419: 社會經濟合規

103 管理方法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服務社區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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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伊士亞洲
suez.asia@suez.com 
www.suez-asia.com

掃描QR Code，關注WeChat、Twitter和LinkedIn平台

歡迎您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表現和本報告提出寶貴意見：

74

http://www.suez-asia.com




www.suez-asia.com

http://www.suez-asia.com

	目錄
	首席執行官致辭
	首席企業傳訊及可持續發展官致辭
	關於蘇伊士亞洲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承諾
	共建可持續環境
	為社會創造共享價值
	培養可持續的人才團隊
	服務社區
	獎項和榮譽
	績效數據
	附錄一：獲得的認證
	附錄二：報告內容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