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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簡介

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稀鎂科技」或「本集團」），主要從事生產及銷售鎂產品業務。

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27《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編製本報告。本
報告確定並披露有關重大環境及社會影響且與本集團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年度（「報告期間」）之業務有
關環境、社會及管治（「環境、社會及管治」）事宜。

於編製本報告時，本集團已於各種情況下與業務夥伴、僱員及其他利益相關者進行會談以考慮及反映彼

等之回應及意見。

現根據以下各層面來闡述環境、社會及管治主體領域的運營慣例。

A. 環境
A1： 排放物

本集團生產基地設於新疆自治區哈密市及吉林省白山市工業園區。集團有一系列環境管理政策，力求對

生產基地周邊社區環境影響減至最低。

報告期間，本集團已遵守營運所在國家所載之所有相關地方環境法律。當中，顆粒物排放量低於國家標

準150毫克╱立方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低於國家標準400毫克╱立方米。報告期間，本集團並無有關環
境問題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本集團實行一系列措施，以減少氣體排放：

1） 為降低排放，回轉窰採用竪式預熱器把餘熱充分利用，使煙氣的排放溫度降低到200度以下，煆白冷
卻採用竪式冷卻器，利用煆白冷卻溫度給回轉窰內補充熱風，提高燃燒效率，降低能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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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2） 精煉爐和還原爐採用蓄熱燃燒技術，把還原爐煙氣排放溫度利用蓄熱體進行回收，儲存在蓄熱體內，

使之煤氣在爐體內產生爆發性燃燒，達到節能減排。

3） 利用還原爐循環水用於冬季供暖及職工洗浴。

4） 對部分電機採用降壓啟動及變頻運行。

5） 加強了以節能為主的宣傳教育培訓。

由於採用以上節能減排技術措施，從而降低了燃料能耗，減少了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量，也提高了員工

節能意識。

污染物種類

本集團生產過程中產生有害廢棄物主要為廢機油。無害廢棄物主要為固廢物、回收粉塵及生活垃圾。2020
年度有害及無害廢棄物處理情況如下：

   

有害廢棄物種類 排放量：噸 處理方式

       廢機油 16.0 銷售給周邊企業進行綜合利用   

   

無害廢棄物種類 排放量：噸 處理方式

       固廢物 30,321.0 銷售給周邊企業進行綜合利用

       回收粉塵 339.8 銷售給周邊企業進行綜合利用

       生活垃圾 173.0 由環衛部門定期集中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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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環境

有害及無害廢棄物處置措施及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本集團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2020年修訂）嚴格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按指定
位置暫存堆放，銷售給周邊企業或委託有資質的單位進行合理回收利用。

除上述處理廢棄物的措施外，本集團亦配置先進設備，減少有害廢棄物的產生；並採購優質煤進行清潔

生產，將有害及無害廢棄物減至最低。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重大不合規的排放物處理事宜。

A2： 資源使用

本集團經營生產主要使用電、柴油、煤及水等資源。於生產過程中，本集團致力提高能源使用效益及綜

合利用，同時逐步減低能源消耗量。

以下為本集團2020年能源及包裝材料耗量：

    

資源 單位 排放量
密度（按2020年 
鎂產品產量39,641噸計算）

     電 千瓦時 55,320,585 1,395.5千瓦時╱噸

     柴油 公升 831 0.021公升╱噸

     煤 噸 106,352 2.7噸╱噸

     水 立方米 129,095 3.3立方米╱噸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 單位 排放量

     打包帶 噸 15   



稀鎂科技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2020 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5

A. 環境

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得成果

一、 本集團採用煤製氣清潔能源模式進行生產，淘汰落後設備，由於採用了蓄熱式高溫空氣燃燒技術，
排煙溫度大幅降低，整體提高熱效率50%以上，減少了對大氣的污染。

二、 廠區內主要用水為設備循環冷卻補充水及職工生活用水，循環冷卻水主要為設備冷卻水，經冷卻塔
冷卻後，進入生產給水管線循環使用。生活用水主要為職工清洗、辦公樓沖廁用水，廠區循環冷卻

水，全部循環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由環衛部門定期抽取並由污水處理廠進行統一處理。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重大不合規的資源使用事宜。

A3： 環境及天然資源

本集團十分重視業務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影響。除了遵循環境相關法規及準則，適當地保護自然環境外，

本集團亦將環境保護的理念融入內部管理及執行過程中。

就環境及天然資源上所採取的行動：

一、 對於能源使用，採取效益最大化，在生產工藝上採用竪式預熱系統，充分利用預熱，提高燃料利用
率，減少使用電能。

二、 對於資源方面，通過採取減少排放，提高利用率等措施，減少浪費。

三、 對於固廢等資源，將廢棄物回收變為資源或產品，減少排放量。

本集團在能源使用方面，嚴格遵守國家法律法規，並貫徹執行公司制度，於報告期內並無任何重大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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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B1： 僱傭

配合本集團業務穩步發展，人力資源管理及引進人才對本集團尤其重要。本集團定期分析現有薪酬體系

和激勵機制，以優化薪酬結構，確保員工薪酬處於市場合理水平，並具有競爭力。同時，本集團開拓招

聘渠道，不斷充實高級管理層後備人才，並加強對員工的系統化培訓，提供員工升職機會及拓寬事業前

途，弘揚良好的企業文化。

企業人力資源政策：本集團根據員工之表現、工作經驗和勞動技能，參照現時市場情況訂定彼等之薪酬。

員工勞保福利包括年假、繳納工傷和社會保險及公積金、勞動防護用品發放、社保返還、培訓補貼、高溫

補貼、崗前體檢等。本集團並無發生任何導致正常業務運作受影響之勞資糾紛或僱員關係之重大改變。

非歧視及平等機會：本集團重視員工應享有之就業平等機會，員工招聘堅持男女平等、民族平等。

工人的組織：根據中華全國總工會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總工會規定，企業設立工會組織並承諾保持工會

的獨立性。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勞動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勞動合同法》）

等相關法規，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有關本公司勞工實務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B2： 健康與安全

集團嚴格遵守執行《勞動法》、《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

治法》等相關法規、規章，致力於制定及執行企業內部關於健康及安全的政策，不斷提高和努力改善員工

工作條件和生活環境，保障員工生命和身體健康；並為員工的工作場所和宿舍房間安裝了無線網路和有

線電視，有效地保障員工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符合環保安全和職業病防治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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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本集團通過多渠道宣傳培訓新冠肺炎疫情的防護知識，加強員工的預防措施意識。

倡導線上辦公，員工通過電話、微信等方式開展工作。根據生產基地所在地政府的要求，減少人員跨區

域性走動、串門。生產工作過程中時刻佩戴口罩。生活用餐時，員工保持安全社交距離。積極配合有關部

門，組織員工定期進行核酸檢測，落實員工疫苗接種工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病毒傳播風險，保證員工

的健康與安全。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有關健康安全法律法規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B3： 發展及培訓

本集團相信，培訓人才對企業長遠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本集團定期為員工提供在職訓練，對不

同職位及崗位之員工，應其相關知識及技能提供訓練，不斷提高員工素質，確保員工專業技能，技術及

知識與時並進；根據生產企業《安全教育培訓管理制度》要求，定期組織相關培訓，培訓計劃包括：

1. 企業發展戰略規劃與企業相關管理制度；

2. 生產工藝流程基礎知識；

3. 崗位技術操作規程與專業技能；

4. 安全生產法律法規與安全事故應急預案；

5. 職業病危害與預防；

6. 消防安全知識與應急預案演練；

7. 特種作業人員的崗中培訓；及

8. 員工技能實務操作培訓測試。

透過員工培訓計劃，有效提升員工的專業技能，為本集團長遠業務發展提供更強大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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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B4： 勞工準則

本集團嚴格遵守中國政府《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法律法規，生產基地員工自願入職，按照企業制度

流程辦理入職手續，沒有聘用非法員工，不招聘使用童工，所有員工年齡亦符合當地法例要求，不存在

強制勞工現象。

此外，本集團對其主要的供應商有嚴格勞工審核規定，以保證供應商沒有聘用童工及強迫性勞工，及其

職業健康及安全績效符合法律法規。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有關相關法律法規所規定勞工準則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B5： 供應鏈管理

生產基地之金屬鎂及鎂合金原材料主要向外採購。本集團對原材料供應商，有相應之考察和評選程序，

當原材料供應商投標後，本集團對其產品品牌、質量、付款與交期及信譽與售後服務等作詳細分析，對

各家供應商進行貨比三家後，綜合各條件評分及篩選，最後確定最適合之產品供應商，確保原材料質優

價廉。

B6： 產品責任

面對鎂產品市場競爭，本集團相信要保持一定的競爭力，產品質量及售後服務，對鞏固客戶關係有著重

要作用。集團的生產基地，均已獲得ISO9001：2008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透過本集團的客服團隊，為客戶
提供最優質產品及售後服務。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有關產品責任或產品說明相關法例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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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B7： 反貪污

本集團制定內部反貪條例，重視員工個人誠信，杜絕員工貪污違規行為，嚴格遵守《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

為的暫行規定》，宣傳廉潔守則，無論員工在公司內部或對外與商業合作夥伴之所有工作均應遵從相關指

引。本集團制定了《新疆騰翔鎂製品有限公司廉潔從業行為準則》，對管理人員和重要崗位的員工進行廉

潔從業教育，並簽訂《廉潔自律承諾書》。

本集團於報告期間並無發生有關貪污的重大不合規事宜。

B8： 社區投資

本集團相信與生產基地所在地的社區建立良好的關係，是企業賴以成功經營的關鍵因素。集團熱衷於為

生產基地所在地提供必要的支援，主要包括扶助弱勢社群、優先招聘當地就業人員、參與義務工作、積

極支援周邊社區的公益事業，如參與當地政府與居民的文化交流，與地方政府聯合文藝演出，以豐富員

工文化生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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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會

企地融合促發展

新疆騰翔鎂製品有限公司（「騰翔公司」）作為哈密高新技術

產業開發區具規模的循環經濟鏈企業，自落戶當地以來，

備受政府關注。一方面，企業解決了當地富餘勞動力就近

就地就業，增加了當地員工家庭收入，農民工下班後還可

以照顧家庭農牧業，一舉兩得；另一方面當地政府的積極

支持，保障了企業崗位用工需求。

近幾年來，新疆籍員工已佔騰翔公司員工總數的52%。騰
翔公司在建設發展中不僅獲得地方政府讚譽，還同時享受

到了新疆自治區社保返還、穩崗補貼等優惠政策。

展望

本集團持續開展自主創新，加大研發投入，進一步優化工藝流程和完善操作規程。我們將集中資源、聚

焦目標，專注發展鎂合金新材料業務，矢志成為中國最大的鎂產品龍頭企業，構建領先的鎂科技產業平

台。 在「綠色經濟」不斷深化的今天，鎂合金新材料在汽車輕量化的產業趨勢和推廣應用下將會有更廣闊
的市場空間，本集團亦將致力於輕量化及節能減排領域上作出貢獻。我們相信在後疫情時代，鎂產品將

被激發並展現出更多的材料自信、市場自信、創造自信和產業自信，鎂行業也將開啟一個具有良好發展

前景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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