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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社会责任融入到企业的价值与实践

解读港华集团的责任之道
� � 近日，国内规模最大的城市
燃气供应商之一———港华集团，
在北京举办中国企业公民社会
责任高峰论坛。 论坛以“以人为
本”、“以客为尊”、“公益、 环保”
为三大主题，宣扬“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做好企业公民”的理念，
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增
强企业竞争实力的一个重要因
素。 论坛同期还首次发布华衍水
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港华燃气
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指引报告。

今年正值香港中华煤气有
限公司成立 150 周年，作为一家
公用事业企业，港华集团进入内
地投资已有 18 年， 集团借鉴母
公司香港中华煤气优秀的社会
责任实践经验， 从源头做起，引
入 社 会 责 任 领 域 国 际 标 准
ISO26000，积极推进企业社会责
任管理工作。

香港中华煤气行政总裁陈
永坚表示，企业社会责任是公司
发展之基石， 要得到他人信赖，
企业必须履行责任，合乎道德操
守，并且时刻关注客户、利益相
关者和社群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
任也不仅仅是发布一份报告，它
应该是公用事业企业与生俱来
的自觉行为，是一项贯穿到管理
中的长期性工作。

港华燃气是香港中华煤气
有限公司在内地经营之燃气品
牌。 至今，集团之管道燃气项目
已超过 100 个， 业务遍布华东、
华中、华北、东北、西北、西南、华
南共 21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客户发展至 1320 万户， 售气量
超过 103 亿立方米，已成为内地
最具规模的城市燃气集团。

港华集团扎根内地，积极对决
策和活动所产生的经济、环境和社
会影响肩负起应有的责任，认真理
解和回应各利益相关方关注的对
于人权、劳工实践、环境保护、公平
运营、保护消费者权益、社区参与
和发展等方面的要求与期望，通过
负责任的方式开展运营，推动公司
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先进管理模式

作为一家能源及公用事业
企业，必须要对客户、公众以至
社会负起应有之责任。 港华集团
在企业管治上致力维护集团的
价值体系，并奉行严格的商业及
道德标准，以及采纳适用的守则
及标准作为衡量表现的指标。

港华集团的业务目标不是
仅仅遵守现有的法律和指引，而
是不断开发和推出创新、效益高
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为身处的
小区带来更优质的生活。 因此，
港华集团全力履行企业社会责
任，推行健康、安全及环保措施，
并采用最先进的管理模式，从而
在经济、社会及环境方面为利益
相关者的福祉作出贡献。

港华集团积极建立透明及
双向沟通的文化，使重视利益相
关者参与的理念植根于所有业

务之中。 集团约 60 家内地合资
公司已成立客户服务关注小组，
走入小区， 直接与民众接触，保
持紧密联系。

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责任
建设，集团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
建设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1 年， 集团在华衍水务应用
ISO26000 作为指南，将社会责任
融入到公司的价值和实践中。

以人为本

港华集团始终秉承“以人为
本”的理念，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
在运营环节中完善相关程序，保
障人权不受侵犯。

在雇员栽培发展上，集团多
年来积极缔造适合雇员专业发
展之学习环境及训练平台，且取
得了卓越成效。 凭借集团和中华
煤气在国内的企业文化建设和
人才发展的卓越成就，中华煤气
于 2011 年 10 月荣获美国培训与
发展协会“最佳学习企业奖”。

港华集团在人才培育及发
展方面贯通香港及内地，涵盖各
级雇员。 2011 年，集团继续与清
华大学合办高级管理研修班，加
强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领导胜
任能力”模式之理解及掌握。 同
时，集团与重庆、西安及湖南三
间大学合作推展“精进计划”，旨
在双向提升导师以及在校大学
生之能力。 此外，集团推出精英
计划，以领导胜任能力模式为基
础培养企业内多名具工作经验
的高潜质青年员工。 在培养基层
雇员方面，集团一直致力提升其
服务及员工质素。 除山东、四川
及长春培训机构开展之例行培
训外，亦于去年 8 月开展“微笑
服务”培训活动，强化前线雇员
“以客为尊”之服务理念。

在推动企业文化方面，中华
煤气自 2001 年开始在内地旗下
企业实施全面的“优质服务计
划”（SuperiorQuality Service 简称
“SQS”），及后集团跟随中华煤气

推行 SQS， 至今已有 54 间企业
参与，成效显着。

集团对于雇员之工作安全
和健康极其重视，实施健康及安
全管理系统，又不断为雇员推出
更多安全训练和健康措施，成效
令人鼓舞。 集团的工业安全纪录
持续改进，意外事故率近年维持
在低水平。

保护环境

作为一家能源及公用事业
企业，港华集团一直致力保护及
改善环境， 秉承高度社会责任
感，积极推动能源业务可持续发
展，并开拓洁净能源业务。

港华集团及旗下合（独）资
公司，支持中央政府在改善环境
及能源市场方面的政策，积极开
展各项环保公益活动，如全力支
持世界自然基金会发起的“地球
一小时”活动，以唤起大众关注
气候变化。 同时，在各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植树活动， 种植港华
林，积极为环保出力。

港华集团引进香港实行的
环境管理系统和标准至内地，并
配合香港业务的“碳审计”行动，
推行多个环保计划，例如开展办
公室减碳计划，公司及员工积极
践行低碳环保生活。 此外，集团
还举办减碳项目奖项计划，鼓励
各合(独)资公司推行优秀及具创
意的减碳项目，推动全员发挥创
意并持续有效地共同实践集团
对环保的承诺。

港华集团在节能减排、 洁净
能源应用及推广方面的贡献与杰
出表现受到各界关注：2009 年荣
获“全国环保优秀品牌企业”殊
荣，2010年荣获“低碳创新企业”
荣誉。

公平运营

秉承诚信文化， 实现公平运
营， 不断促进和谐商业环境的建
设， 是每个企业公民必尽的责任
和义务。 公司始终坚持恪守国家
法律法规、商业道德准则、行业规
则，遵守透明、公平、诚信原则，促
进公平竞争，依法合规经营。

2011 年，联合采购策略在集
团内获得广泛应用并充分发挥
协同效应。 在配合集团业务区域
拓展而继续优化供应网络之同
时，围绕“主动式安全管理”理念
建立的集团联合采购“质量保证
与控制系统”，已涵盖事前、事中
和事后控制之供货商进入审核、
驻厂监造、品质巡查、来料外表
检验、突击检查、抽样检验、质量
异常的原因分析和风险预防范
等各个阶段。

以客为尊

作为燃气供应商，集团秉承
香港中华煤气近 150 年丰富的
燃气管理经验，旗下内地合资公
司采用电子化调度中心和地理
信息系统保障燃气供应有安全，
奉行每年还定期为客户提供燃

气设施安全检查，并配合各种形
式的安全知识教育，使得集团在
安全可靠供气方面一直保持着
良好记录。

奉行“以客为尊”的服务文
化， 我们设立现代化的客户中
心，提供一站式服务。 旗下各企
业推出服务承诺，在产品安全及
可靠度、预约服务时间、工作效
率、服务态度以及处理客户意见
等方面均订立了具体目标，并定
期公布各项服务承诺考核成绩，
透过成立客户关注小组、服务热
线、 客户意见处理委员会等途
径， 充分了解及满足客户需求，
以提高客户满意度。

参与社区发展

一直以来， 港华集团和员
工都携手同心， 积极透过不同
的社会参与计划，赞助、分享爱
心行动惠泽社会。 集团在全国
七成以上的合（独）资公司成立
了港华义工队， 积极开展救灾
捐赠、助老助学、扶贫帮困、关
爱小区等公益行动， 为有需要
人士提供服务。

自 2010 年开始，集团及旗下
合（独）资公司每年于端午节期
间开展“万粽同心为公益”活动，
为长者及有需要人士包裹及赠
送爱心粽， 传递港华温馨暖意。
2008 年四川发生八级强烈地震，
中华煤气、港华燃气集团连同员
工和承办商合共筹得捐款约
1600 万港元。 除了统筹善款外，
更积极安排液化石油气炉具、帐
篷、食品包等救援物资，并由香
港和内地的员工共同组成的 150
人义工队，亲身将救灾物资送到
受灾地区，履行企业公民责任。

汶川地震后，集团先后向十
余所灾区学校捐赠了电脑、课桌
椅等教学设备， 并于 2008 年 10
月，开展“助学一个，支援一家”
爱心助学计划， 资助灾区 30 名
学生前往常州建设高等职业技
术学校城市燃气专业中专班就
读，定向培养燃气专才，毕业后
全部安排到集团在四川的燃气
企业就业。

2009 年，集团为四川灾区学
生搭建了十所“港华爱心书库”。
2011 年，港华燃气集团再次募集
近 1.5 万册书籍，搭建 10 个港华
爱心书库。 集团亦捐款予“上海
宋庆龄基金会———东亚银行公
益基金”， 为农村学校添置教学
设备， 并为学生购买课本和文
具。 2010 年，港华燃气与东亚银
行联合冠名的“萤火虫乐园”在
汶川第二小学落成。

集团之社会奉献行动得到
认同，凭借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
的杰出成就屡获殊荣 ，2009 年
至 2011 年， 集团连续三年荣获
中国社工协会企业公民委员会
颁发的“中国优秀企业公民”荣
誉称号。 （徐辉）

� � 香港中华煤气行政总裁、港华燃气有限公司主席陈永坚在论坛上发言

港华林———让世界多一点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