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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百威亞太控股有限公司（「我們」、「本公司」

或「百威亞太」），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公司，欣然向閣下提呈第一份環

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本報告」），其中載

述我們邁向宏大的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明智飲酒目標的進展情況及在不同社會層

面上所做的努力。請將本報告與我們的

2019年年度報告一併閱讀，尤其是當中所
載的企業管治報告。

報告期
除另行指明外，本報告內容涵蓋我們於

2019財政年度（「本年度」，2019年1月1日
至2019年12月31日）可持續發展方面的進
展及表現。

報告範圍
除另行指明外，本報告的報告範圍與百威

亞太及其所有子公司的2019年年度報告相
同，主要涵蓋我們在中國、韓國、印度及

越南的環境、社會及管治措施。本報告編

製的基準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

港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所載

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指引」）中

規定的「重要性」、「量化」、「平衡」及「一致

性」報告原則。

為確定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範疇，百

威亞太董事會評估了適用性後，採用了

我們的控股股東Anheuser-Busch InBev
（「百威集團」）的重要性評估參數，同

時考慮了可持續發展目標和運營環境等

因素。該評估報告確定了對我們的利益

相關者及本公司而言最為重要的環境、

社會及管治重要議題。有關百威集團

重要性評估的更多詳情（包括範圍分析

表），請參閱https://www.ab-inbev.com/
content/dam/universaltemplate/ab-inbev/
investors/reportsand-filings/annual-and-
hy-reports/2019/190227_AB_InBev_
Materiality.pdf。

報告準則
本報告遵循指引的披露要求。《環境、社會

及管治報告指引》的內容索引載於附錄二。

讀者反饋
有關企業管治的詳情，請參閱我們的年

度報告。 閣下可訪問我們的網站(www.
budweiserapac.com/en/FinancialReports.
html)或香港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
hk)下載本報告。歡迎對本報告及我們的可
持續發展表現提出建議、意見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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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美好世界

我們支持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我們致力於通過自身
的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明智飲酒目標、道路安全倡議、志願服務計劃及救災行動，為
前述目標作出直接貢獻。我們尤其注重為實現該等目標而作出的努力，就此，我們能夠

利用自身的規模及夥伴關係來推動有意義的積極變革。下圖展示了我們如何保持可持續

發展及明智飲酒目標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一致。

我們的全球明智飲酒目標

我們支持世界衛生組織到2025年，使各個國家的有
害使用酒精量至少減少10%的目標，以及聯合國可
持續發展目標的目標3.5，即在全球範圍內加大力度
預防有害使用酒精。我們的全球明智飲酒目標旨在
推動實質性進展，以助力實現該等目標。

我們的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盡自己的一份力量應對人類共同面臨的全球環
境和社會挑戰。我們的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旨在對
環境和社區產生較大的正面影響。

智慧農業

守護水源

循環包裝

氣候行動

城市試點

社會規範

無酒精及低酒精啤酒

標籤及對飲酒與健康的認識

為實現目標達成
的夥伴關係

健康幸福

性別平等

清潔水源及
環境衛生

價格合理的
清潔能源

體面工作與
經濟增長

負責任消費
及生產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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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人才－文化

僱傭
我們著重吸引及留住最佳人才。我們採取

的方式是，透過教育及培訓、提供具競爭

力薪酬，以及獎勵員工承擔責任取得成果

的主人翁文化，提升人員的技能及潛能。

我們的人力資源政策和程序乃根據涵蓋薪

酬及解僱等領域的適用法律及規定設計及

執行。我們提供具有競爭力的員工薪酬、

獎勵及員工福利，以確保員工在工作中作

出努力和貢獻。解僱或自願終止員工合同

應根據當地僱傭法執行。我們的主人翁文

化團結人員，進而提供所需的能量，作出

所需的承諾及本著行動一致的精神，促成

我們實現「攜手你我，釀造更美好世界」之

夢。

27,976 人
全職員工人數

擁抱多元化及包容性
我們認為多元化的團隊是我們最大的優勢

之一。本公司的多元化及包容性有助於

實現思維多元化是取得卓越成果的必要

條件。我們注重吸引、聘用、委聘、培養

及提升最優秀的人才，創造不分性別、種

族、性取向或任何其他令我們同事與眾不

同特徵的公平競爭環境。

百威亞太擁有多元化的員工結構，涵蓋

超過25個國籍、40個語種的人才，其中
40%為女性。我們的首要目標是推動更多
元化及包容性發展，為此我們必須持之以

恆，努力不懈，並且投入更多時間。2019
年內，我們的員工團隊每兩個月在不同業

務部門之間組織多元化及包容性舉措的最

佳慣例分享活動，以確保晉升機會的公平

性，創造有利於員工成長的包容的工作環

境。我們在不同的業務部門舉辦了50多期
培訓、研討會及專注於女性領導力發展和

職業發展的快樂時光活動。為促進不同性

別、種族、背景及經歷的人員平等就業，

我們為員工團隊舉辦了三場無意識偏見培

訓。我們已制定休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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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各種員工休假安排及申請流程進行了規

定，例如法定假期、年假、產假、工傷

假、婚假、喪葬假、病假等。同時，我

們按照國家及地區勞動法實施工作時間管

理，根據員工的工作崗位及實際工作時間

支付相應的報酬。

個國籍

本公司員工涵蓋超過

種亞太地區語言

為女性

領薪員工中

25
40
40%

使用

同時我們在全公司內更新並推出了《反騷擾

及反歧視政策》（「該政策」）。作為實施戰略

的一環，我們將報告違規行為作為該政策下

對所有監管者的強制性要求，並設立了政策

大使，作為同事報告或討論不滿或擔憂的預

警機制及手段。

工作場所安全
員工的安全是我們的重中之重。我們遵

守經營所在國的各項職業健康及安全生

產法律法規。為了確保員工的安全，我

們制定了生產過程的操作規程和安全標

準，包括消防安全、倉庫安全、工傷、

用電安全和緊急疏散程序。我們為員工

提供職業安全教育和培訓，提高其對安

全問題的認識。

2019年，我們設立技術委員會，對安全
技術措施進行升級（如機器防護和採用防

塵防爆裝置），向行業領先做法看齊。相

關要求已確定，升級正在進行當中。通過

落實該升級措施、最高管理層的有效安全

領導、中層管理層的業務職責、以及操作

人員層面的工作場所安全管理，我們正在

創造一流的安全文化。為了實現我們零工

傷的夢想，本公司各個領域的員工始終承

擔著倡導和堅持安全行為的個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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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得工傷總數減少

22%
我們在關鍵安全指標方面取得進一步進

展。與2018年相比，錄得工傷總數減少
22%。工傷總數減少乃歸功於我們在亞太
地區進一步推廣全球管理體系的環境與安

全支柱，即工廠最優化管理（「VPO」）和分
銷流程優化管理系統（「DPO」），以及在改
善設施安全條件和實施行為安全計劃方面

的投資。

我們的目標是將風險降到最低，在組織內

建立安全領導及實現零工傷。通過團隊成

員的奉獻和付出，我們的許多業務正在實

現這一目標的路上不斷邁進。我們2019年
及往後的安全計劃將繼續側重於防止重大

傷亡，與可變動薪酬掛鉤的個人目標亦大

幅調整，以支持該等計劃。

培養最優秀的人才
夢想－人才－文化是百威亞太的核心價

值，是我們的立身之本。員工的學習和發

展是我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之一。因此，

我們發佈了《百威亞太培訓政策》和《百威亞

太內部培訓師管理政策》，以推動本公司的

學習和發展活動在更大範圍內實施，為員

工提供便利，營造更好的學習氛圍。

名經認證內部培訓師

278
名員工參加了線上學習

超過 17,000
名員工參加了課堂培訓計劃

超過4,000

百威亞太大學的培訓課程涵蓋我們所有的

職能部門。目前，亞太大學平台包括5所
學院－領導力與文化、商務、供應鏈與物

流、管理工具和職能。依托百威集團全球

大學的資源，亞太大學提供一系列全球和

本地的培訓及發展項目。部分項目乃與全

球領先的商學院（如哈佛、凱洛格、沃頓、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歐洲工商管理學院等）

聯合開發和推行。



百威亞太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07

社區參與

培養明智飲酒文化

 

我們認為喝啤酒應是種正面的體驗。有害

使用酒精不僅對我們的消費者、員工、家

庭、社區有害，對我們的業務亦無益。我

們大力投資以希望扭轉有害使用酒精的社

會規範和行為，實現四個宏大的全球飲酒

目標。

社會規範

我們的目標是到2025年底，通過專門的社
會營銷活動和相關項目，影響社會規範和個
體行為，減少整個市場上有害使用酒精的行
為，方法不僅包括組織責任和意識活動，
還包括開展循證行為改變活動和項目。

我們所有亞太地區業務經營每年均舉辦全

球理性飲酒日活動，有成千上萬的員工參

加並向客戶及消費者推廣理性飲酒文化。

我們在中國帶頭倡導各酒類企業推廣理性

飲酒，尤其是在教育公眾有關酒後駕駛的

危險方面。我們正與公共衛生和行為改變

專家合作，關注相關影響。我們與中國酒

業協會合作，在過去12年中，每年舉辦理
性飲酒活動。

在韓國和印度，我們亦致力於在全國推

廣理性飲酒。我們與韓國道路交通部門

（「KoRoad」）聯合開展了「酒後不駕駛」宣
傳活動。在印度的農村和城鄉結合社區，

通過勸阻酒後駕駛或過量飲酒的倡議和專

項營銷，我們著重宣傳飲用非法酒精的危

害，提高人們的意識。

無酒精及低酒精啤酒（「NABLAB」）

我們的目標是到2025年底，確保無酒精
（即ABV介乎0.0%至0.5%）及低酒精（即

ABV介乎0.51%至3.5%）啤酒產品在我們
的啤酒總產量中所佔比例至少達20%。

健康幸福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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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我們在印度成功推出了第一款無
酒精啤酒百威0.0。百威0.0在印度的推出
符合我們的全球承諾，即NABLAB佔產量的
20%。此外，我們目前在大多數主要市場
都有投放NABLAB產品。本年度，哈爾濱啤
酒推出了首款無醇啤酒，旨在為年輕消費

者提供更多選擇。這是我們繼推廣了12年
的酒後不駕駛理念（該理念側重於通過社會

規範改變消費者行為）後，在中國作出的首

個基於產品的突破。

標籤及對飲酒與健康的認識

我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底，在我們所有市
面上的啤酒產品上標示指引標籤，以及到
2025年底提高對酒精與健康的認識。我們
認為幫助消費者了解為何及如何飲酒以及

飲酒的限度意義重大。在中國，我們啟動

了指引標籤項目，通過更換包裝標籤和二

次標籤分享健康資訊。

我們相信能做的還有很多，但我們沒有所

有的答案。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與公共衛

生專家、政府和其他夥伴合作，就改善及

加速我們的進程集思廣益並加以落實。在

百威亞太，我們其中的一大理念是對結果

永不滿足。這只是我們激動人心旅程的開

始。

城市試點

我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底，在城市試點項
目中減少有害使用酒精至少10%，以及到
2025年底在我們的市場中普及最佳慣例。
我們正積極在亞太地區打造社區，讓酒精

有害使用不再成為一種社會挑戰。例如，

當地的知識及領導對中國江山市的城市試

點起著關鍵作用。我們成立了地區指導委

員會，且正與江山市政府一同努力，朝著

減少有害使用酒精的共同目標邁進。

道路安全

 

道路安全傷亡已變為全球關注的安全挑

戰。我們認識到，作為亞太地區最大的啤

酒公司和主要的道路車隊運營商，我們有

獨一無二的機會在改善道路安全方面發揮

領導作用。

2019年4月25日，我們聯同聯合國贊助了
在上海社會科學院成功召開的「道路安全與

數字創新學習會議」。來自各個國家和地區

健康幸福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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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80多名政府代表、學術帶頭人和利益相
關者齊聚一堂，嚴格審查各地區目前面臨

的道路安全相關問題並廣泛探討旨在促進

道路安全和減少事故造成的人員傷亡的數

字創新。

本年度，百威亞太作為公共服務合作夥

伴，與上海交通警察代表共同發起了「全國

交通安全日」暨宣傳週活動。未來數月乃至

更長時間內，我們的哈爾濱虛擬偶像—上

海「虛擬道路交通安全宣傳大使」Hajiang將
繼續在這些活動中發揮積極作用，為上海

智慧交通建設做出貢獻。

百威亞太還通過參與2019年的古爾岡安全
道路倡議（「SRFG」），為印度的道路安全做
出了貢獻。由於「創建了多領域合作夥伴協

會，加快了古爾岡的道路安全建設」，我們

的貢獻被授予享有盛譽的亞太地區金劍獎

(Gold SABRE APAC award)（「協會」類）。
我們的參與包括加入主要企業合作夥伴，

以及推出關於道路安全的數據儀錶板和電

子學習模塊。

社區工作

 

我們的員工熱衷於服務社區，無論大小。

我們透過地區性及當地志願活動鼓勵這些

方面的努力，並且經常開放活動歡迎我們

的家人、朋友、合作夥伴及消費者參與。

名同事參加了全球理性飲
酒日（「GBRD」）活動

小時的志願服務

103,000

健康幸福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超過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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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

所希望學校

所希望學校仍在建設中

個老舊社區兒童中心改造
成快樂圖書館

27

罐╱瓶應急飲用水
（2018年生產）

253,000

在中國捐建了

在韓國

在亞太地區捐贈了超過

我們在中國完成了27所希望學校的捐建，
另外4所仍在建設當中。2019年，這些學
校開展了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環保活動、

智能機器人教室、繪畫比賽等系列活動，

惠及了希望學校的7,684名學生和832名教
師。

此外，本年度我們還通過救災計劃在中國

捐贈了應急飲用水。這些捐贈品用於江

山、吉安洪災和宜賓地震的救災行動。

社區兒童中心對韓國貧困家庭的兒童意義

重大。根據《百威亞太志願服務政策》，我

們利用快樂圖書館項目進一步吸引了我們

的員工志願者，在快樂圖書館為貧困兒童

定期開設課外英語班。

在我們位於印度農村和城鄉結合地區的釀

酒廠，我們採取了大量措施，旨在為社區

創造更好的環境。為幫助我們的社區，我

們實施了創新解決方案來解決錯綜複雜的

問題，例如貧困、缺少就業機會、性別平

等等。為加強道路安全，為女性創造更安

全的環境，遏制犯罪率上升，我們在事故

多發路段安裝了路燈和攝像頭。

啤酒廣告

作為領先的消費品公司，在確保廣告宣傳

真實、符合當代良好品味的標準、對不同

市場間的文化差異保持敏感等方面，我們

負有很大的責任。我們嚴格遵守整個亞太

地區的法律、法規和準則，包括但不限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中央人民政府

廣告法》、《韓國國民健康法》以及印度《消

費稅法案》和由印度廣告標準委員會訂立的

《廣告內容自我管理守則》中所述有關廣告

禁止的規定。因此，我們所有的營銷、銷

售、推廣和宣傳工作（包括傳統媒體和數字

媒體）均須遵守百威集團負責任營銷及宣傳

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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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邁進
我們致力於長久經營百威亞太，且我們只

有在健康的環境和繁榮的社區中才能做到

這一點。我們堅定不移地為所有利益相關

者創造更美好的世界，同時亦為自身的業

務創造價值。通過我們迄今為止最宏大的

一系列公共承諾－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我們志在創造可觀的積極影響，推動增

長，改善從農民、零售商到消費者及其社

區的整個價值鏈的生活水平。

智慧農業    
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2019年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成績：

到2025年，100%的百威簽約種植者將具備相關技能、實現
互聯互通，並提升經濟效益。

截至2019年，我們的簽約種植者中22%技藝嫻熟，
53%溝通順暢，29%擁有強大經濟能力。

2019年，我們繼續支援農民發展農業，與
印度4,000多名農民合作，支持大麥的生
長。我們制定了「技藝嫻熟、溝通順暢及擁

有強大經濟能力」支柱下的框架，確保農民

能夠獲得優良品種和接受技術培訓（技藝嫻

熟）、豐富的見識和信息（溝通順暢）以及理

解長期投資和發展其業務的需要（擁有強大

經濟能力）。我們正向目標不斷邁進：截至

2019年，我們的簽約種植者中22%技術達
標，53%溝通達標，29%經濟能力達標。

在包括印度在內的全球許多種植區，2019
農事年並不順遂，氣候事件對質量和產量

均構成威脅。通過改進育種和農作物管理

實務提高農民的恢復力及減少生產波動，

無論現在或將來都將是我們研究及農學團

隊的一個關注點。我們努力確保「技藝嫻

熟、溝通順暢及擁有強大經濟能力」框架妥

善支持農民採用其所需的做法和工具來應

對其在當地環境中面臨的挑戰，從而提高

其適應力和長期可持續發展。

性別平等 清潔水源及
環境衛生

體面工作與
經濟增長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百威亞太控股有限公司 
2019年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12

農業數字化

在印度，我們目前正在部署KisanHub平
台，以促進農業發展。該平台可幫助我們

的實地考察小組用數字化的方式記錄數

據，在農民中即時部署農作物管理計劃。

我們還可以記錄農作物的生長模式，及時

向農民發送有關農作物、天氣狀況和相關

政府計劃的資訊。

擴展成功工具的性能

為了提高供應鏈的透明度，我們還在印度

大麥供應鏈中試行了BanQu的區塊鏈技
術。BanQu正與KisanHub合作，在印度擴
大平台，將更多農民連接到我們的大麥供

應鏈中，同時確保可追溯性和大麥質量。

守護水源  
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2019年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成績：

到2025年，在用水高度緊缺的地區，100%社區在水供應及
水質方面取得明顯的改善。

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所有站點均開展了地方推廣活動，
確定了針對其社區的水源解決方案以及確認了適當的
解決方案。

水是我們所有產品的關鍵成分，因此我們

珍惜每一滴水。清潔水源不僅是我們業

務的關鍵資源，更是世界各地各個社區

經濟、社會和環境福祉的關鍵資源。不幸

的是，在世界許多地區的清潔水源日益稀

缺。始於幾十年前，我們已為提高用水效

率作出努力，並超越我們自身範疇，擴展

至為全世界的流域進行保護工作。我們認

為，水和氣候變化密切相關：氣候變化使

水源狀況更加多變，減少了水源供應，降

低了水源質量。作為亞太地區領先的釀酒

商，我們致力於幫助解決經營所在地區日

2017年以來，我們的釀酒廠實
現節水

10%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清潔水源及 
環境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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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嚴峻的水資源挑戰。百威亞太的各生產

設施均須執行技術及組織措施，以防治土

壤污染，並管理來源於地表及地下的水資

源。我們管理廢水排放，以避免化學物質

沖擊或有機物超負荷進入生物處理系統。

我們的終極目標是確保我們的釀酒廠和社

區的水源供應和質量，因為社區繁榮發

展，我們的業務才能繁榮發展。

在高風險流域產生較大影響

迄今為止，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所有站點均

開展了地方推廣活動，確定了針對其社區

的水源解決方案以及確認了適當的解決方

案。

2019年，我們在印度所有高水源風險站點
採取了切實行動。

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包括建設集水結構，

如防砂壩、回灌井及儲水池，這是由於我

們計劃在2020年季侯風到來之前，將補給
能力提高到500,000千升。我們的努力將
對流域產生積極影響，使我們能夠履行改

善社區水源供應的承諾。

在中國，我們亦對二龍湖流域進行了清

理。包括清除垃圾、植樹和不斷採集水樣

以監測水質的改善。

循環包裝  
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2019年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成績：

到2025年，100%產品包裝將是可回收的或大部分使用可循
環材料生產。

我們56%的產品使用可回收包裝。主要包裝物中包含
46%的循環回收材料。

26% 的鋁罐循環回收材料

的玻璃循環回收材料47%

的啤酒銷量使用可回收包裝
（如可回收玻璃瓶）

於 2019年，我們

56%

我們已制定廢棄物管理政策，以最大程度

減少設施中的有害及無害廢棄物並提高可

回收率。我們確保亞太地區的所有設施均

符合當地及百威集團對各種有害物質的要

求，以防止環境風險，違規、事變或事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負責任消費及
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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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設施須維持所有需特殊處理及處置的

有害物質及廢棄物質的準確庫存並保持更

新。我們確保所有有害及無害廢棄物均由

合資格服務提供商進行處理，並符合有關

規定或當地環境標準。我們不斷尋找方

法，以提高包裝中再生物料的佔比，支持

瓶子回收再利用，將包裝做得更輕便，並

繼續宣導可回收的解決方案。為實現我們

的循環包裝願景及減少有害及無害廢棄物

的產生，我們重點關注四個關鍵領域：反

思、減少、再利用和再生。我們擬通過與

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合作，並憑藉我們的

100+ Accelerator計劃、技術創新和我們的
品牌，克服包裝方面的挑戰，例如包裝材

料回收率低。

反思

我們繼續創新和反思我們教育消費者回收

利用理念的方式。通過我們的科羅娜品牌

幫助消費者了解每年有多少塑料進入海

洋。我們繼續在印度開展科羅娜「淨灘行

動」，負責從阿拉伯海周邊海灘收集260萬
公斤廢棄物。

減少

新技術使我們能夠推動品牌的可持續包裝

計劃。我們在韓國、越南和中國進行了減

少成品包裝消耗的試點。我們測試了各種

不同的想法，包括使用防滑熱熔，減少包

裝層，成堆成品上層部分使用繩子捆紮。

再利用

2019年，我們繼續致力於保持不同業務部
門的可回收量。在韓國，我們亦使用可重

用和可生物降解的杯子作為百威世界DJ節
的贊助和用於我們舉辦的凱獅X大邱炸雞啤
酒節。

再生

在中國，我們與主要供應商之一南山通過

「中國鋁包裝可持續發展高峰論壇」，接待

了來自金屬包裝行業的150多名有影響力的
領導人，致力於解決中國這一世界上最大

的鋁罐生產國的循環包裝問題。

在韓國，96%的凱獅包裝已經被100%的再
生物料所取代。例如，原紙原用於紙箱和

託盤，但該品牌現只使用環保紙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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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行動   
2025可持續發展目標： 2019年我們在亞太地區的成績：

我們採購的電力將100%來自可再生能源。 在亞太地區，我們採購的電力的4.4%來自可再生能源。
整個價值鏈的碳排放量將減少25%。 與我們的基準年2017年相比，我們估計2019年整個價

值鏈的排放總量（每百升千克二氧化碳）將減少5.5%。

14%

的碳減排

2017年以來，我們的釀酒廠實現了

的採購能源減少總量

2017年以來，我們整個價值鏈實現了

5.5%

氣候變化是影響我們全球業務和經營所在

社區的緊迫問題。作為百威集團的一部

分，我們致力於將全球業務過渡到100%使
用可再生電能，將整個價值鏈的排放量減

少25%，從而培養氣候變化應對能力。

可再生電能

我們通過亞太地區的多個項目開始了100％
可再生電力的開發：我們在印度的SPR設有
場外太陽能發電廠，同時我們在9家釀酒廠
（中國6家，越南2家，印度1家）安裝了太
陽能板。

在中國，我們利用2019年世界環境日在
佛山釀酒廠啟動了最新的可再生能源項

目。該項目包括17,200塊太陽能板，佔地
50,000平方米。這將有助於我們實現2025
年的目標，亦將有助於減少廣東省的空氣

污染。

在越南，我們的太陽能屋頂項目於2019年
啟動。我們於2019年6月完成了該項目的
建設。此後，抵銷的二氧化碳當量相當於

在我們的越南新加坡工業園釀酒廠種植了

2,765棵樹，以及在我們的My Phuoc釀酒
廠種植了2,733棵樹。

為實現目標達
成的夥伴關係

氣候行動價格合理的
清潔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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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價值鏈中的碳排放

與我們的基準年2017年相比，我們估計
2019年整個價值鏈的排放總量（每百升千
克二氧化碳）將減少5.5%。我們在自有釀
酒廠的供應鏈中實施各項舉措，同時與供

應商和合作夥伴一同推動變革。例如，我

們擬使用更環保的製冷劑，提高所有冰櫃

的效率。冰櫃約佔我們碳足跡的16%。

物流約佔我們碳足跡的5%。2019年7月，
我們與佛汽及飛馳合作，在中國推出了氫

動力卡車進行B2B啤酒配送，成為國內首
家採用此技術的啤酒公司。2019年底，我
們還將中國釀酒廠所有的燃煤鍋爐轉為使

用天然氣，作為熱能的替代來源。

100+ Accelerator
當今的全球可持續發展挑戰為我們提

供了發展和創新的良機。通過100+ 
Accelerator，我們正在物色能夠在守護水
源、農民生產力、產品升級、負責任採

購、綠色物流等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的合

作夥伴。百威集團同事和世界各地第三方

專家的投入使我們能够面對更大的挑戰。

成功申請者可獲得指導、資金和進入百威

供應鏈的機會。我們希望為那些試圖解決

自身社區問題的有動力、肯付出的企業家

賦能。

以下是我們100+ Accelerator計劃在亞太
地區的兩個成功案例：

在中國，譽碩致力於重新利用回收汽車廢

舊電池儲存能源，這與我們的2025氣候行
動目標一致。目前，其準備擴大規模，並

不斷創新。另一100+ Accelerator的初創
公司KisanHub在印度進行了涉及1,000名
農民的試點，目前已擴大到我們在印度的

所有農民。通過KisanHub平台，我們的農
學團隊可實時訪問所有農民的數據，從而

使團隊能夠分析數據，管理大麥的質量和

產量，及更好地了解農民的需求。更多內

容，見100+Accelerator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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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信

勞工準則
百威亞太有三項核心政策，概述了我們在

整個業務範疇和價值鏈上對於尊重人權及

勞工權益的處理方法，包括對我們的員

工、供應商、批發商和消費者。

人權政策

我們的《人權政策》明確規定，百威亞太禁

止在其運營和供應鏈中使用任何形式的童

工和強制勞工。百威亞太致力在現有業務

過程中以及評估和發展新商機時實施該等

政策。我們亦致力於與秉持共同價值觀的

商業夥伴合作，並在其運營過程中實施該

政策。

負責任採購政策

我們採取《負責任採購政策》以確保業務合

作夥伴皆禁止在業務經營中僱用童工及強

制勞工。我們在供應商合約中設立條款，

在發現供應商出現任何問題時可發揮作

用，讓我們可就嚴重違反《負責任採購政

策》的情況，終止供應商的合約及結束雙方

關係。

檢舉政策

百威亞太設有由獨立第三方運營的檢舉熱

線，允許本公司內外人士舉報任何涉嫌違

反政策的行為，包括任何涉嫌違反《人權政

策》和《負責任採購政策》的行為，百威亞太

亦允許匿名舉報。如相關問題遭舉報，百

威亞太各國的專職合規人員將對該問題進

行調查。2019年，百威亞太並無發生與童
工和強制勞工相關且產生重大影響的違規

案例。

產品責任
我們致力於通過建立最強大的競爭和財務

地位，生產最優質的產品，提供最佳的消

費者體驗，並最大限度地實現股東價值。

在瞬息萬變的世界裡，我們知道環境和社

會壓力正日益沉重。我們持續探索更負責

任的業務管理方法，旨在為利益相關者創

造長期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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釀造工藝與質量控制

質量控制是我們業務的核心。在產品質量

和消費者體驗的獨特性方面，我們從不讓

步。我們保持嚴格的質量控制流程，以確

保我們能夠持續生產優質產品，符合所有

適用的法律規定。為確保各品牌各批次的

質量一致性，我們在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

監控質量，我們通過關鍵流程控制點，以

便對生產過程中的產品進行妥善的監控。

我們在每間釀酒廠配備有質量控制人員。

我們利用生產線實時系統進行監控和廣泛

測試，以確保所有啤酒均符合本集團範圍

內的質量標準，還有，在每一批次的啤酒

放行前，須根據感官品評標準進行品評，

進而確保消費者可隨處擁有穩定的啤酒體

驗。

為產出市面上最好、最新鮮的啤酒，實現

消費者最大贊譽，我們正在通過培養VPO
項目的質量文化，逐步提高質量標準。我

們鼓勵並堅持標桿管理和人員與設施之間

的知識共享，以不斷改進質量和食品安

全。我們對生產全過程進行監控，從原材

料加工和選擇到釀造、包裝、儲存、運輸

保護，再到終端消費者，確保批次之間的

一致性。

食品安全政策

食品安全指為防止我們的產品受到任何無

意污染所做的努力。我們致力於執行BRC
（英國零售商協會）標準的要求。我們對食

品安全管理採取基於HACCP體系的方法，
密切關注關鍵控制點管理、端到端流程監

控、變動管理、食品安全第三方DNV-GL
（挪威船級社）稽核及產品第三方分析。我

們大力弘揚食品安全文化，確保持續改進

食品安全和質量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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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體驗

我們認為喝啤酒應是個正面的體驗。我們

重視消費者對我們和產品的看法。我們製

定了客戶和消費者投訴政策和程序。我們

產品銷售所在國家的消費者均可撥打消費

熱線。我們視客戶和消費者投訴為寶貴的

資產，因為這是我們對消費者選擇我們產

品的感謝，或是對負面體驗（如有）表示歉

意，為我們的質量承諾作出保證以及根據

既定政策提供滿意的補救措施的機會，並

能收集關於問題性質的有價值信息，引導

我們持續進行改良，從而提高產品的質量。

消費者隱私保護

在數字化轉型的世界中，百威亞太的目標

不僅是只遵守數據保密相關法律，還包括

以符合道德的方式保護和處理其消費者、

客戶和員工的數據。我們的《數據保密政

策》載列了針對消費者數據和隱私要求的強

有力的數據保護措施；《信息安全政策》和

IT管治保護消費者數據免受各種安全威脅，

《數據保留政策》則為消費者數據在有限時

間內的保留提供了明確的指引。2019年，
未發生與數據保護和隱私有關的違規案件。

知識產權

我們尊重知識產權。知識產權保護政策和

措施均已到位。我們定期對商標註冊情況

進行監測，對惡意商標提出抗議╱撤銷；

開展市場調查，對假冒偽劣產品進行監

測；通過行政投訴、刑事訴訟、民事訴訟

等方式開展打假行動，從而保護知識產權。

反賄賂及反腐敗
百威亞太的《商業行為守則》規定了所有員

工應遵守的道德準則。《反腐敗政策》明確

規定，嚴禁本公司員工直接或間接提供、

承諾、授權或給予任何個人任何有價之

物，以不正當地獲取或保留業務，或影響

與百威亞太商業活動有關的業務或政府決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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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繼續努力維持領先的反腐合規計劃。

該計劃由百威亞太合規團隊管理，合規團

隊負責監督所有地區的政策實施、調查、

運營儀錶板和組織變動。我們的合規人員

隨時為員工就特定事宜提供建議。員工可

以通過線上網站或通過合規熱線匿名提問

或提出疑慮。2019年，本公司未發生涉及
行賄、敲詐勒索、詐騙及洗黑錢等產生重

大影響的違規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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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數據表

指標 單位 2019年

總用水量 十億百升 0.3

每百升產量用水量 百升╱百升 2.8

能源總量（焦耳） 百萬 8.3

採購能源總量（焦耳） 百萬 8.0

每百升產量能耗 兆焦耳╱百升 92.7

每百升產量採購能源 兆焦耳╱百升 89.7

可再生電能百分比 % 4

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範圍1及2）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0.7

直接及間接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範圍1,2及3） 百萬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7.5

每百升產量範圍1及2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千克二氧化碳當量╱百升 8.3

每百升產量範圍1、2及3的溫室氣體排放量 千克二氧化碳當量╱百升 86.2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 噸 7,435.41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 噸 1,878.0

成品包裝材料總量 噸 1,963,815

可回收包裝百分比 % 56

包裝中再生物料的百分比
 玻璃 % 47

 鋁罐 % 26

技藝嫺熟、溝通順暢，擁有強大經濟能力的簽約種植者
 技藝嫺熟 % 22

 溝通順暢 % 53

 擁有強大經濟能力 % 29
 

1 包括填埋的無害廢棄物及焚化的無害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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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香港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索引

層面

A 環境 章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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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
例。

氣候行動；
循環包裝

本公司編有《環境支柱手
冊》，其中概述：
- 環境空氣質量管理及碳
管理；

- 廢水管理
- 土壤、地下水及水資源
管理；

- 環境危害及化學品管
理；及 

- 廢棄物管理。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環境法
律法規不合規事件。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氣候行動；
附錄一：數據表

A1.2 溫室氣體總排放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
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附錄一：數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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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數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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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數據表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氣候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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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循環包裝；
附錄一：數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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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行動；
守護水源

本公司採用了《環境支柱
手冊》中規定的土壤、地
下水及水資源管理和利用
自然資源：水—能源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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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章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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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數據表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產量單位、每項設
施計算）。

附錄一：數據表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激勵措施及所得成果。 氣候行動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
升用水效益激勵措施及所得成果。

守護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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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一：數據表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
的政策。

努力實現2025可持續發展
目標

本公司遵循《環境支柱手
冊》，旨在將對環境和自然
資源的重大影響降至最低。

A3.1 描述業務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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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實現2025可持續發展
目標

 

B 社會

B1 僱傭
有關以下方面的僱傭政策及遵守對發行人有
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 薪酬及解僱
• 招聘及晉升
• 工作時數及假期
• 平等機會及反歧視
• 多元化
• 其他待遇及福利

僱傭；
信奉多元化及包容性

本公司制定了《請假和休
假政策》、《親子標準政
策》、《利益衝突政策》、
《反騷擾和反歧視政策》。
我們尊重並遵守經營所在
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條例。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本
地僱傭的法律法規不合規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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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危害的政策及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

工作場所安全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健
康與安全的法律法規不合
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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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 章節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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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最優秀的人才；
信奉多元化及包容性

B4 勞工準則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政策及遵守相關
法律及規例。

勞工準則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防
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法律
法規不合規事件。

B5 供應鏈管理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智慧農業；

勞工準則

B6 產品責任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
告、標籤及隱私事宜以及補救方法的政策及
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

培養明智飲酒文化；
社區工作；
產品責任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所
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隱私
事宜以及補救方法的法律
法規不合規事件。

B7 反貪污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政策
及遵守相關法律及規例。

反賄賂及反貪污 2019年，未發生對百威亞
太產生重大影響的有關賄
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
的法律法規不合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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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參與；
智慧農業；
守護水源；
100+ Accele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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