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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聲明 

本政策列載經電訊盈科董事會代表批准的一套守則。有關守則乃本公司的企業社會責任制訂目標，並

為電訊盈科集團相關人士所恪守的原則提供指引。集團會不時透過政策聲明和指引對本政策予以補

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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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的願景及使命 
 

我們的願景 

我們致力在道德、社會及環境方面成為負責任的資訊及通訊科技及媒體服務供應商，為客戶提供卓越體

驗，同時支援及連繫我們服務的社區。 

 

 

我們的使命 

我們的使命是以下列方法透過我們的服務優化、連繫及改善社區及企業： 

 

 減低業務對環境的影響，並透過我們的產品及服務協助客戶採取相關的行動保護環境； 

 重視及培育我們的人才； 

 在我們內部營運及供應鏈宣揚企業社會責任原則； 

 開創產品及服務，提升客戶生活及推動客戶業務增長；及 

 透過社會合作夥伴關係，應對社區的需要並回應社區的關注事項，令社區生活環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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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宗旨  

本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本政策」或「企業社會責任政策」）旨在確保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電訊盈

科」或「本公司」）及其位於香港及全球各地的附屬公司、聯屬公司及聯營公司（「電訊盈科集團」

或「本集團」）以負責任方式持續運營。本政策納入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最佳實務及程序，並列載我們

日常業務營運中的相關企業社會責任風險，從而宣揚對社會負責任的行為。本政策乃根據 ISO 26000

企業社會責任指引編製。  

 

本政策涵蓋多項有助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的主要範疇。電訊盈科將考慮所有相關範疇，致力採取適當措

施。特別我們更會善用我們的專業知識及核心能力，專注達致以下目標： 

 

• 社區 － 為學生及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訓及資源，讓他們在這數碼時代盡展所長；同時協助長者接

觸科技，促進積極的智能樂齡生活； 

• 環境 － 將環保元素注入可持續發展的業務營運中（如將銅及其他廢料循環再造、妥善處置舊手

機等），推動客戶實踐更環保的生活模式；及 

• 人才 － 致力成為卓越僱主，藉此吸引及保留人才，建立多元化及充滿活力的團隊。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本集團全體董事、高層人員及員工。任何以本集團名義或代表本集團行事的所有承辦

商、外判商及個別人士應知悉本政策。我們的供應商應採納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作為其業務營運

的最佳常規指引，以確保一致的可持續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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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訊盈科的企業社會責任 

 

為配合 ISO 26000 所列載的社會責任核心主題（企業管治除外），並以負責任及可持續的方式營運，

電訊盈科已識別以下對我們的業務帶來挑戰及機遇的核心企業社會責任範疇。本節概述有關這些核心

範疇的政策及管理方法，及相關的議題。我們的企業責任政策已涵蓋有關企業管治的事宜。 

 

A. 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方法 

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方法是在不影響公司的盈利能力下實現可持續發展。本公司識別七項對社會

負責任行為的原則：問責、透明度、道德行為、尊重持份者利益、尊重法治、尊重國際行為規範及尊

重人權。此外，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方法亦涉及管理持份者的期望及觀點，並在對環境及社會的

周全考慮下，為可持續發展作出貢獻。 

 

 企業社會責任管治 

 

電訊盈科董事會支持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承諾。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負責制訂企業社會責任政策。該

委員會的主席由集團傳訊事務主管擔任，成員包括集團各職能單位主管的代表。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

須定期召開會議，並向執行委員會匯報。  

 

透過企業社會責任委員會，電訊盈科集團致力維持一致的社會責任管理。本集團透過各種內部及外部

渠道持續尋求並銳意以最有效的方式，積極為本集團營運所在的社區及環境作出貢獻。 

 

本政策為管理層、員工及相關持份者制訂規定及指引，讓本集團有效地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活動、計劃

及承諾，同時管理相關風險。本政策亦為電訊盈科整體企業風險管理架構的一部分，顯示本集團以合

適且高水平的規管、財務和市場機制，促進負責任的管治並持續為股東創造價值。兌現這個承諾不僅

是一項重要的管理目標，也是電訊盈科集團所有員工的個人及共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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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份者的識別及參與 

 

我們的影響範圍涵蓋股東、本公司（員工）、我們的服務對象（客戶）、主要業務所在的社區（社

區）、與我們有業務往來的公司（供應商及業務合作夥伴）及監管我們產品及服務的人士（投資者及

監管機構）。在處理涉及我們的決策及活動上帶來的影響時，我們會考慮政治、合約、經濟因素及其

他關係，而透過這些關係，電訊盈科可影響個別人士或相關機構的決定或活動。 

 

持份者的參與是提升我們企業社會責任表現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們亦致力向持份者及所有相關組織或

人士就我們於環境、社會及管治議題上的管理方法提供清晰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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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環境 

電訊盈科致力解決環境問題及減少我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設法透過產品、服務及專業知識，協助制

訂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我們不僅明白資訊及通訊科技在環保方面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亦知悉其對減

少排放，推動創新及帶來積極改變的潛在影響。 

 

我們的目標是評估、避免、減少及緩解來自與我們業務相關的環境風險及影響，並持續改善本集團的

環保表現。我們已為員工制訂一套內部政策及指引，包括能源及水資源管理政策及指引、減少氣體排

放政策及廢紙回收程序。 

 

為達到目標，我們： 

 

(a) 與本地社區合作，支持本地及國際倡導環保責任的措施； 

(b) 與持份者（包括股東、客戶、員工、供應商、承辦商、業務夥伴、政府及非政府機構）就我們對

環保責任的承諾進行溝通，並在本集團及其影響範圍內的各方加強他們的環保意識，並啟發他們

出力支持環保運動； 

(c) 透過訂立環保表現指標，並監察、量度及每年公佈該等指標的進度，不斷提升本集團的環保表

現； 

(d) 在展開新活動或項目前，評估其對環境產生的潛在影響，並制訂各項措施控制該等影響； 

(e) 確保所有業務及職能單位的營運遵守相關環境法規及強制標準； 

(f) 提高資訊及通訊科技在加強環境可持續發展方面角色的意識，尤其在應對及緩減氣候變化所帶來

的影響； 

(g) 開發及推廣節能、環保及可循環再用、可回收或安全棄置的產品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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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透過優化數據中心及網絡設備、改善產品開發及服務營運，並實行減少我們碳足跡的適當措施，

以識別及減少能源消耗和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的排放； 

(i) 鼓勵員工上班及公幹時使用低碳交通工具，以及提供更節省燃料的公司車輛； 

(j) 採取措施減少由冰箱、空調、滅火劑、清潔劑及由電器釋放出來的消耗臭氧層氣體1，並按照「蒙

特利爾協定書」2及後續修訂的條文，盡可能使用不會對環境產生不良影響的替代品； 

(k) 在營運過程中採用廢物處理等級（從源頭避免、重用、回收和再加工、妥善的廢物處理及負責任

的廢物處置）以減少廢物； 

(l) 識別及實施減少廢物及污染的措施，以及確保妥善處理無可避免的污染物，包括負責任地處置不

可循環再造及有害的物料； 

(m) 處理及減少電子廢物，並制訂各項措施，盡可能提供可持續的報廢產品處置方案； 

(n) 在可行的情況下，透過採購可循環再造的物料、訂立回收目標、支持「循環經濟」模式及設計回

收計劃，以保護自然資源； 

(o) 在營運過程中，節省、減少及循環使用水資源； 

(p) 識別及評估我們的業務對生態系統所產生的潛在負面影響，避免業務活動威脅物種的生存或引致

物種瀕危或滅絕；及 

(q) 在發展及停運基建項目時，採取措施保護生物多樣性及本地生態系統。 

                                                 
1 使用合成鹵化化學品有關的氣體。有關損耗臭氧氣體的完整列表，請參考環境保護署的「於香港逐步取締消耗臭氧層物質的

時間表」。 

2 「蒙特利爾協定書」是一項國際協議，旨在逐少淘汰消耗臭氧層物質，以保護臭氧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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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僱傭及勞工  

我們致力為員工提供一個具有推動力及滿足感的工作間，鼓勵員工協作，讓員工在工作及生活中學習

及成長，達致成功。我們的集團人力資源使命乃成為卓越僱主，及建立一個具生產力及推動力的工作

間，以達致優越的業務表現。為達到這個目標，我們有目標地招募及保留人才、積極提供培訓及發

展、獎勵及表揚優秀的員工。 

 

我們通過不同平台及途徑，例如定期的員工溝通大會及部門會議、「Let’s Chat」會議及聯商會，促進

與員工的有效溝通。聯商會加強各方面的溝通，讓員工深入了解本公司的政策及決策、宣揚團隊精

神、提升本公司的整體效率及生產力、優化客戶服務、帶動員工的投入度及促進員工身心健康。 

 

我們旨在提供平等就業機會及營造多元共融的工作環境及文化，確保我們所有業務活動尊重、發揚及

推進人權，透過人力資源政策手冊及僱員手冊列載的各項政策及程序，本集團提供一個確保良好工作

環境的架構。 

 

為達到目標，我們： 

 

(a) 確保本集團員工的工作建基於合法的僱傭關係，或屬合法自僱，而我們的任何業務亦不涉及任何

形式的童工、強制勞工、奴役及人口販賣； 

(b) 為我們的員工提供勞工保障（即遵守規管工作的法律及規例，包括薪酬、工時、健康及安全）及

社會表揚計劃，以啟發員工創意、提高生產力及降低員工流失率； 

(c) 為員工提供安全及無騷擾的工作間，鼓勵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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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僱員提供安全的工作場所為公司的優先事項。我們在所有公司業務營運中維持及確保嚴格的健

康及安全標準，確保所有代表公司的員工能夠在健康及安全的工作環境下完成工作；  

(e) 要求員工時刻遵守所有工作場所的安全守則，以及確保員工在發生意外或受傷時遵照適當程序； 

(f) 吸引、激勵及培養員工盡展潛能，並為他們提供一個支持專業及個人發展的工作環境；及 

(g) 在平等及沒有歧視的基礎上，為員工提供不同事業階段的技能發展及培訓，以助他們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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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供應鏈管理 

電訊盈科與供應商及承辦商進行交易時，恪守最嚴謹的道德及專業標準。我們的目標是減低供應鏈的

環境及社會風險。本集團已訂立集團採購政策及原則、供應商守則，以及賄賂、饋贈及款待政策，有

助我們與供應商及承辦商在勞工、健康安全及環保規例的合規安排進行溝通。 

 

為達到目標，我們： 

 

(a) 與供應商及承辦商分享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及供應商守則，並鼓勵他們採取與該等政策一致

的可持續發展措施； 

(b) 在可行的情況下，確保我們的貨品及服務均採購自對環境及社會負責任的供應商及承辦商； 

(c) 透過盡職審查識別供應鏈風險，尤其確保我們的供應鏈不涉及奴役及人口販賣； 

(d) 要求供應商承諾遵守載於本地及國際相關指引中有關保障勞工基本權益的條文，而此等條文亦已

清楚載於我們的供應商守則，以保障及提升我們供應鏈勞工的權益； 

(e) 採取預防措施，盡量減少供應商業務對環境產生的影響。為此，我們鼓勵供應商及承辦商在發展

與電訊盈科有關的業務過程中遵循生態效益標準，尤其是稀有資源，例如水資源或不可再生資

源，並顧及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由原材料提取、生產、運輸以至產品壽命完結的廢物管理，以避

免產生污染； 

(f) 提高供應商及承辦商有關電訊盈科在減少對環境潛在影響的合規意識，讓他們了解電訊盈科是透

過向客戶提供具能源效益的產品及服務，盡量減少對環境潛在影響； 

(g) 透過與設備供應商進行討論，要求他們採取行業層面的措施減少有害物質，藉以減少來自我們產

品的有害物質；及 

(h) 為主要供應商及承辦商進行年度表現評估，監察他們的表現，並與評分未如理想的供應商溝通以

作糾正或改進。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GSP_SCC.pdf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About%20PCCW/Corporate%20Social%20Responsibility/Policies/Corporate%20Social%20Responsibility%20Policy/CRP-POL-02E%20(PCCW).pdf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GSP_SCC.pdf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GSP_SC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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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客戶及市場 

作為以客為先的服務供應商，電訊盈科向客戶提供網絡連接以及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滿足他們現在

及未來的需求。 

 

我們會遵守適用的法例保障個人私隱及商業敏感資料，包括我們的產品、廣告及標籤所使用的資料。

我們已實施全面的措施及程序，以保護未成年用戶，並防止他們接觸不當資訊。我們遵守政府及／或

法定機構的法例法規，包括但不限於《廣播條例》及《電訊條例》、通訊事務管理局辦公室發出的牌

照條件及實務守則。 

 

我們的服務及產品與客戶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我們竭誠為客戶服務，持續提升卓越服務的水平。我

們旨在取得客戶對於我們產品及服務的信任，並提供充足資訊，讓客戶作出知情選擇。 

 

為達到目標，我們： 

 

(a) 運用完善的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確保我們的產品及服務是安全、方便使用及環保，持續提升客戶

體驗； 

(b) 確保我們、第三方供應商及製造商的產品安全及服務可靠； 

(c) 視保障客戶私隱及個人資料安全為本集團的一項主要營運原則 (包括在提供定位追蹤的服務及廣告

時)，並根據公司指引管理個人資料實體記錄，積極保障客戶及員工的資料。我們的員工須遵守相

關政策，包括集團私隱政策、電訊盈科私隱政策聲明、文件保留政策、保密／知識產權承諾、公

司安全政策及原則，以及《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及 

(d) 捍衞及保護知識產權，維持相關標準及協議，並向相關持份者披露與知識產權相關的守則。 

https://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Privacy%20Policy%20Statement/8.1_PCO_POL_02c_Privacy_Policy_Stat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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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社區 

作為香港最大的資訊及通訊科技供應商之一，電訊盈科集團能夠優化業務所在地的社區。我們目標是

利用通訊科技改善生活質素，成為良好的企業公民。我們致力透過不同計劃支持社區，例如贊助有意

義的教育計劃及提供義工服務。 

 

為達到目標，我們： 

 

(a) 確保主要業務所在的社區及時知悉並參與可能影響社區各項與本公司有關的計劃； 

(b) 在決定社區投資及社區發展活動的優先次序時，尋求與社區團體代表溝通； 

(c) 盡量為更多人提供我們的服務，促進社會數碼轉型； 

(d) 爭取在社會動盪、自然災害或其他緊急情況下維持服務水平； 

(e) 尊重易受傷害、被邊緣化、受歧視及未被充分代表的群體，確保我們的業務活動，在考慮文化及

多元敏感度的情況下，尊重當地及國際認可的社區優化原則； 

(f) 與政府、企業或非政府組織等機構合作，發揮最大的協同效應，相互運用資源、知識及技能； 

(g) 培育在經濟環境欠佳下成長的年青人，讓他們為未來數碼化經濟體的就業前途做好準備，創造更

好的未來； 

(h) 推廣及支持不同程度的教育，並以行動去提升教育質素及增加接受教育的渠道； 

(i) 與當地社區團體合作，協助制訂及提升技能發展課程，向弱勢社群推廣資訊及通訊科技知識及能

力； 

(j) 推動員工成為企業義工，為社區服務付出時間及技能。我們服務的對象包括長者、兒童及青年、

殘疾人士及弱勢家庭；及  

(k) 為社區提供物資及捐款，包括考慮來自社區的要求，以服務社區及鞏固與社區的良好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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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通訊  

 

我們在作出業務決策時會考慮持份者的觀點，並可能根據電訊盈科業務重點及企業社會責任主要範疇

作出調整。我們致力為持份者就我們於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上的管理方法提供清晰的資訊。 

 

我們的目標是以協作模式與持份者溝通，並以合作夥伴關係為本，尋求機遇，專注於如何改善在業務

決策時納入持份者觀點。為確保為所有持份者（即股東、客戶、員工、供應商、承辦商、業務夥伴、

政府及非政府組織）達成這項目標，我們： 

 

(a) 識別企業社會責任議題，並於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及公司網站披露我們的企業社會責任表現進

度； 

(b) 以及時、準確及可核實的方式向合適的監管機構、持份者及公眾披露重要資訊； 

(c) 以具透明度及向持份者負責的方式闡述本公司的行動及規劃；及  

(d) 確保與所有持份者互動溝通，尊重他們提出意見的權利，以及透過既有通訊途徑適時地回應持份

者合理的要求。 

 

有關企業社會責任政策的聯絡方法 

 

集團傳訊事務主管 

香港郵政總局信箱 9896 號 

    

 

電話： +852 2888 2888  

傳真： +852 2962 5634 

電郵： esg@pccw.com 

http://www.pccw.com/About+PCCW/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Environmental%2C+Social+and+Governance+Report?language=zh_HK
mailto:esg@pcc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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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變更 

 

電訊盈科集團會不時更改政策及任何相關文件。政策文件及／或其相關文件的任何修訂會於電訊盈科

網站公佈。 

 

電訊盈科網站公佈的版本將為該等文件的授權版本，並取代相同文件的任何過往版本。 

 

參考資料 

 

適用於企業社會責任核心範疇內容的相關政策、程序、指引及資源公開發佈如下： 

 

供應鏈管理  

 供應商守則 

 

客戶及市場 

 電訊盈科私隱政策聲明 

 

持份者通訊 

 股東通訊政策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GSP_SCC.pdf
https://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Terms%20of%20Use/Privacy%20Policy%20Statement/8.1_PCO_POL_02c_Privacy_Policy_Statement.pdf
http://www.pccw.com/staticfiles/PCCWCorpsite/About%20PCCW/Investor%20Relations/Corporate%20Governance/CRP-POL-08C%20-%20Shareholders%20Communications%20Policy%20(1.0.2%20-%20PCCW).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