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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集團
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22



關於本報告

本報告是捷成集團自 2009 年以來連續發佈的第 14 份企業社會責任報告，

是對集團 2021 年在可持續發展領域開展諸多積極有效探索與實踐的真實

反映。根據業務線的多元性特點，重點審核了 2021 年集團在環境保護、

員工福祉、公益事業等方面的努力，力求儘可能全面地展現集團不同業務

線履行社會責任的現狀和發展規劃。

本報告涵蓋了集團內部對財務和營運政策及措施有控制權或有重大影響的

所有實體，包括集團職能、飲料、消費品、工業、汽車、物流和捷成資本，

記錄了集團 2021 年 1 月至 12 月在大中華地區經濟、環境和社會方面的

營運情況。所用資料均來自集團的正式檔案和內部統計報告。報告中的「捷

成」「集團」「我們」均代指「捷成集團」。

本報告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可持續發展報告編寫標準》

         Standards）彙編而成，同時參考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本報告為電子版，於 2022 年 12 月以簡體中文、繁體中文、英文版同時發佈，

如需線上瀏覽或下載本報告，請訪問：www.jebsen.com。

您的寶貴意見將對改進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工作計劃極有幫助，請隨時電

郵至 feedbackonCSR@jebsen.com，我們會對您的反饋以保密方式處理。

報告指引

反饋

報告獲取

報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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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愛峰

捷成集團行政總裁

集團行政總裁致辭

當今世界的商業模式正發生著深刻的變化，

商業上的風險和機遇與社會議題交織。正因

如此，我們秉持「以人為本」「強強聯手」

「創新驅動」「社會責任」以及「代代傳承」

的成功之道，在 2021 年磨礪前行，平衡商

業利益、社會價值、環境效益的基礎上，屢

創佳績。

捷成集團以建設及投資優質品牌見長，為大

中華地區擁有多元化需求的消費者帶來前沿

的產品、服務、體驗。捷成汽車連續七年榮

膺保時捷中國經銷商排名榜首，去年更取得

了新車交付量增長 14.4% 的優異成績。一貫

成績驕人的藍妹啤酒在香港的市場份額提升

至 23%；而在中國內地，捷成透過與百威合

作組建合資企業把藍妹的銷量提升了 25%。

透過新穎、年輕化的營銷活動，捷成消費品

在香港所代理的卡西歐品牌去年成績斐然。

在我們所堅持的數字化戰略之下，J SELECT

獲得行業高度認可，榮獲「2021 十大優質網

店獎－銀獎」及「亞洲最有價值品牌大獎」。

新冠疫情帶來的物流與零售模式變化，推動

了商業領域的變革與創新。2021 年開始，捷

成資本在電子商務和數字營銷方面加大了投

入力度，例如注資梯影傳媒，推進被投企業

之間的聯動合作，攜手品牌夥伴更高效地拓

展內地市場。

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最迫在眉睫的議題。

捷成集團建立完善的碳管理體系，從低碳場

所建設，低碳營運與物流、提倡綠色行為等

多個方面發力，已經連續 9 年實現業務營運

過程的碳中和目標。2022 年，我們進一步開

展全價值鏈的碳管理，開啟邁向淨零的新篇

章。同時，捷成汽車已連續兩年實現全面碳

中和，新開業的海寧保時捷中心榮獲能源與

環境設計先鋒 (LEED) 鉑金級認證，成為全球

首家獲得該殊榮的保時捷中心。在我們的香

港新總部辦公室的設計中亦融入了「人與自

然環境相結合」的理念，採取多項節能環保

措施，共同打造綠色辦公空間。

員工是捷成持續創新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堅力

量。我們一直致力於為員工提供體面勞動的

工作環境，持續提升員工獲得感。捷成尤為

注重員工發展。2021 年，我們加大了培訓投

入，也進一步豐富了培訓資源。新冠疫情防

控依然是我們守護員工健康與安全的首要考

量。為此，我們發起「新冠疫苗接種公益計劃」

和「新冠疫苗接種獎勵計劃」，開展了幸運

大抽獎、提供疫苗假、定制專屬防疫禮包以

及公益配捐等一系列激勵行動，大大提升了

同事們接種疫苗的積極性。我們達成了疫苗

接種率 75% 的目標後，集團最終捐款 100 萬

港元，在保護員工健康的同時履行社會責任。

公益慈善已深深根植於捷成的企業基因之中。

2021 年，我們正式啟動「晨星計劃」三期项

目將于未來五年投入 700 萬元人民幣，重點

關注少年兒童視力健康，從上海輻射寧夏等

地區，構建覆蓋更廣泛的眼保健網絡，賦能

全國基層少兒眼科專業隊伍建設，以可持續

的方式助力中國眼健康事業不斷前行。「捷

成攜手凝動」 長期體育培訓計劃 2021-22 年

度繼續順利推進，對於這兩年經歷了疫情的

孩子們，堅持運動以保持活力，對他們的身

心來說尤為重要。為慶祝捷成集團成立 125

周年，2021 年我們成立了捷成集團慈善基金，

並投入兩億港元為該慈善基金的啟動資金，

迄今為止共資助了 6 家大中華區知名的心理

健康公益機構。我們各類的公益活動中都活

躍著捷成義工的身影，在此我向各位捷成義

工表示感謝。

成為負責任的企業公民是捷成集團一以貫之

的信念。疫情加速了社會對可持續發展的需

求與反思，並深刻地反映到社會與經濟發展

中。當代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與社會的可持續

發展兩者日益交織在一起。因此，捷成已從

履責視角迭代為可持續發展理念，並融入捷

成集團戰略制定與業務運營的各個方面。我

堅信，在邁向可持續發展的旅程中，我們將

攜手創造更多價值，共同織就更美好的未來。



責任畫卷 2021

捷成集團營業額超過 188 億港元

捷成資本管理資產規模超過 10 億美元

捷成汽車全年交付 11,600+ 輛新車，新車交付量增長

14.4%；連續 7 年蟬聯卓越保時捷中心評選榜首

自有品牌藍妹啤酒在香港的市場份額達至 23%；在中國

內地，透過合資公司將藍妹啤酒的銷量提升約 25%

 J SELECT 榮獲由香港零售管理協會頒發的「2021 十大優

質網店獎－銀獎」及由 MythFocus 頒發的「亞洲最有價值

品牌大獎」 

購買碳信用 15,016 噸，抵消 2020 年集團產生的碳排放，

連續 9 年實現碳中和

2021 年碳排放總量為 18,308 噸二氧化碳當量；碳強度

為 890.9 噸二氧化碳當量 /10 億港元，相較於 2020 年下

降 2.5%

全面推行「Digital First」理念，深化無紙化辦公場景，宣

導低碳環保的行為習慣

業務發展 環境保護 員工福祉 公益事業

大 中 華 地 區 員 工 總 人 數 2,158 人， 其 中 女 性 員 工 占

44.6%，管理層中女性占 42.5%

員 工 參 與 培 訓 總 人 次 達 5,023 人 次， 總 時 長 為

11,348.8 小時，總投入為 53.4 萬港元

 內部員工晉升人數為 175 人，約占整個集團員工的

8.1%

發起「新冠疫苗接種公益計劃」，達成疫苗接種 75%
的目標，並向公益機構捐款 100 萬港元

投入社會責任費用，包括捐款總計約 1,277 萬港元

「晨星計劃」三期項目正式啟動，將於未來 5 年投入 700
萬元人民幣，重點專注少年兒童視力健康

「晨星計劃」三期項目第一階段目標全部達成，包括在寧

夏吳忠市建立項目分中心；為 75,054 名兒童提供視力篩

查；為 108,085 人次提供兒童眼保健知識宣教

「生活就是藝術」項目開設「職就未來」課程，幫助「星

星的孩子」發展職業技能。8 年來，項目累計提供了 448
節課程，602 位捷成義工陪伴 581 位孩子參與其中

2021-22 年度「捷成攜手凝動」長期體育培訓計劃中，共

計 369 名學生參加 8 個不同的運動項目，總訓練時長超

22,0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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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 強強聯手

社會責任

代代傳承 創新驅動

五大成功要素助力捷成發展公司簡介 
捷成集團以建設及投資優質品牌見長，為大中華地區擁有多元化需求

的消費者帶來前沿的產品、服務、體驗。作為一家在區內深耕超過

125 年的家族企業，我們積極幫助商業夥伴在大中華地區培育市場、

激發銷量，並與本地消費者建立緊密聯繫。而作為戰略夥伴，我們更

致力提升品牌價值，成就品牌成功。

捷成旗下設有汽車、飲料、消費品、捷成資本四大核心業務線，以及工業、

物流兩條逐步完善的業務線。目前，我們正為超過 200 個世界著名品

牌提供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專業代理服務。此外，在東南亞、澳大利亞、

德國、丹麥等地區，我們也與眾多姊妹公司保持緊密聯繫。更多資訊，

請訪問 www.jeb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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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管理

捷成的企業社會責任計劃專注於環境保護、員工福祉及公益事業三大領

域，並建立了相對完善的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和项目框架。

社會認可 

「低碳關懷碳中和標籤」
——
由國際環保組織低碳亞洲頒發

2021 香港義工團嘉許狀
——
由香港義工發展局頒發

合作夥伴金獎 20192021
——
由香港聖雅各福群會 FOOD-CO 平台頒發

「低碳關懷星級標籤」
——
由國際環保組織低碳亞洲頒發

2020/202110 年Plus「商界
展關懷」標誌
——
由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

01

03

05

02

04

企業社會
責任

環境
保護

公益
事業

員工
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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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規管理

捷成集團已啟動道德與合規計劃。在董事會

和集團管理層的支持下，道德與業務行為守

則、公司制度和流程以及有關道德與合規的

培訓，構成道德與合規計劃的主要組成部分。

在員工面對道德困境，《道德與業務行為守

則》能為他們提供重要參考。這份具有原則

導向的文檔明確設立對集團整體和每位員工

的職業行為期望，而用公平、正直和具有道

德的行為準則來經營業務，不僅對集團維護

良好聲譽來說至關重要，對每一位員工也是

同等關鍵的。

捷成集團對於利益衝突申報有三種形式，分

別是新員工入職利益衝突申報、年度利益衝

突申報、以及特殊情況下利益衝突申報。

此外，倘若捷成員工及捷成的商業夥伴觀察

到任何瀆職行為，均可透過特定的舉報渠道

(reportmalpractice@jebsen.com) 來向管

理層和集團內部審計總監進行舉報。舉報者

的身份會被保密。集團內部審計會透過完善

的調查流程進行詳細調查，以防止針對舉報

者的報復行為。

在 2021 年 度 利 益 沖 突 申 報 項 目 中 , 集 團

96.1% 的員工已經完成申報

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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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集團合規架構

關於捷成

捷成開展多項合規培訓，如個人資訊隱私
指引、香港廉政公署（ICAC）講座、捷成
汽車新員工合規培訓等。2021 年，捷成
汽車共開展 12 場合規培訓，累計有 164
位新員工及 840 現有員工參與。

法律
法規

《道德與業務
行為守則》

指引、手冊和工作程序

流程

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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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與隱私保護

2021 年，集團宣佈「Vision 2025」戰略，提出

「Digital First」的理念，這對我們的資訊安全和

隱私保護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我們採用「保護 - 檢測 - 恢復」的方法來保護資料。「保

護」永遠放在第一位：這需要靠防火牆、殺毒軟體，以及

反垃圾郵件應用。而我們亦 24 小時無間斷地密切留意著

公司的網絡和系統，以「檢測」出任何異常。為防止資料

丟失，我們在「恢復」方面，包含對數據服务器持續備份

的機制。」

——集團資訊科技部（GIT）總監陳煜民先生

捷成集團投資 1,200 萬港元建設資訊

科技基礎設施

1,20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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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資本

捷成資本基於長期主義及投資未來的家族精神，直接投資於商業模

式具有競爭壁壘、產品創新能力強大，並具備較高增長潛力的優秀

企業。我們只投資能為大中華地區擁有多元化需求的消費者帶來前

沿產品、服務、體驗的行業龍頭企業。

· 精選投資：梯影傳媒

對於在中國內地的投資而言，捷成資本更多投資於成長期企業。

梯影傳媒成立於 2017 年，主要在辦公樓宇提供令人耳目一新的

創新性品牌廣告媒體資源並觸達線下受眾，其獨特的商業模式引

起了捷成資本的興趣。作為梯影傳媒的戰略投資方，捷成資本亦

在投後賦能和尋找戰略協同方面做出積極努力。梯影傳媒已經實

現了全面盈利，未來預計將達到全球近 100 座城市、超過 10 萬

部電梯、逾一億人的覆蓋目標。

目前 , 捷成資本管理資產規模超過 10 億美元

1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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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汽車

捷成汽車 1955 年將保時捷引進香港，並於 2001 年引進中國內地，至今分銷保時

捷已超過 60 多年。作為全球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保時捷經銷商集團之一，我

們開設了 22 個網點，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

·連續領跑

2021 年新車交付量

2021 年線上潛在客戶

2021 年售後進場台次

2014—2021 年二手車銷量增幅

11,600+

147,000+

118,000+

500%

14

捷成汽車連續七年榮膺保時捷中國經銷商排名榜首

捷成汽車旗下杭州西湖保時捷中心連續 4 年榮膺保時捷中

國「卓越保時捷中心」大獎

捷成汽車旗下深圳龍崗和福田保時捷中心及上海閔行保時

捷中心也躋身全國十強，分別位列第五及第九

捷成汽車蟬聯“2021 年度最佳保時捷認可易手車經銷商集

團”冠軍。旗下上海閔行保時捷中心、杭州西湖保時捷中

心、廣州天河保時捷中心、深圳龍崗和福田保時捷中心，

均斬獲 2021 年度最佳保時捷認可易手車經銷商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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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福田保時捷城市快修服務中心投入營運 南京江寧保時捷中心開業盛典

深圳龍華保時捷中心開業盛典

·經銷網絡

1 月 3 月

8 月 3 月

上海浦西保時捷售後服務中正式開始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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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飲料

作為一間優質飲料公司，捷成飲料不僅擁有藍妹啤酒及優質飲料品牌，同時

亦透過廣泛的分銷網絡，代理一系列優質葡萄酒、烈酒、啤酒及天然礦泉水，

與消費者共度人生的精彩時刻。

2021 年，受社交距離政策所影響，捷成飲料依舊憑藉旗下產品組合取得佳績。

同時，三得利產品在香港得到成功推廣，FIJI Water 斐泉在中國內地實現了

強勁增長。

在香港 , 藍妹啤酒的市場份

額達至 23%

在中國內地 , 透過合資公司藍妹

啤酒的銷量提升約 25%

23% 25%
藍妹啤酒于 2021 年夏天推出「藍妹開心關注組」
推廣活動，將開心歡樂帶給全港飲家的同時，
專注於數字營銷，刷新藍妹啤酒的品牌形象，
吸引年輕一代的消費者。

FIJI Water 斐 泉 位 居
天貓雙 11 飲用水品牌
旗艦店排名第三，進
口飲用水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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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消費品

捷成消費品致力為所有希望把最好帶

給 家 人 的 消 費 者 引 入 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頂尖品牌。透過遍佈大中華區多個

城市的分銷點，捷成消費品代理超過

120 個世界知名優質消費品品牌。同

時，我們以 J SELECT 作為全渠道零售

據點，幫助擴展合作品牌的受眾面，

將其影響力傳達給區內更多的消費者。

2021 年， 捷 成 消 費 品 在 香 港 推 廣

CASIO 品牌成績亮眼，並於 2022 年與

Bang & Oluflusen、 科 沃 斯 和 美 諾 等

品牌達成合作。J SELECT 憑藉其卓越

服務獲得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HKRMA) 

頒發「2021 十大優質網店獎－銀獎」

捷成消費品與世界著名頂級鏡頭生產商安琴
（Angénieux）連袂贊助冬殘奧致敬公益短片

《綻放》拍攝，致敬殘疾人士，「綻放」激情。

2021 年，我們推出全新的 J SELECT 網站，全面升級相關功能和服務，

為客戶提供更加便捷和豐富的購物體驗。

·全面升級 J SELECT 網站

及 MythFocus 頒發「亞洲最有價值品牌

大獎」獎項。此外，捷成消費品還與長

期合作夥伴安琴連袂贊助 2022 年北京

冬殘奧會致敬公益短片拍攝。

新增產品
比較功能

新增電子
付款方式

新增國際
寄送服務

新增取貨
方式

新會員
優惠

新增客戶
評價板塊

創新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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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承諾 

捷成在集團內部成立了專門的碳審計工

作小組，開展碳管理工作並發佈年度碳

審計報告。報告交由第三方機構低碳亞

洲（Carbon Care Asia） 進 行 審 核，

以確保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

根據已審核的碳審計報告，2021 年，

捷成集團在香港、澳門和中國內地的溫

室氣體排放總量為 18,308 噸二氧化碳

當量（包含直接排放和間接排放），相

較於上年度總排放量有所增加，這是由

營運場所擴張所致。2021 年，溫室氣

體排放強度為每 10 億港元營業額產生

890.90 噸二氧化碳當量排放，相較於

2020 年每 10 億港元 913.68 噸二氧化

碳當量下降了 2.5%。

碳審計 碳排放總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11,481.06

15,015.90

18,308.03

2019 年 2019 年 2019 年2020 年 2020 年 2020 年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碳強度（噸二氧化碳當量 /10 億港元）

738.53

913.68 890.90

人均碳排放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 人）

4.92

6.57

8.48

2021 年不同區域範圍 1 與範圍 2 碳排放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香港 & 澳門 北京 上海 廣州

範圍 1 318.54 1.04 262.71 342.29

範圍 2 1,563.70 7,544.81 4,431.63 3,843.31

合計 1,882.24 7,545.85 4,694.34 4,185.60

備註：範圍 1 為公司擁有或控制的直接

排放；範圍 2 為公司購買和消費的電、

熱能或蒸汽消耗導致的能源間接排放。

劃分類別參考的依據為《溫室氣體議定

書：企業核算與報告準則》（修訂版）

和國際標準組織 ISO 140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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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2012 年起，捷成透過投資環保项目

抵 消 業 務 營 運 產 生 的 碳 排 放， 實 現 集

團的碳中和目標。2021 年，捷成繼續

履 行 保 護 環 境 的 承 諾， 與 國 際 減 排 組

織 South Pole Group 合作，透過投資

泰國 Siam Cement Group 生物質發電

项 目、 越 南 Za Hung 水 力 發 電 项 目，

抵消 2020 年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5,016 噸，實現了碳中和。

捷成汽車繼續全面實現旗下大中華地區

所有網點及其上海辦公室 2021 年度的

碳中和。這是捷成汽車第二年被上海環

境能源交易所授予碳中和證書，標誌著

捷成汽車在引領行業綠色低碳發展方面

又邁出重要一步。

碳中和

2021 年，捷成集團連續第 9 年獲得低

碳亞洲頒發的「低碳關懷碳中和標籤」

認證

2021 年，捷成集團連續 4 年獲得低碳

亞洲頒發的「低碳關懷星級標籤」認證

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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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理念融入辦公場所

經濟、社會和環境因素已融入集團戰略和營運決策的各個層面。

在辦公室選址、建設新的保時捷中心過程中，我們致力於創建

綠色的辦公空間，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處。

集團於 2021 年 11 月遷入位於希慎廣場的新總部辦公室。事實上，新總部選址希慎廣

場的原因之一正是因為該建築的可持續環保設計。希慎廣場是按照最高的國際可持續

性標準建造，並贏得各種國際和當地環境獎項。

相較從前的辦公室，新總部安裝高效的 LED 燈和照明控制系統，大大降低總照明功率。

此外，由於新總部辦公室空間分佈設計是由樓層中心向外擴展，而開放工作區域亦位

於窗戶旁，自然光充盈於整個空間，減少空間對人工照明的需求，從而降低整體能耗。

據統計，各種節能設計令辦公室的設備和電器能耗比其他設計低 30%—75%。

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集團新總部設計 

香港希慎廣場辦公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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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汽車旗下海寧保時捷中心（「簡稱保時捷中心」）榮獲能源與環境設計先鋒 (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簡稱 LEED) 鉑金級認證，是全球首間獲得該殊榮

的保時捷中心。

海寧保時捷中心在能源、用水、材料等多個方面遵循節能環保的設計與建造原則，以實現綠色建築目標。

據估計，與相同規模未採用任何節

能減排措施的保時捷中心相比，海

寧保時捷中心每年可透過其節能減

排措施有效減少約 45% 的能源消

耗（約 457,170 千瓦時），等同於

每年減少約 50% 的碳排放量（約

300 噸）。

全球首間：捷成汽車旗下海寧保時捷中心榮獲 LEED 鉑金級認證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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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太陽能光伏系統，採用地源熱泵系統和更高效的 LED 光源。地源

熱泵系統相比傳統的冷氣多連機系統可有效減少約 30% 的能耗。

對雨水以及生活用水進行有效收集和回收利用，每年可有效減少約

38% 的用水量。

室外地面及屋面均採用高反射材料，有效降低屋面及路面溫度 2 至 3

攝氏度，亦減少約 40% 的照明需求。

海寧保時捷中心環保措施

捷成汽車旗下海寧保時捷中心獲得 LEED 鉑金級證書

提升清潔能源的利用率

高效利用水資源

選擇環境友好建築材料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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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可持續的行為習慣 

捷成持續貫徹綠色辦公理念，提倡員工透過改變行為習慣來降低日常營運的能源與資源消耗。

• 用電子螢幕取代實體公告牌和海報。

• 為員工配備個人電子名片而非實體名片。

• 透過數字化自主報銷系統     匯聯易 iExpense

• 在香港推廣使用 Adobe Sign 電子簽名。

• 推行年度績效獎金電子信件，以及使用電子合同。

實現線上報銷。

合理安排車輛的運行，廣州辦公室汽油消耗量

相比上年度大幅下降 34.10%。

各辦公室用電量相比上年度均有所下降：

北京辦公室減少了 6.90%；上海辦公

室減少了 34.00%；廣州辦公室減少

了 36.59%。

無紙化辦公 減少汽油使用 節約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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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公室透過與資訊機密處理有限公司（SSID）合作回收

利用辦公室廢紙。2021 年，共回收廢紙 14,549kg，減少

69,835.2kg 二氧化碳當量碳排放，相當於 1,787.8 棵

棵樹苗生長 10 年。

在捷成，我們重視物流運輸車輛的環保達標情況，透過購置歐盟五期節

能環保型貨車和提升司機的節能環保意識，以達到降低物流運輸過程碳

排放的目標。報告期內，捷成物流共有 6 台歐盟五期節能環保型貨車。

廢舊物資回收利用 綠色物流 

夥伴合作 

作為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的創會會員及雙鑽石
會員，捷成集團已連續第 13 年支持「地球一小時」
活動。在活動期間，捷成將關閉大中華區所有辦公
室及旗下保時捷中心的一切非必要照明、霓虹燈及
燈牌，並提倡同事踐行可持續的生活方式。

低碳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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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及
臺灣

員工數據概覽 

「成就成功」是捷成集團招賢納士、

吸引人才的價值主張。我們注重員

工多元與平等，為每一位追求卓越

的員工提供職業發展的良機，創造

與全球高端品牌的合作機遇和多元

化的工作環境，讓每一個員工都得

以持續成長和獲得發展機遇。

員工總數（人）

員工性別比例（%） 管理層性別比例（%） 全體員工性別比例（%）

56.4 53.543.6 46.5

58.2 53.941.8 46.1

57.5 55.442.5 44.6

2,033 2,020
2,158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員工年齡分佈（%）

5.03.4

11.7

41.938.0

小於 25 歲 25 歲至 35 歲

35 歲至 45 歲 45 歲至 55 歲
55 歲及以上

2021
年

2021 年

員工地域分佈（%）

35.8

11.6

27.5 24.4

0.6

香港 華北 華中

2019 年 2019 年

2020 年 2020 年

2021年 2021年

華南
(不含香港、
澳門、臺灣 )



以人為本 28

員工培訓績效

人均帶薪休假天數（天） 體檢及健康檔案覆蓋比例（%）

員工晉升

社會保險繳納比例（%）1

1 社會保險繳納不計算退休、提前退休的員工。

2021 年，集團員工職業病人數

和因工死亡人數為 0

2021 年，集團員工工傷人數為

28 人

0

28

培訓總人次（人次） 1,830 1,947 5,023

培訓總時長（小時） 8,575.0 3,619.0 11,348.8

人均培訓時長（小時） 4.2 1.8 5.3

培訓總投入（萬港元） 142.0 14.4 53.4

人均培訓投入（港元） 698 71 247

2019 年 2019 年 2019 年2020 年 2020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100 15.5 82100 12.9 86

100 12.3 86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員工晉升人數（人） 晉升員工占員工總數比例（%）

186

9.1

109
5.4

175

8.1

2019 年 2019 年2020 年 2020 年2021 年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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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發展 

創新驅動是集團不可或缺的成功要素之一。今年，我們以「力求卓越」為主題為同

事提供一系列的學習資源，並集中五個範疇：數據導向的決策能力、溝通技巧、個

人效能、績效管理及合規培訓。同時，我們也鼓勵員工積極參與外部培訓，不斷提

升個人能力。
2021 年我們共收到 56 份外部學習和考試資助申請 , 其中 18 份是由員工發起

56 18

力求卓越

WorkSmartStation(WSS)

數據導向的
決策能力 

溝通技巧 

個人效能 

績效管理 

合規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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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安排覆蓋多個議題的 10 場線上培訓，如「智」

在回報       ROCE 分享會、成為數據達人、溝通高

手的黃金法則、高情商的職場溝通、設定 SMART

關鍵績效指標等。

為更好地支持員工成長，集團開發了 Work Smart 

Station (WSS) 線上平台，平台內容涵蓋商業分析、

溝通交流、領導力 & 管理、微軟應用、專業發展等

內容，幫助員工按照自己的需求和節奏提升技能。

集團為經理、主管提供新一輪的領導能力發展計

劃，為我們的領導者建立關鍵的技能，包括為團

隊設定方向和調整，給予反饋，培養教練文化等，

從而建立一個積極進取和忠誠的員工隊伍。

我們與數字學習平台領英學習開展合作，為員工

提供個性化的培訓，幫助其不斷學習最新的知識

和技能，打造敏捷性人才。

導師主導的學習 員工自主學習

線上培訓 WorkSmartStation(WSS)

領導力培訓 領英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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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安全 

打造安全的工作場所 助力員工健康辦公

2021 年 8 月，集團開展以「「健」造幸

福」為主題的健康月活動，為全體同事

準備各類健康且有趣的活動。我們繼續

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展開合作，每週發

佈不同主題的運動視頻，幫助同事養成

更加健康的工作習慣。

北京、廣州、香港辦公室員工參加消防安全實操培訓和演練

2021 年，我們透過更新與安全相關

的文檔和程序、組織開展辦公室消防

培訓和演練，為員工提供安全健康的

工作場所。 目前 , 我們在內地各辦公室共有

36 名合格的急救員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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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防控 

2021 年，我們繼續強化新冠疫情防控，制定辦公

室疫情應急預案，更新 COVID-19 發熱員工處理

流程，並透過 MS 線上表單使得同事可以自行申

報核酸陽性結果，及時為員工提供支援。此外，

員工還可透過員工自助服務平台（ESS）申報新

冠疫苗接種情況。

捷成集團鼓勵員工接種新冠疫苗，以保護員工

的健康和安全。2021 年，捷成發起了「新冠

疫苗接種公益計劃」，若員工在 9 月 30 日或

以前完成兩劑新冠疫苗接種，公司將代表員工

向公益機構捐贈 500 港元善款，並為員工提供

一天疫苗假。透過此項活動，在保護員工健康

的同時履行社會責任。

我們認真挑選出三個公益项目進行捐款，包括

向保良局捐贈 50 萬港元，用於保良局旗下的

「保良局醫療資助基金」；攜手海寧市慈善總

會、海寧經濟開發區（海昌街道）向「金秋向光」

慈善助學計劃捐贈人民幣 20 萬元，致力向貧

困家庭學生提供助學幫扶；捐贈人民幣 20 萬

元支持天河區對口扶貧的清遠市連山縣的教育

事業。

·「新冠疫苗接種公益計劃」 

捷成集團行政總裁孟愛峰先生向保良局
遞交支票

公司捐款合計達 100 萬港元

透過此項活動 , 捷成達成了疫苗接種率

75% 的目標

100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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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關愛

2021 年 5 月， 集 團 向

233 名同事頒發長期

服務獎，其中有 25 名

在 集 團 竭 誠 服 務 超 過

20 年。

2021 年 7 月至 8 月，集團在香港、內地的 21 個辦公室和保

時捷中心舉辦感謝派對。

在每年的端午節、中秋節和聖誕節，各地辦公室舉辦捷成康

體會，共享節日歡樂。

香港辦公室支持和保護哺乳期女員工和嬰兒，獲

得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香港 2021/2022 年度「母

乳餵養友好工作場所」證書。

2021 年 5 月起，集團推出以「手機攝影」為主

題的系列活動，培養同事的攝影興趣。

以人為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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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為慶祝集團總部順利

搬遷至希慎廣場，我們舉辦了首屆「捷

成奧運會」。

賽前，各隊蓄勢待發，精心準備和勤

奮練習。比賽當天，各隊胸有成竹地

穿上獨特的服裝出戰，隊員們齊心協

力。此次活動中，共有 13 隊在規定

時間內完成挑戰，並贏得獎品。透過

舉辦「捷成奧運會」，員工們體驗了

運動的快樂和趣味，也增進了彼此的

交流和默契。

·首屆「捷成奧運會」 員工溝通 

2021 年 2 月 25 日， 因 受 疫 情 期 間 差 旅 限 制， 集 團 首 屆 高 級 管 理 層 團 隊 (Senior 

Management Team，簡稱 SMT）會議如期連線召開。51 名來自集團高級管理層團隊及各業

務線 / 集團職能部門的特邀嘉賓，分別從香港、上海、深圳、廣州、南京、杭州和大連等各

地辦公室，透過盟暢雲視訊會議連線參加會議。

SMT 會議旨在向集團高級管理層團隊介紹集團的近期成就和未來戰略，並歡迎成員們對集團未

來發展的想法和計劃暢所欲言。捷成集團行政總裁孟愛峰先生（Alfons Mensdorff）在會議中

提出捷成未來幾年的重點戰略方向—「Vision 2025」。在「Vision 2025」中，集團計劃將實現

逐步轉型：從營銷和分銷公司轉型為國際化的家族企業集團，以大中華區為戰略中心，建設並

投資世界著名品牌和技術，以引領大中華地區消費者的品質生活。

·奮進無界限       集團召開首屆高級管理層團隊大會 

共有 340 名員工參賽，展現

捷成團隊精神和風采

共有來自大中華區 10 個辦公

室的 85 支隊伍

340

85

以人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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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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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星計劃」，守護「光明」 

捷成集團於 2011 年攜手國際慈善組織     奧比斯（ORBIS）在中國

內地開展防盲救盲项目「晨星計劃」，聚焦貧困地區眼健康問題。

2021 年是「晨星計劃」二期项目的收官之年，也是第三個五年計

劃的啟動之年。2021 年 10 月，捷成集團正式啟動 「晨星計劃」

三期项目，將重點專注少年兒童視力健康，繼續支持中國眼健康和

視力保健工作。项目第一階段重點關注全面提高寧夏眼科醫院兒童

眼科護理、驗光和低視力服務、培訓和研究能力，以及透過關注兒

童眼病和屈光不正，改善欠發達地區初級兒童眼科保健服務。项目

由啟動至 2022 年 6 月，已為 75,054 名兒童提供視力篩查，為

108,085 人提供兒童眼保健知識宣教。

在寧夏等欠發達地區的 7 個縣建立项目分中心，提升其兒童眼科

初級眼保健能力。

向 180 位眼科醫療人員和 30 名特殊教育教師提供培訓，幫助

其提升專業能力。

為 256,000 名兒童提供視力篩查。

向有需要的兒童捐贈 3,220 副眼鏡。

幫助 60 名患有視力障礙和多重殘障的兒童得到適切的醫療、康

復和教育服務。

「晨星計劃」三期目標（2021-2025）

「晨星計劃」三期項目將於未來五年投入

700 萬元人民幣

70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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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3 日至 26 日，15 位捷成義工前往「晨

星計劃」二期项目試點       陝西省商南縣進行實地考

察，協助當地社區和學校開展眼健康篩查工作，探訪

受益人家庭。考察結束後，15 位捷成義工還在各自城

市舉辦午間分享會，共向 305 位同事講述了陝西考察

之旅的故事，傳遞「晨星計劃」帶來的改變與影響。

2021 年 捷 成 消 費 品 旗 下 J SELECT

再度參與奧比斯「買走黑暗」活動，

精選了 10 款黑色商品用於慈善義賣。

活動期間，J SELECT 線上上及線下

商店累計銷售了 251 件「買走黑暗」

系列商品，銷售額再創新高。

2021 年 10 月 30 日，捷成集團舉辦「晨星計劃」三期项目啟動儀式暨上

海視障兒童青少年趣味運動會。35 位捷成義工與 30 個視障兒童青少年

家庭默契配合，共同完成兩人三足接力賽、扭球出框挑戰、零食運輸接

力等多個運動项目。這是上海首次舉辦的視障兒童趣味運動會，其中國

際盲人體育聯合會的正式比賽项目        視障板齡球也是首次亮相上海，

吸引了眾多視障兒童及青少年參與體驗。

陝西實地考察之旅 2021「買走黑暗」活動三期项目啟動儀式暨視障兒童青少年趣味運動會

掃二維碼 了解更多
掃二維碼
了解更多

集團向奧比斯捐出了商品在活動期

間 10% 的 銷 售 額， 合 計 83,298.2

港元，助力其全球防盲救盲工作。

83,2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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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藝術」项目，守護星星的孩子 

捷 成 集 團 於 2014 年 發 起 的「 生

活就是藝術」项目，旨在關注自

閉 症 兒 童 的 身 心 健 康 和 自 我 發

展，為他們帶去更多的關愛和平

等的教育機會。2021 年，我們將

目光投向職業技能教育，關注更

廣泛的心智障礙群體，幫助他們

更好地發展職業技能，融入社會。
项目開展 8 年 602 位捷成義工參與其中累計開展 448 節課程

20 名「星星的孩子」及心智障礙青年

參與了面包坊輪崗實習課程

陪伴 581 位孩子開啟愉快的藝術旅程 

8 602448

20

581

「生活就是藝術」廣州站於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 月順

利舉行。本次活動以「職就未來」為主題，幫助他們進行職

業選擇。此外，34 位捷成同事和親友一起參加為期 4 個週

末的活動，陪伴學員們做 DIY 烘焙藝術蛋糕，在戶外開設潮

墟點心鋪，增進社會融合。

「星星的孩子」能烤一手好麵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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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成攜手凝動」長期體育培訓計劃 

自 2020 年 2 月起，捷成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以下簡稱「凝動」）啟動為期五年的合作，

為基層青少年及兒童提供專業體育訓練機會，共同助力長期體育訓練計劃及推廣基層

體育發展。

2021-22 年度 「捷成攜手凝動」長期體育培訓計劃中，全年共計 369 名學生參加了包

括擊劍、跆拳道和跳繩等 8 個不同的運動项目，總訓練時長超 22,000 小時。這是捷成

集團與凝動香港體育基金合作的第二年。這項為期五年的合作計劃旨在透過體育活動

來宣導性別平等、社會共融和健康生活。

「今天當我與 Ken 和 Carina 一起徒步前往學校時，我再次體會

到強身健體的重要性。尤其對於這兩年經歷了疫情的孩子們，他

們應該堅持運動和保持活力，這對身心都有益處。這也是我們認

為凝動所致力的事業極具意義和價值的原因。」

—捷成集團行政總裁孟愛峰

全年共計 369 名學生參加了多個運動项目 總訓練時長超 22,000 小時

369 22,000+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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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助科學研究 攜手員工，服務社區 

捷成深諳科研進步是促進捷成和社會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

我們於 2013 年成立 Michael Jebsen 商學教授席教育基金，

2015 年成立捷成 David von Hansemann 理學教授席教育

基金，支持商業及科學領域的頂尖學者開展科學研究。目前，

我們已經連續 5 年支持香港科技大學的湯永亮教授和錢培元

教授在他們的專業領域作出更深入、更具影響力的研究。

2021 年，湯永亮教授入選 2021 年初斯坦福大學發佈的「全

球 前 2% 頂 尖 科 學 家」 榜 單（ 在 資 訊 系 統 領 域 的 16,581

名 教 師 中 排 名 63（ 所 有 被 引 文 獻 量））， 同 時 他 參 與 撰

寫 的 兩 篇 研 究 論 文 2020 年 被 收 錄 到 著 名 期 刊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JAIS) 和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s (ISJ) 。

我們一直提倡，員工應是捷成實踐社會責任與創造社會價值的重要力量。

2021 年，我們繼續支持員工在各地積極開展多元化員工志願服務活動，

助力當地社區可持續發展。

2021 年春節期間，捷成集團「惜食共享」活動得到了各地辦公室及同

事的熱烈支持，共收集到 281 公斤餘量食物，以及現金捐贈 10,000

港元和 3,750 元人民幣。我們將餘量食物透過各地合作機構捐給當地

社區有需要的人群，既減少了食物浪費，也傳遞了社會關懷。此外，

我們還在廣州、深圳、上海組織同事參加了本地食物銀行的義工活動。

「惜食共享」

社區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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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FOR GOOD 跑步機慈善挑戰賽於 2021 年 4

月 10 日在香港尖沙咀 K11 購物藝術館舉行，雲

集了眾多企業和精英運動隊伍為慈善跑步籌款。

此次捷成集團共有六隊同事參賽，上演一場捷成

專屬的 10 公里接力賽，並籌得 58,800 港元善款

給香港外展訓練學校，為弱勢青年提供體驗式學

習課程。

2021 年教師節，我們為常州市長欣幼稚園帶來了

一批已退役的電腦及配件，包括 10 台筆記型電腦、

1 部臺式電腦和 1 台打印機，幫助其優化辦公設

備，讓退役的電腦設備煥發新生。 

聖誕派對是我們與香港小西灣老友記一年一度的

約會。在集團的贊助支持下，小西灣老人之家于

12 月 18 日舉行了聖誕慶祝活動，捷成義工透過

線上會議，與長者一起遊戲及進行幸運抽獎，歡

度聖誕。

為慈善和健康而跑 一份特別的教師節禮物 香港小西灣老友記的聖誕派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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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般披露

     GRI 標準指標     GRI 標準指標       GRI 標準指標    GRI 標準指標 報告頁碼 報告頁碼 報告頁碼 報告頁碼 

組織概況 403-2 P30

P29-30

P27

P36-41

P13-17

P11

P29

P27

P36-41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404-1

405-1

413-1

培訓與教育

多元化與機會平等

當地社區

營銷與標識

客戶隱私

P1
P7-8
P8
P8
P7
P8
P8
P34
P9-10

P2
P2

P9-10
P9-10

P4
P8
P8
P13
P9-10
P13
P16
P16

P16
P16
P16

P1
P1
P1
P1
P1
P1
P1
P1
P41

102-42
102-43
102-44

102-45
102-46
102-48
102-50
102-51
102-52
102-53
102-54
102-55

GRI 標準（GRIStandards）對照表

P4、P7
P7

P11
P20-23

P27

P31-32

P9-10

P36-41
P36-41
P36-41

P24-33
P32
P28-31
P30

管理方法
401-1
401-2
401-3

社會經濟合規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P20
P20

環境
物料

管理方法
301-3

管理方法
302-5

管理方法

管理方法
305-1
305-2
305-4
305-5

P19-20
P20

P23

P19-25
P19-25
P19-25
P19-25
P19-25

利益相關方參與

P16102-40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11

102-14
102-15

102-16
102-17

102-18
102-20
102-21
102-29
102-30
102-32
102-33
102-34

戰略

道德和誠信

管治
經濟

報告實踐

專項披露

管理方法
201-1

管理方法
203-1
203-2

管理方法

間接經濟影響

不當競爭行為

經濟績效

環境合規

勞資關係

職業健康與安全

社會
雇傭

水資源

排放

能源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 500 號希慎廣場 21 樓

電話：(852) 2923 8777

傳真：(852) 2882 1399

電郵：feedbackonCSR@jebs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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