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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相信清晰的透明度是企業誠信的先決條件，而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利安電光源)於2011年發佈的第一份可持續發展報告帶領我們邁向可持

續發展的正確道路。本報告致力促進與世界各地的利益相關方進行開放和相互溝

通，當中包括客戶、員工、供應商、社團組織、關注組織、教育、社會機構以及

公眾人仕等。

這是本公司的第二份可持續發展報告，我們的目的是向利益相關方更新我們在營

商活動中取得的可持續性進展。報告涉及利安電光源在以下領域的工作：戰略、

管理、環境保護、產品責任、員工和社區。本報告重點闡述了本公司的戰略、舉

措、監測系統，以及披露我們的關鍵資料，從而幫助我們的管理層有系統地監察

公司的績效。

本報告以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的G3.1指南為導向。根據本公司的自我評

估，本報告滿足B應用等級要求。參考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RI）提出的績效指

標，我們識別並提出了本報告中的相關主題。資料搜集是通過電子形式從運營部

門和地方聯絡處獲得。電子資料庫是數據資料的來源。

關於可持續發展主題的所有相關內容都將會在本報告中詳加解釋。在報告結尾亦

提供了相關的統計資料，以提供更完整的資訊概覽。

儘管我們不斷努力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但GRI指南所要求的某些資訊會影響我們

的競爭能力，因此在本報告中未予涉及。

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和回饋表可在如下網址下戴：

www.megaman.cc/sustainability-report

報告範圍

本報告主要包含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位於香港的總公司以及位於中國廈門生產廠房的製造業務在

2011年1月至2012年12月31日期間，可持續發展管理和績效的資訊。公司規模、架構或擁有權在報告期內

並無顯著的改變。

公司訂定的績效指標，皆與往年的績效相互比較。本報告包含的預期展望是假設性的預測，由於各種環境

條件、潛在風險和不確定因素的存在，實際結果和績效發展可能與本報告中陳述的預測有所不同。這不存

在以往的報告需重新申報和變更資訊，也不存在任何範圍、界限或措施的變更。

關於
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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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願景
為社會大眾提供節能、環保、具社會責任的照明產品，
成為環保照明行業中技術和創新的領導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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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
發展績效摘要

可持續發展管理

可持續發展政策	為利安電光源

提供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框架並與利益

相關方進行充分的溝通。該政策也為

我們的業務方針提供了指引，使我們

能夠實現公司的戰略目標，並將公司

的承諾付諸行動。

2011年成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
會，為公司所有的可持續發展活動

提供了最佳的管理平臺，以長期規劃

和管理公司的可持續性。

產品品質與創新

至2012年12月為止，利安電光源的創新技術

和產品設計已獲得超過490項專利授權和設

計註冊。僅在2011年和2012年，我們已獲得

90多項新的專利授權和設計註冊。

LED照明產品效能方面的技術突破，LED

照明產品達到每瓦95流明的指標，LED模組

達到每瓦125流明的指標。

	
不同尺寸和形狀的LED產品系列全

面滿足市場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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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績效摘要

環境

2011至2012年廈門生產廠房的溫室

氣體（GHG）排放減少31%，證明

公司在2012年初投入的產品線整合

方案獲得成功。	

地球之友舉辦的「知慳惜電
2012」，利安電光源的香港辦公

室嬴取冠軍，因公司在2012年6月至

8月間的耗電量較去年同期大幅減少

41.7%。

員工管理

我們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擁有超過1500名
員工。

設立了員工嘉許項目，對員工的傑出績
效進行嘉許。

建立了員工對管理層提出意見的管道。
歡迎所有員工提出意見，意見將嚴格保
密處理。

於2012年發佈的《行為守則》更新版，
內容增加了關於保密資訊的處理。員工
對保密資訊的定義與及其處理方法有了
更多認識。

2011至2012年的員工投訴減少8%。

2011年至2012年的工傷意外減少44%。

社區

利安電光源在2011年和

2012年為支持教育、慈善

和社區所提供的資助超過

510,000美元。

公司員工在報告期內在社

區義工服務貢獻了超過

74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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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致辭

從1992年創始至今，利安電光源已經成為國際化的企業，但同時仍忠於其	

二十多年傳統的願景和價值觀。從彼時至今，我對董事會進行領導並承擔引

領公司業務營運戰略方向的責任。今天，人人都在談論「可持續發展」。對

我們而言，可持續發展是我們的指導性原則，我們將可持續發展作為我們所

做每件事的核心。這是利安電光源的第二份可持續發展報告，它不但提供了

一個溝通工具給公司利益相關方，還為我們進行的照明業務構建了一個信任

關係。

LED技術的出現對照明工業起到了革命性的一頁，我們採取了讓我引以自豪

的重要舉措。LED照明技術的轉移成功引證我們公司致力於以行動來實現我

們可持續發展的願景。由於城市現代化、新興市場和經濟體系不斷發展，人

工照明的需求正在快速增長。但我們知道，天然資源是有限的。通過我們創

新環保的LED照明技術，公司不僅實現經濟效益，而且渴望以照明方案的高

能效、低碳減排和超長壽命來增強生活素質，並為環境保護進行可持續的貢

獻，使曼佳美®在競爭極其激烈的市場上，品牌地位得以提升到一個國際領先

水平。可持續發展將會是我們營運照明業務的核心價值。

多年來，我們贏得了員工與客戶的信任和尊敬，他們深信曼佳美®產品和環境

保護是同步進行的。我們希望目標客戶通過轉用或使用綠色照明產品，從而

改善他們的生活方式和環境保護，因為改變是為了更好的生活。我們從市場

得到回饋，人們對曼佳美®品牌給予很高的評價，為他們提供更多環保照明產

品的選擇。

我們新設立的可持續發展委員會遵循可持續的全球增長戰略，該戰略得到董

事會無限的支持。公司的董事會無論在科技發展、營運、財務、公司管治，

均由經驗豐富及資深的專家所組成，為我們的利益相關方爭取更多的利益。

我們透過這份可持續發展報告和利安電光源的績效公佈，將不斷努力，追求

及改進可持續發展。我希望您喜歡閱讀這份報告。

胡安華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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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總裁致辭

可持續發展是我們公司文化的核心價值。這是我們的第二份報告，我們可直接

與利益相關方相互交流有關公司可持續發展的績效，讓他們更瞭解我們的核心價

值、公司管治和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方向。

近年來，LED的技術發展一日千里，它為照明工業帶來重大的變革。LED光源相

比大多數的傳統光源在性能上更為優秀。隨著LED照明產品的銷售價格持續降

低，大規模的市場滲透和大批量的銷售已經開始。因此，LED照明產品可望有更

短的回報期以吸引用家選用最新的LED照明產品。對於LED光引擎和模組，在行

業內已定立可互換性標準化、外形和規範。通過這些改變，利安電光源正朝著全

球一體化邁進，為我們在國內外的營運尋求立足點。在報告期內，我們在2011
年和2012年分別以115%和100%的LED市場增長率，遠超過LED照明產品在相

對地域市場的增長率。我們的主要市場仍然在歐洲，但是我們在南美和北美也有

強勢的銷售增長。

	

創新技術和研發（R&D）是利安電光源的優勢和核心價值之一。隨著LED技術

的快速發展而帶來更短的產品生命週期、更複雜和更高的產品知識標準；我們

在2011年至2012年投入的研發支出從銷售總額的5%增至6%。我們將努力不懈

追求創新技術和產品設計，以實現獨樹一幟的新光源。我們的LED照明產品高品

質、高能效、耐用，並具有調光功能。產品平均壽命和能效持續增加。作為環保

照明產品的生產商和領導者，我們的專利、綠色技術和整個綠色價值鏈中的環保

過程均能突出我們的市場優勢。公司從產品開發、採購到製造都視可持續發展為

管理重點，以開拓更廣闊的創新技術、成本效益和資源節省的機會。

利安電光源作為環保和高能效的LED和CFL照明產品的國際領導企業，旗下的曼

佳美®品牌享譽國際。我們的產品分佈全球90多個國家，為人們的生活提供安全

和高品質的照明需求。

我們投放資源及創造就業機會並承諾為社會謀福利。我在此感謝世界各地的員

工，您們是公司的核心和最重要的資源。

如果您有任何意見或建議，請立即通過sr@neonlite.com.hk與我們聯繫。您寶貴

的回饋將有助我們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旅程。

李榮德
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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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公司簡介

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是著名商標曼佳美®的母公司及商標持有者，也是世界生

產節能照明產品的領導企業之一。成立於1992年，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是一

家私人企業，在香港及中國大陸生產廠房聘有超過1,500名員工。公司的總部設

於香港，在中國大陸廈門設有三家先進的生產廠房，以及在香港、印尼、新加

坡、泰國和越南等亞洲國家和地區開設專門店。

我們於2010年在英國成立專業照明的區域總部，專注建築、設計專案和OEM業

務，並於2011年在哥倫比亞成立拉丁美洲區域總部。

除了製造、分銷和銷售環保照明產品外，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還經營包括知識

產權和非照明業務的其他業務。在本報告中，我們重點介紹利安電光源(香港)有

限公司的業務經營。下圖顯示出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各職能部門之間的關係：

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組織結構圖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利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由曼佳美®慈善信託基金

持有大部分股份) 利安環球投資有限公司

利安分銷有限公司

馬士科技有限公司

報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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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業務範圍

利安電光源是曼佳美®的品牌持有者，是設計、生產及分銷創新、環保和高能效

的發光二極管(LED)和緊湊型熒光燈(CFL)照明產品的領導企業。曼佳美®品牌是

最佳環保照明方案的技術體現，產品廣泛分銷於全世界90多個國家和地區，包

括歐洲、亞太地區、中東、非洲和南美洲。我們視環境管理為其中一個管理重

點，非常注重產品從初始設計到製造、研發、使用後棄置到回收對環境的影響。

照明在空間設計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它與建築景觀和城市空間環境形成互動。我

們設計和提供最先進的照明產品，提供高效節能，滿足功能、美學和可持續發展

的要求。因此，曼佳美®總是能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滿足各種照明挑戰。

今天，曼佳美®為住宅、商業、酒店、零售環境和公共領域等多種應用範圍提供

超過400種型號的LED和CFL照明產品。

為了強化我們在專業照明工程項目的能力，我們的燈光照明部設有諮詢、規劃、

專案管理等增值服務，務求為客戶提供度身訂造的綠色照明解決方案，以滿足他

們獨特風格且富美感的照明效果要求。

有關公司產品及環境績效的更多資訊，請參見《價值鏈管理和責任》和《環境績

效》章節。

曼佳美® - 承諾肩負社會責任，以

優質環保照明產品照亮世界，讓環

境可持續地發展，並不斷進步。

經濟表現

現今我們正面臨著日益嚴峻的全球暖化、氣候變化和天然資源快速耗盡等環境問

題。由於城市現代化和經濟步伐急速發展，全球的能源消耗依然在持續增長。各

國政府正在帶頭教育人們轉換到低碳經濟和生活方式上。就照明行業而言，在住

宅和商業環境領域如普遍性使用高能效、低能耗的燈泡，不但能大幅度降低能源

消耗，而且是最有效的解決方法之一。使用LED的照明產品能提供環保、高效(每

瓦流明)、節能及節省維護成本的優點。換言之，無論是私營或公營機構對此環保

照明解決方案的需求與日俱增。

LED照明產品在替換市場銷售前景佳，在市場需求增長和大規模生產的環境條件

帶動下，其生產成本雖然相對高，但銷售價格將持續下降，預測該業務將全速增

長。報告期內已體現價格下降的跡象，量化生產能使我們的銷售價格降低15%。雖

然使用LED照明產品初始投資成本較高，但它具備高效、節能和長壽命的特性，

是通用照明領域最有效和最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作為全球照明市場的生產商之一，我們憑著綠色創新技術、高品質和款式齊備的

照明產品而贏得客戶的信任為傲。這為我們在照明行業開拓無限商機。利安電光

源的經濟業績表現理想，在高速發展的LED照明產品替換市場，公司在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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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場增長率為115%和2012年的100%，與歐洲、美國和亞洲的整體地域市場

比較，他們同期的增長率只有31%和40%。LED照明產品佔公司銷售額的百分比

由2011年的33%增至2012年的58%。

此外，歐洲和世界其他地方已落實執行禁用白熾燈的法規，此舉也間接推動低能

耗光源的市場需求。在過去兩年間，LED和CFL為照明產品替換市場帶來巨大和

蓬勃的商機。

LED照明市場增長率

銷售業績

光不僅為人們帶來安全感；它還意味著更好的生活素質。我們在照明行業取得成

功，是因為我們對產品設計勇於創新和開發的能力，對世界照明產品趨勢的瞭解

和滿足不同市場及多元化客戶的需求是我們的優勢。我們的LED照明產品系列包

含不同尺寸和外形，提供高效、節能、長壽命和不含水銀的產品特性，是傳統燈

泡最佳的替代品。

在報告期內，我們積極擴大目標客戶群、在現有市場拓展銷售渠道，在歐洲、南

美和亞洲市場與商業伙伴合作開發工程項目業務。此外，我們在拉丁美洲和中東

等新興市場進行了深入銷售和產品推介。從2011年開始，我們在拉丁美洲成立

了一隊銷售和市場推廣團隊，專責推動由分銷照明產品給下游供應商到照明燈具

製造商對光源產品設計有特定要求的供貨業務。

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2011

LED 33%

CFL 67%

2012

LED 58%

CFL 42%

利安電光源市場
(歐洲/美國/亞洲)

資料來源：Strategy Unlimited, 2012

2011 v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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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利安電光源通過銷售曼佳美®品牌照明產品，足跡遍

及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

我們的業務多年來持續正面增長，足跡遍及全球90多個國家。歐洲是我們主要

的市場，南美市場正在高速發展，而美國市場則處於經濟復興中，在報告期內，

我們的業績表現相對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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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成就及獎項

曼佳美®品牌代表著具有高效、美觀和可持續發展價值的創新照明解決方案。為

表彰我們在照明行業不斷努力具有可持續發展觀念的先鋒，利安電光源獲得許多

獎項和榮譽。建築師、燈光設計師、電器技師和其他目標客戶便能對曼佳美®照

明產品的環保設計概念加深認識。這反映了我們在產品研發初期已採用嚴格的

標準。

過去兩年間獲得的主要獎項和榮譽有：

創新	

2012年香港國際照明產品獎:	最佳產品大

獎–光源產品	–	香港貿易發展局(HKTDC)

新產品獎	–	ARCHIDEX	2012	(國際建築、

室內設計及建材展)，馬來西亞

2012照明設計獎	(入圍決賽)	-	Emap	(照明雜

誌出版商)

環保成就

環保新產品獎	–	ARCHIDEX	
2012	(國際建築、室內設計及建

材展)，馬來西亞

「知慳惜電2012」節能比賽獲冠

軍–地球之友，香港

品質

評級“優質”2012年9月	–	德國柏林消費者

委員會Stiftung	Warentest

品質獎	–	HOMEDEC	2012	(家居裝飾展)，

馬來西亞

評級“優質”	2011年3月	–	德國柏林消費

者委員會Stiftung	Warentest

企業社會責任

商界展關懷2008年-2012年	

–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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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
和管理方針

可持續發展政策

本公司的可持續發展政策為公司業務提供發展方針指引，讓我們實現公司戰略目

標，將公司的承諾付諸實行。我們考慮環境保護、社會福祉和經濟效益的同時，

也需平衡當代與後代的需求。可持續發展的嚴峻挑戰和相互依賴性需要一個周全

整合的管理戰略。因此利安電光源致力成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管理框架，以進行

公司日常營運的工作和實現預期的業務成果。

政策聲明

利安電光源將繼續創新，提供更節能的照明產品，滿足社會的需求，同時確保我

們的後代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方向

本政策旨在成立一個共同的可持續發展框架，並提供一個整合和加強利安電光源

業務可持續發展活動的監察平臺。公司可持續發展的方向在於：

•	成為一個享譽全球的品牌和盈利高增長的國際企業，在競爭中能夠脫穎而出。

•	促進與利益相關方的相互溝通，從而影響他們為可持續的未來作出積極貢獻。

•	為社會福祉作出貢獻。

•	為世界各地的環境保護、社會和經濟目標作出貢獻。

目標

為優化公司業務表現並與公司員工、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方之間建立信任，我們

設定了以下目標:

•	將可持續發展的需求體現在我們日常的業務決策和營運中。

•	提供多元化的節能照明產品選擇和增值服務，以改善人們生活素質和滿足客

戶的需求。

•	開發創新技術和環保照明解決方案，為可持續的未來作出貢獻。

•	通過產品生命週期每個管理環節來減省資源的損耗，以減少對環境造成影響。

•	積極與員工、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方進行開放、誠懇和有建設性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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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採用可持續發展政策，設定

執行和持續監控的穩固架構 

成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下設

四個專責小組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在董事會的支持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於2011年9月正式設立，目的是提供一個

有系統的監察平臺，以整合和加強公司在可持續發展方面所有活動的進程。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是跨部門的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報告可持續發展活動的進

展、其後評估和改進。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四個專責小組，它們是產品

生命週期管理、供應鏈管理、員工管理和社區。

委員會監督可持續發展的規劃、執行和監控。委員會將對可持續發展政策進行年

度評審，並提供建議給董事會作最終決定。各部門領導或職能部門負責確保進行

的活動和執行的指令與政策保持一致性。委員會同時負責編制可持續發展報告。

可持續發展管理組織架構

董事會

指導委員會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價值鏈管理

員工管理

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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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環境設計」是我們在整個產品生命週期分析中的核心價值。產品從設計、

製造、包裝到壽命終止的處置，我們將環保元素整合在產品生命週期的每一

個階段，目的是減少材料和資源消耗，繼而減少各種排放、廢料和對環境影

響減至最少。

利安電光源憑著資深經驗和創新技術，致力提供高效的環保解決方案，期望在照

明市場設定產品標準，以滿足客戶要求。這意味著產品使用環保技術，能改善生

活素質、體現美觀設計和提供理想的投資回報。

價值鏈管理

我們對可持續發展肩負承諾和責任，通過實施高效和節約資源於價值鏈管理，力

求精益求精。使用節約資源的途徑整合在價值鏈管理的每一個過程，我們的創造

價值必須符合最佳化的產品質量和環境管理標準，並進行持續改進。

員工管理

利安電光源為公司員工提供最佳的工作環境條件和就業發展機會。他們對工作的

熱情、承諾與及他們專業的知識和經驗，使我們的客戶留下深刻印象，為公司長

遠的成功和發展奠下基礎。員工不僅是公司珍貴的資源，也是創新的泉源。

從吸引、挽留到激勵人才的同時，我們必須遵循和支持對人權、反腐敗、環境保

護和勞動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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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社區

我們通過公司所有業務流程的完整性和透明度，為公司的利益相關方創造可持續

的價值。我們需肩負社會責任，通過多樣化的溝通渠道，以互動的方式與公司利

益相關方進行溝通。

作為一家全球國際化企業，我們應負上社會責任;	 多與我們的利益相關方開展對

話和交流經驗，活躍在地方和區域協會，同時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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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生產全球首支
經典系列慳電膽

1997
生產全球首支
蠟燭燈系列慳電膽

2002
生產第一款節能反射燈

矽膠保護技術
2005
DorS四級調光技術  

生產首支符合歐盟
RoHS條例慳電膽

1999
“冷端燈管”技術

1992
利安電光源(香港)
有限公司成立

1994
創立品牌

獲得OHSAS 18001
認證

2004
熒智®技術

獲得香港工商業獎 – 
環保成就大獎 

米蘭燈展設計獎 – 
最具創意獎

英國照明設計獎 – 
創新光源及鎮流器組別冠軍

獲得SA 8000認證 

1995

獲得ISO 9001認證

獲得ISO 14001
認證 

2012
TECOH® LED模組和光引擎: MHx, CFx

高能效T8光管均勻光分佈

德國柏林消費者委員會
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2007
DIMMERABLE 
無段調光技術 

2008
生產首款PLi內置鎮流器
的可插式燈管 

 

在全系列慳電膽應用汞合金

2009
PowerLensTM 技術取得專利 

推出備有高效熱傳導技術的
曼佳美® LED反射燈系列

2010
推出LED經典及蠟燭燈系列 

曼佳美® LED反射燈系列，
取替金屬石英燈

2006

獲得IECQ
QC 080000認證

德國柏林消費者委
員會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德國《ÖKÖ Test》
消費雜誌
“慳電膽耐用度”
測試中獲評「極佳」級別

歐洲荷蘭VNU展覽
ETOP創意大獎銀獎

比利時FISA Batibouw
環保、創意及傳訊大獎 

2011
R9技術

 

推出LED經典系列A60型號
可調光的LED經典系列

德國柏林消費者委員會
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獲得香港環保產品獎金獎及銀獎

德國柏林消費者委員會
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德國Guter Rat雜誌
“慳電膽測試”中獲獎

可持續建築服務大獎 – 
環保產品獎項 

澳洲悉尼designEX – 
嶄新產品獎 澳洲《Choice》雜誌

慳電膽測試中獲獎

香港綠色企業大獎
環保辦公室管理獎銅獎

資本傑出環保表現獎

獲得ISO 17025
化學實驗室認證

獲得ISO 14064認證

產品於2002 & 2003均
被德國柏林消費者委員會
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獲得ISO 17025安規實驗
室認證

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進程 

隨著我們在LED和CFL創新技術的突破和開發，為客戶提供廣泛的選擇，使

曼佳美®品牌持續拓展到世界各地，成績輝煌。我們將全力以赴不斷推出創新的

環保照明產品、獲取專利技術和實施可持續發展的管理體系，確保產品品質和安

全符合國際標準。

我們在可持續發展政策中“創建未來”的承諾，我們將影響和鼓勵我們世界各地

的利益相關方付諸行動，以提升生活素質和保護環境。

18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1-2012



1996
生產全球首支
經典系列慳電膽

1997
生產全球首支
蠟燭燈系列慳電膽

2002
生產第一款節能反射燈

矽膠保護技術
2005
DorS四級調光技術  

生產首支符合歐盟
RoHS條例慳電膽

1999
“冷端燈管”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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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電光源(香港)
有限公司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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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品牌

獲得OHSAS 18001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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熒智®技術

獲得香港工商業獎 – 
環保成就大獎 

米蘭燈展設計獎 – 
最具創意獎

英國照明設計獎 – 
創新光源及鎮流器組別冠軍

獲得SA 8000認證 

1995

獲得ISO 9001認證

獲得ISO 14001
認證 

2012
TECOH® LED模組和光引擎: MHx, CF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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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DIMMERABLE 
無段調光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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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首款PLi內置鎮流器
的可插式燈管 

 

在全系列慳電膽應用汞合金

2009
PowerLensTM 技術取得專利 

推出備有高效熱傳導技術的
曼佳美® LED反射燈系列

2010
推出LED經典及蠟燭燈系列 

曼佳美® LED反射燈系列，
取替金屬石英燈

2006

獲得IECQ
QC 080000認證

德國柏林消費者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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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e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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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ÖKÖ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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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中獲評「極佳」級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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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FISA Batibou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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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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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ftung Warentest
評為「優質」   

德國Guter Rat雜誌
“慳電膽測試”中獲獎

可持續建築服務大獎 – 
環保產品獎項 

澳洲悉尼designE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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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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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企業管治

利安電光源是一個私營企業，期望維持一個既簡單又高度自治的營運架構。我們

的董事會由五位成員組成，負責設定公司的整體業務方向、審批管理團隊建議的

戰略、監督和改進。

我們的管理層堅信良好的治理，尤其是責任制和透明度，不僅是協助公司更有

系統地識別和控制業務風險的重要工具，而且還是經營業務的長遠可持續發展之

道。作為在節能照明產品領域創新的製造商和領導者，利安電光源致力構建可持

續發展的業務，支持客戶和員工為整個經濟作出貢獻以及成為人們美好生活和工

作良好發展的驅動力。

利安電光源的《行為守則》和政策建基在公平、誠信和非歧視基礎上，提供了一

個員工在處理業務相關活動和工作的管理框架。《行為守則》在報告期內進行了

修改。它清晰定義了在違反《行為守則》時的處理指引，員工並可透過內部管道

與人力資源部報告或溝通有關歧視和非道德的行為。涉嫌違反守則的行為將進行

內部調查，如有必要會進一步作內部審查。如果嫌疑得到確認，則會採取紀律處

罰措施。在2011至2012年的報告期內，沒有記錄任何此類情況的發生。

主席

行政總裁

採購

品牌管理

銷售及市場

營銷採購

研發

知識產權

會計

人力資源

法規及標準

營運

行政資訊科技及
作業系統

產品支援

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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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利益相關方聯繫

在可持續委員會內，我們識別了公司內外的利益相關方。他們包括公司國內外客

戶及業務伙伴，我們必須感謝他們對公司的信任和選擇我們成為他們照明解決方

案的合作伙伴。此外公司員工每天為滿足客戶對產品的需求而努力，以創新技術

提供高品質的照明產品。公司的供應商也屬於我們的利益相關方，他們在我們的

製造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後還有綠色團體和協會、媒體以及公眾，我們

正與他們建立互信關係。

為建立信任，我們與利益相關方就可持續發展不斷地進行對話。主要的利益相關

方包括我們的客戶、員工、供應商、協會組織和公眾。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是

我們計劃在可持續發展對話中採用的多種溝通媒介之一。隨著可持續發展變得越

來越重要，公司通過取得產品的環境保護認證來增加在此方面的投入。

在報告期內，利安電光源透過許多活動和項目推廣LED照明產品能有助可持續發

展。我們專注於提供高能效的LED和CFL照明產品，作為傳統白熾燈泡和鹵素燈

泡的最佳替代品。公司使用創新的技術為客戶提供多元化高品質的LED和CFL照
明產品，達到最佳化的照明品質和能效；產品通過不同的銷售渠道進行分銷，如

自助家品大賣場、曼佳美®專門店和全球的合作伙伴	-	電氣批發/零售商。

利安電光源尋求與利益相關方積極對話，通過面對面洽談、國際大型展覽、產品

生產廠房和陳列室拜訪、建築和室內設計雜誌和網站平臺，向國內外的客戶和業

務合作伙伴推廣其國際品牌–曼佳美®；重點介紹曼佳美®節能照明解決方案的優

勢和如何為可持續的未來作出貢獻。公司將繼續與利益相關方進行可持續發展

聯繫，並使其產品提升到領先國際標準。

毫無疑問，公司致力在產品生命週期的每個階段降低產品對環境的傷害。例如公

司通過與研究伙伴、大學和供應商，與及設計師和建築師一起合作，激發創作新

靈感。公司鼓勵員工之間，以及員工和管理層之間的對話。與供應商緊密的聯繫

有助於相互知識技術的交流，也有助於確保產品供應的穩定性和品質檢定。

積極參與貿易協會、照明技術團體、環境保護委員會和非政府組織活動，為利安

電光源提供了一個有效且互動的平臺，在政策制定者與影響者之間形成對話的

基礎。它使可持續照明解決方案的知識能清晰地傳遞到他們在草擬法律和標準

的過程中。

風險管理、內部監察和審計系統有助於確保公司遵守規章的制度。風險管理在

可持續發展扮演重要角色，如環境影響、人力資源結構變化和地域政治風

險。公司採取適當措施，以改善財務資料的內部審計。在2011和2012年，

公司進行了審計，確保每一個的業務流程符合所有法律規定和公司內部審查規

定。員工亦得到公司支持擴大他們在專業領域的聯繫網路和培訓活動。我們深信

強而有力的公司管治和透明度高是我們在財務和營運方位取得長遠成功的主要關

鍵。

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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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安電光源主要業務利益相
關方相關人仕，及其核心關
注事項和主要聯繫方式

員工

•	定期會議

•	工會會議

•	員工績效評估

•	員工嘉許計劃

•	定期非正式員工聚會

業務合作伙伴

•	顧客滿意度調查

•	代理商會議

•	照明產品博覽會及展覽

•	實地考察公司設施，包括陳列室	

	和生產廠房

•	公司網站

•	公司通訊

媒體與公眾

•	照明產品博覽會及展覽

•	公司網站

•	新聞稿

•	公司活動

非政府組織/學府	/環保組織

•	環境及社區計劃

•	實地考察公司設施，包括陳列室和生產廠房

•	公司網站

•	研討會

•	研究項目

利安電光源的可持續發展業務全賴於穩固的道德和企業管治、員工對工作的投入和

熱誠，以傳遞和實踐公司的戰略、社會和環境保護的可持續發展管理。這見證公司

已將可持續發展整合到照明業務中。

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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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

經濟

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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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利安電光源致力於設計和製造優質的高效節能照明產品；基於這目標，我們制定

出統一的設計和研發標準，以確保公司的產品保持上乘的品質和符合不同市場的

環境法例要求。因此，公司的產品責任並不在於普遍的「從搖籃到大門」(即從

製造到出廠)的產品生命週期，而是深化為「從搖籃到墳墓」(即從出廠到消費，

包括處置階段)，現在更進一步為「從搖籃到搖籃」(即涵蓋整個產品生命週期的

產品責任)。

產品創新

創新技術是利安電光源的成功之道	—	創新就是我們設計和開發環保照明產品的

先決條件，公司便能夠保持和拓展國際領先市場的地位。截至2012年，本公司

的發明和產品設計取得超過490項專利和設計註冊。

20122011

4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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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007 2008 2009 YTD20102006

註冊設計

累計總數

專利

2006年至2012年專利和設計註冊數量(本年度截至現在)

2009年是我們進軍LED照明市場的第一步。旗下的LED反射燈設計專利和高效

熱傳導（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TM）技術專利，擁有卓越性能包括低能

耗、高能效和低維護成本，是傳統高能耗鹵素燈的完美替代品。

創新技術和持續開發產品是我們在激烈競爭市場保持領先地位的首要任務。由於

LED技術快速進步而帶來更短的產品生命週期，以及其產品的複雜性和高技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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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反射燈系列能效的改進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高效熱傳導技術
高效熱傳導技術 (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TM) 採用高效散熱的獨家設計，有

助於防止LED芯片及其他元件的劣化。高效熱傳導技術還可以延長照明產品的使

用壽命，使燈泡在壽命結束前仍能保持最大亮度。

要求，我們需投入更多的研發資源。實際上，我們在2011年和2012年的研發支

出從銷售額的5%增加到6%。

憑著公司多年累積的經驗不斷開發和生產一般照明和重點照明的節能技術，我們

的產品印證這些節能技術能提供比傳統照明產品更高能效，大幅度地降低了能源

消耗和碳排放。

LED經典系列能效的改進

LED經典系列散熱器材料重量持續下降

*	220流明燈泡的比較

36lm/W
2010

52lm/W
2011

85lm/W
2012

27.8g
2010

23g
2011

22g
2012

14.4g
2013

45lm/W
2010

55lm/W
2011

75lm/W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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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亮點： 
靈活耐用及可持續發展的解決方案

利安電光源致力提倡「創建未來」的環保戰略。在替換照明產品和專業LED模組

或光引擎的產品市場，公司專注於研發靈活且耐用的LED解決方案。LED光源可

以伴隨最新的LED技術進行升級及替換，原有的燈具可保留，以減少對環境造成

的傷害。

我們的曼佳美®LED產品系列為照明設計師提供了高度的靈活性和設計自由空

間，既能體現LED技術的未來發展，也能提供廣泛的色溫和照明角度,	 以供客戶

選擇。

TECOH® 最新照明創新技術

曼佳美®	TECOH®	LED產品由高能效的LED模組和光引擎組成。TECOH®LED產
品提供不同外形、尺寸和照射角度的型號，適合各種不同的應用環境。

高能效的	TECOH®	MHx二代LED模組

(可插式配備非集成電子驅動器）

TECOH®	 MHx	 LED模組是陶瓷金屬鹵素燈的替代品。TECOH®	 MHx	 LED模組

尺寸與陶瓷金屬鹵素燈的G12/GU6.5相近。目前第二代產品是一個24W/17W的

LED模組，作為39W/20W陶瓷金屬鹵素燈的有效替代品。

使用TECOH®	 MHx	 LED模組的高效熱傳導燈座和燈頭專利設計提供了良好的散

熱性能，擁有出色的照明效果和流明維持率。兩個高效的軸向排列LED陣列使燈

具製造商能夠利用反射燈有效控制光線和產生卓越的重點照明。

擁有獨特設計的TECOH®	 MHx	 LED模組是理想的環保照明解決方案，應用範疇

廣泛如時裝零售、餐廳和大型購物中心等。由於TECOH®	 MHx	 LED模組不含紫

外線和紅外線，尤其能滿足博物館和畫廊照明的特別需求。TECOH®不是一種即

裝的照明解決方案，而是僅需對現有燈具設計進行簡單修改，因而能極大地減少

浪費。

高能效的	TECOH®	CFx	LED光引擎

(可插式配備集成電子驅動器)

曼佳美®	TECOH®	CFx系列是高性能轉鎖式光引擎，具有供一般照明用的集成驅

動器。TECOH®	CFx	LED光引擎按照Zhaga規範進行設計，並獲得Zhaga認可的

獨立測試實驗認證，完全滿足Zhaga規格書2的要求。TECOH®	 CFx光引擎備有

1200和2000流明，是50W鹵素燈以及2支13W和2支18W節能燈等傳統光源的環

保LED替代品。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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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佳美®	 TECOH®	 CFx	 LED光引擎的設計將白色LED解決方案結合反射燈，使

光線穿過一個半透明的上蓋，反射出Lambertian形狀的光線。曼佳美®	 TECOH®	

CFx	 LED光引擎是世界第一個Zhaga規格書2認證的2000流明LED光引擎，具有

可互換性並易於整合至燈具中。

曼佳美®	TECOH®	CFx	LED光引擎可用於一般照明用途的筒燈，應用範疇如酒店

大堂、餐廳、超市、接待處或者其他更多應用場合。

本公司定期與公司的利益相關方，尤其是業務合作伙伴進行溝通，以收集他們

的回饋和建議，從而確保本公司在豐富公司客戶的可持續發展生活方式選擇的同

時，能夠繼續提供最佳照明解決方案。我們在早期認識到LED技術的優勢和可能

性，開發使用創新LED技術的產品並將其成功地引入市場中。

曼佳美® TECOH® MHx LED模組贏得由香港貿易發展局
(HKTDC)舉辦的2012年香港國際照明產品大獎: 最佳產
品大獎–光源產品

曼佳美® TECOH® CFx LED光引擎是世界第一個獲得
Zhaga規格書2認證的2000流明LED光引擎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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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曼佳美®LED和CFL
照明產品–技術里程碑

通過使用LED反射燈專利設計和
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TM 
(高效熱傳導）(TCH）技術， 
曼佳美® LED產品能夠實現卓越
的性能，具備低能耗、高能效和
低維護成本的特點。在相同能耗
的情況下，它比其他任何LED競
爭產品能提供可量化的更高品質
照明性能。

隨著首批經典系列和蠟燭型節能
燈和首批可調光節能燈的推出，
用戶可以以一種更為環保的方
式，體驗到一種完美的光源。

1999 專利“冷端燈管”技術

2004 熒智®技術

2007 DIMMERABLE® 無段調光技術
(無段可調光慳電膽)

1997 生產全球首支蠟燭燈系列
慳電膽

1996 生產全球首支經典系列
慳電膽

2001 生產業界首款R50
節能反射燈系列

2002 生產業界首款GU10
節能反射燈系列 專利矽膠保護技術

2005 DorS四級調光技術 產全球首支符合歐盟
RoHS條例慳電膽

2008 生產首款PLi內置鎮流器的
可插式燈管

在全系列慳電膽
應用水銀合金

2009

2010 快速預熱技術

2012 TECOH® LED模組和光引擎：MHx, CFx
高能效T8光管均勻光分佈

2011 R9技術
可調光的LED經典系列

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TM（高效熱傳導) (TCH)
技術的LED反射燈

PowerLens專利技術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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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D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利安電光源將環保元素整合在產品生命週期中的每一個階段之中，包括從研發、

設計、製造、包裝、使用、處置到回收。通過制定「環保設計」政策，讓我們識

別整個產品生命週期中的重大環境影響問題，從而促使我們開發出更多循環再

造物料製造、更高節能、對環境影響減至最少和使用壽命更長的環保照明產品。	

LED產品生命週期概要

材料

更多可回收材料
• 鋁
• 塑膠
• 符合RoHS (限制有害物質指令) 要求
• 不含水銀

自動化量化生產
• LED芯片生產高度自動化
• 廣泛使用表面組裝技術組件
• 減少生產每個零件的能耗

運輸

未來減重潛力大
• 更高能效，使用更輕散熱器
• 微型電子驅動器電路

使用

使用中減少環境影響
• 長壽命照明產品
• 高能效LED (使用更少千瓦時)
• 高效率驅動器 (使用更少千瓦時)
• 調光 (使用更少千瓦時)
• 智能控制 (使用更少千瓦時)

壽命終結

符合WEEE (廢棄電氣及電子設備指令)
• 一般可回收零件
 包裝
 鋁質散熱器
 塑膠外殼和燈頭
 塑膠或玻璃燈泡/外蓋
 電線
• 高等級回收部件
 印刷電路板 (銅)
 LED (金絲)
• 焚燒供能量回收
 膠/封裝材料
 其他部件

生產

簡化生產過程
• 減少組裝步驟
• 減少老化試驗的耗時
• 減少生產每個照明產品的能耗

包裝用的回收或可回收材料
• 使用紙和PET
• 不使用聚苯乙烯

壽命終結

使用

運輸

生產

材料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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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L和LED對環境的影響的比較

白熾燈 節能燈 2012版LED
(當前)

2017版LED
(預測)

平均壽命（小時） 1500 8000 25000 40000
同等照明產品 17 3 1 0.6
瓦數（相當於800流明） 60 15 12 6
能效（流明/瓦） 15 55 65 134
散熱（瓦-小時） 25 8.8 2 1
二氧化碳排放（公斤/年） 50 16 10 5
水銀 不包含 包含 不包含 不包含
滿足RoHS 是 燈管除外 是 是
低溫下的性能 一般 劣化 優秀 優秀
濕度敏感性 一般 劣化 一般 一般
啟動時間 即時 預熱時間 即時 即時
開/關週期對壽命影響 一般 降低壽命 一般 一般
堅固度 易碎 易碎 更堅固 更堅固
點光源 是 分散 可能 可能

亮度（流明）
450 40 9-13 7 3.5
800 60 13-15 12 6
1100 75 23-30 17 8
1600 100 23-30 25 12
2600 150 30-55 40 19.5
資料來源:	美國能源部(DOE)

性能比較：白熾燈、CFL和LED

水的影響土壤影響

空氣影響資源影響
全球變暖

酸化

光化學氧化

平流層臭氧損耗

人體毒性

淡水水生生態毒性

海洋水生生態毒性

富營養化
土地使用

生態系統破壞

陸地生態毒性

非生命資源耗竭

無害廢物堆填

放射性廢物堆填

有害廢物堆填

資料來源: 美國能源部(DOE) LED 2017LED 2012CFL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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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佳美®LED創新技術一覽：

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 (高效熱傳導）(TCH）技術

溫度及其控制對LED照明產品的品質和壽命有著重要的影響。為確保LED照明產

品在最佳化的性能操作，關鍵是有效的散熱管理。

現今市場提供了許多定向LED照明產品，它們都集成了多個光輸出的導向

棱鏡。然而，這些棱鏡容易導致眩光增加和出現多重陰影的“視覺雜訊”。	

由於曼佳美®LED定向光源採用的是反射燈而非棱鏡來導向光輸出，所以	

曼佳美®LED反射燈能發放高品質的清晰光線。

曼佳美®的	 Thermal	Conductive	Highway™(高效熱傳導)	 (TCH)	 技術使用獨特

的散熱設計，通過反射燈有效地散熱，避免LED對其他零部件造成劣化。該技術

擁有卓越的流明維持率，使LED照明產品的壽命特長，甚至在產品壽命末期仍有

70%的初始亮度。因其卓越的散熱管理，曼佳美®LED反射燈系列將高能效、壽

命長和可靠性等優勢結合起來，與傳統光源相比較，它消耗的能源僅為它們的一

小部分。

曼佳美®獨特的幾何結構與高效熱傳導技術，促成最佳熱控制

防眩板

LED多晶片組

高效熱傳導

曼佳美®獨特的LED反射燈技術

LED多晶
片組

高效熱傳導

防眩板

抛物線
反射器

散熱器

隨著曼佳美®LED反射燈技術的出現和優化，其超卓的散熱管理、不含紫外線和

紅外線的優點，使它們突破以往因散熱問題而不能安裝傳統鹵素燈的局限，近距

離安裝及照射陳列品。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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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一致性

締造歷久常新的LED照明方案關鍵在於LED照明產品的整個生命週期的色差是否

能處於一個可接受的色容差。為了定義燈與燈之間「可接受的色容差」，LED製
造商採用了麥克亞當橢圓	(MacAdam	ellipse)	和色容差（SDCM）等測驗色彩一

致性的衡量方法。

麥克亞當橢圓	(MacAdam	ellipse)	是一個量度色差的系統，它測量圍繞這些坐標

軸的色差可以達到多大而不會被人眼看出顏色的改變。在目標色彩的周圍可以畫

出一系列橢圓，每一個燈越接近目標，那麼這些燈安裝在一起時所能被看出的色

差就越小。

每個橢圓目標點的距離用SDCM進行測量。1個單位的SDCM意味著LED晶片

間沒有色差，2-3個SDCM意味著存在目視無法辨別的色差。市場可接受6-7個
SDCM的色彩一致性，這也符合歐洲的生態設計	(Ecodesign)	和美國的能源之星

要求。

由於曼佳美®對螢光粉/LED摻合物的控制和最佳控制，其LED光源在色差方面有

卓越的性能，色彩一致性為3-5個SDCM。

曼佳美®
0.40

0.39

0.41

0.42

0.43

0.38

0.37

0.36

0.35

0.34

0.33
0.35 0.36 0.37 0.38 0.39 0.40 0.41 0.42 0.43 0.44 0.45 0.46 0.47 0.48

3 SDCM

4000K

2800K

5 SDCM

5 SDCM

7 SDCM

7 SDCM

2800K

4000K

CIE1993	X,Y坐標系色品圖，顯示曼佳美®專業照明系列

380 500 600 700 800

1.5

1.0

0.5

0

曼佳美®2800K光譜曲線

380 500 600 700 800

1.5

1.0

0.5

0

曼佳美®4000K光譜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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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性調光
(供使用傳統*調光開關的LED)

該形式提供了一個流暢的調光體驗，類似傳統白熾燈和鹵素燈連接到先進調光器

的體驗。調光時，轉動旋鈕可獲得從100%到10%光暗範圍。

線性調光（DC1-10V）
(供具有外置驅動器DC1-10V調光的LED)

線性調光可實現和媲美傳統光源的流暢調光體驗。當照明產品連接至DC1-10V
調光驅動器和DC1-10調光器時，光暗範圍可從100%無級調節至1%。

全面調光方案
曼佳美®LED調光系列具有以下兩種形式：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線性調光

以光暗掣調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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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回收再造 

由於天然資源是有限的，作為照明產品生產商，我們面臨的挑戰是生產更具節

能效益照明的產品需求。我們正專注於產品的能效，以及減少自身和客戶的碳足

跡。這不僅包括我們的製成品，還包括我們的製造和物流過程。我們正在對現在

和未來產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事實上，生產會產生廢棄物。我們中國廠房生產的LED和CFL照明產品；在進行

生產試驗和製造樣板，廢棄物都被收集和再利用。

用於包裝照明產品的物料，包括紙板箱和填充包裝物也是可回收的。在我們的

生產廠房已採用了一種包裝系統，切碎現場的紙板，將其回收用作泡沫填充包裝

物。這樣，包裝物料只由可回收的紙類廢棄物組成。

回收物料能保護資源。我們產品使用的大多數材料都是可回收的，這對環境有明

顯的好處。在產品壽命結束的物料和產品回收率方面，曼佳美®LED照明產品的

回收達到	97%	(定向照明產品–反射燈系列)	和	98%	(非定向照明產品–經典系

列），比《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指令》的標準分別高出27%和28%。

利安電光源期望降低包裝物料的消耗。我們選用與環境最相容的包裝產品，並盡

可能地使用再生紙製成的紙板，或聚苯乙烯包裝的替代品。

LED	PAR	16,	6W

回收率(%)

曼佳美®照明產品測試結果曼佳美®照明產品測試結果

97%

可再生及循環再造率(%)

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指令*標準的

最低要求

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指令*標準的
最低要求

70% 50%

84%

LED	CLASSIC,	3.5W

曼佳美®照明產品測試結果曼佳美®照明產品測試結果

98%

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指令*標準的

最低要求

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指令*標準的
最低要求

70% 50%

84%

回收率(%) 可再生及循環再造率(%)

* 歐盟委員會2002年第九十六號《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WEEE)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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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質量與安全

鑒於LED技術的發展步伐快速和該技術朝向複雜電子照明系統的轉變，品質管理

則成為我們在全球增長戰略中當前和未來提供創新、可靠和安全LED照明產品的

重要先決條件。隨著LED技術引入照明市場，我們需參照有關國際水平的品質測

試方法和滿足其測試標準。例如，IES	 LM-79是針對光源亮度	 (流明)、效能	 (每

瓦流明）和色彩特性的測試；IES	LM-80則針對LED的流明維持率的測試。

為確保曼佳美®產品滿足最高的品質標準，我們位於中國的生產廠房配備了最先

進的裝配線。公司內部實驗室獲得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	(CNAS)	和美國

國家NVLAP的	ISO	17025	認證，並具備為	UL、SEMKO	和	TUV	執行現場測試

的資格。

我們通過的國際認證，包括	 ISO	 9001:2008、ISO	 14001:2004、ISO	 14064-
1:2006、OHSAS	18001:1999、SA8000:2008	和	 IECQ	QC	080000:2005，確保我

們的業務按照最嚴格的品質管制系統運行，同時也在我們的營運中考慮了大量

的環保元素。這些國際資格認證顯示了我們關心員工福利和承諾肩負社會責任。

公司定立了完善的檢測措施和品質檢測站，以持續改進生產過程和產品質量。

核心質量檢查

為了持續改進品質檢測流程，公司在生產過程和產品中進一步加強了管理、控

制、減少和消除有害性物質的規程，並於2006年獲得「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	

080000」認證，此舉有助於公司的產品符合歐洲採用的《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	指令》和《限制有害物質(RoHS)指令》。

曼佳美®照明產品是卓越的象徵，這品牌形象可從客戶使用高品質物料、創新技

術、品質安全和性能控制，包括節能標準的嚴格控制來實現。

印刷合成
電路板
檢測

塑膠部件
檢測

啟輝測試 老化測試 耐壓測試

波鋒焊
檢測

自動插件
及自動貼
片檢測

組裝印刷
合成電
路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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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商管理

公司確信供應商的品質管理和發展應給予高度重視。採購戰略必須評估整體價值

和實現一個顯著的可持續競爭優勢，例如成本效益、品牌形象、產品質量、物流

績效和客戶服務。以下是我們識別採購戰略的核心價值：

供應商優化：公司選擇一個能夠提供最佳價格和條件優秀的供應商體系。它要求

供應商提供持續優質的服務，以確保最佳的採購實踐。

風險管理：供應商的評價應該不僅依靠價格優勢，而且也依靠那些最可靠的供應

商，能在合理的價格範圍內提供最好的品質。生產活動和支援服務應該繼續進行

審查，以評估其競爭力。

綠色採購：該戰略克服循環再用和採購進程中對環境的負面影響。利安電光源選

擇的採購戰略將促進成本降低、品質提升，並確保高品質的產品準時送達目的地

的最佳採購實踐。

不同的產品組別採用不同的採購戰略。在利安電光源的產品組別採用兩個分析標

準來評估供應商：成本效益和採購產品相關的供應風險。品質一直是我們在採購

供應運作過程中的首要任務。LED晶片是我們照明產品關鍵的零部件，供應商若

提供專利侵權的LED晶片，他們必須100%予以賠償。實際上，專利問題對我們

的可持續業務是非常重要的。

採購戰略還包括與供應商之間建立良好密切關係。通過相互合作，促使供應商

優化處理訂單的流程、縮短交貨週期和避免因供應商延誤交貨導致大量庫存的需

求。生產活動和支援服務必須持續和審查，以評估供應商的競爭力。例如，按照

ISO	 14001體系的環保嚴格要求，對主要供應商進行審查；以及對合併發貨的關

鍵產品進行定期監察和審查。此外，我們的供應商必須和我們一樣遵守反腐敗和

賄賂的法律規定。

產品庫存管理

照明工業生產對度身訂造的產品和服務的需求越來越高，繼而衍生出更多規範

化、標準的設計和產品之間的可組合性。面對全球的激烈競爭和合符經濟效益的

原則，促使製造商採取最佳化的業務流程和其他措施來提高產品和服務的品質。

利安電光源正致力減少營運支出、投入資源以改善業務生產流程、對現有產品進

行優化和效率提升，同時維持產品質量和滿足安全及監管規定。對所有製造商來

說，庫存也是公司重要的投資。因此我們要盡可能從庫存管理中獲得最大的投資

回報率，優化產品品種是有效的方法。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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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範化是一種重要的庫存管理技術，它有助於優化產品分類。採用這一技

術，在分析如銷售和毛利等參數基礎上可以逐漸淘汰不良庫存的產品品種。我們

便能妥善管理價值鏈以避免高庫存、高報廢和錯失銷售機會。

產品規範化包括LED和CFL照明產品。CFL產品規範化皆因旗下每一系列均

擁有許多技術特性相近的產品型號，導致不同產品型號的訂單出現和離散分

佈。ERP系統因此變得非常笨重，訂單處理的效率也降低。由於LED技術的提

升急速發展，LED產品規範化有助我們增強自身的競爭力，對產品分類進行規範

化，優化我們和客戶的庫存管理，並對市場變化和需求快速回應。

成功的產品規範化案例可分為四個階段：啟動、規劃、執行和實踐。其中規劃和

預測需特別重視，而此規劃程式的好處在於優化庫存投資的回報率。如庫存管理

完善，整個價值鏈會變得更加穩健。目前，我們的LED和CFL產品分類已達到期

望的標準，並進一步邁向可持續發的未來。

顧客滿意度

公司必須滿足客戶的需求，以保持及擴大其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的領先優勢，例

如成本優勢、品牌形象、產品質量、物流績效和客戶服務。我們還將整體表現與

其他表表者進行標杆分析，以追求各方位取得更卓越表現。

每年度的顧客滿意度調查，有助我們收集客戶的回饋和進一步完善向客戶提供的

產品和服務。在過去兩年間，LED照明市場無論在技術、產品範疇和價格皆經歷

了急速變化。作為創新技術的製造商和品牌商標的持有者，利安電光源面對變

化多端的市場和客戶需求時，仍需保持其競爭優勢和領先國際地位。客戶的回饋

對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尤其重要。因此，我們非常重視、分析和檢討目前的工作程

式，並制定行動計劃，為客戶關心的問題，提供稱心滿意的解決方案。

儘管我們的整體顧客滿意度在2011年和2012年維持75%的高位，但我們意識到

客戶最關心的問題是訂單交付週期，顧客總是期望更短的訂單交付週期。為此，

我們發起了「訂單合併專案」，它極大地優化了小批量產品類別的訂單交付週

期。這是通過在原材料採購、生產計劃和物流管理方面精簡我們的訂單處理。我

們將繼續為我們的客戶保證和改善訂單的交付週期。該計劃是一項持續的工作，

預期的結果現已取得客戶的正面回應。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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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環境績效

作為全球領先的高能效光源製造商，可持續發展對於我們而言不僅意味著設計和

生產環保產品，還有我們在經營業務的過程中減少對環境影響的承諾。為此，我

們設計和實施有效的環境管理體系，考慮對公司的能源和溫室氣體排放相關的事

項進行管理，妥善處置生產線的廢料，減少污染。更重要的是，環保概念已成為

公司文化的核心元素，並將我們的承諾和努力深深注入每一位員工的心扉。

環境管理體系 

自1999年，利安電光源在中國的生產廠房和香港辦事處，均實施了符合ISO	

14001規定的環境管理體系要求。這讓我們有系統地瞭解我們進行業務營運進程

中對環境造成的全面影響。

我們相信該環境方案規劃是實現環境管理的成功關鍵。此外，積極的環境管理體

系將確保公司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和減少對環境的影響。我們通過不同相關部門執

行有效的環境措施。因而，該環境方案規劃不僅用於制定環境目標，也用於提供

持續性的環境績效監控。

公司的環境政策「創建未來」清楚地闡述公司的環境戰略和產品從開發到處置和

回收的方案，環境管理是我們優先考慮的企業發展方向。我們致力於：

環保政策
創建未來
•	設計及實行無污染生產程式
•	儘量使用可再生及循環再造物料以減少浪費資源
•	遵行環保法例及行業安全監督
•	激勵員工、商業伙伴及公眾關注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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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利安電光源的環保政策—「創建未來」，

帶領我們生產節能的環保照明產品，提

高產品平均壽命和回收率，大大減低對

環境的影響。

能源使用和碳足跡

環境管理遠遠不僅限於與法律規章保持一致。我們希望成為好的榜樣，一直在

尋求優化或減輕負面環境影響的方法。在我們與利益相關方溝通時，最常提及

的環境問題是能源消耗、溫室氣體（GHG）排放和業務營運而產生的廢物。利

安電光源常關注這些議題，並對其進行投放資源，權衡其活動的影響。

節能是每所生產廠房和每個部門或單位要權衡的職責。我們的新技術投資是節

能規劃的一部分。利安電光源的節能績效始於生產過程改善、技術優化和員工

的積極性。

耗電量

電能量是我們主要營運成本之一，這也是公司長期專注的問題。我們致力減少

生產廠房和機器的耗電量，並提高其能源效益。同時，間接性的溫室氣體排放

對能耗管理也是非常重要。

利安電光源對耗電量的效率進行持續優化，如今，消耗已經降到了最低。在

2011年和2012年期間，我們的耗電量從	 14,797,251	 千瓦時	 降低到10,445,361	
千瓦時，減幅達12%。

耗電量–生產廠房

14,797,251 千瓦時
2011

10,445,361 千瓦時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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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能源效益是投資決策的一個關鍵標準，公司將繼續投資在全面降低能耗的新

專案、設備和有關提議。

利安電光源明白到激勵員工的積極性是提高效率和節能的關鍵。在現有持續改進

專案下，公司鼓勵員工提出改善能耗的方法。該專案獲得了員工的信任，提高了

他們對工作的興趣，這對公司和員工相方均有裨益。員工提出的建議往往都是低

成本方案，並能立即實踐。

儘管如此，公司還是設定了耗電量目標，期望2020年生產廠房比2012年降低

20%。

耗紙量-生產廠房

172,290加侖
2011

111,101加侖
2012

1,201,650張
2011

567,400張
2012

耗紙量

2011年生產廠房的總耗紙量為1,021,650張，在2012年減少了45%為567,400
張。2011年每訂單的耗紙量為62張；2012年則減少了40%，為每訂單37張。通

過培訓員工後，我們對減少使用紙張有明顯的改善。

我們期望2016年耗紙量比2012年無論總耗量和每訂單耗量均降低15%	。

耗水量

利安電光源設定了目標使用最有效的方法使用水，避免因公司的營運影響當地

地區的水質。我們的照明業務滿足所有關於水質的法規要求，定期進行檢測。

在2011年公司的總耗水量為172,290加侖（人均329加侖），在2012年降低了

35%達到111,101加侖（人均233加侖），這主要來自城市供水。

我們的用水主要與生產廠房的非生產部分有關。公司主要在準備和清洗過程中

使用大量的水。飲用水和營運廢水則佔較少的百份比。從公司的環境影響來

說，水並不是重要的影響元素，但我們仍需珍惜水資源，並盡可能符合經濟效

益地使用。

公司設定了2016年的耗水量目標比2012年降低10%。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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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料與回收

從產品開發的初始，我們已考慮避免生產過程中的廢料和回收開發產品的可能

性。在所有生產廠房，廢料按物料類別進行分類，有助於回收再用。

收集的廢料能回收再用會優先處理。這類廢料主要包括金屬、塑膠和紙張等。

在2011年我們錄得159,730噸綜合回收廢料（比2010年的427,666噸大量降幅達

62.7%）。這一數位在2012年進一步降低到138,795噸，降幅達13.1%。對不可

回收再用的廢料包括有害廢料和污水，將通過垃圾堆填處置。

廢料回收

2012201120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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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

塑膠

紙張427,666

159,730
138,795

溫室氣體排放-生產廠房

碳足跡 

作為全球環保照明解決方案的領先創新製造商，利安電光源明暸碳排放對人們

生活和健康素質的影響。儘管照明工業就溫室氣體排放而言是一個相對清潔的行

業，利安電光源仍向氣候變化宣戰和支持中國實現溫室氣體減排的目標承諾。自

2010年起公司已依據	 ISO	14064	標準的要求開始量化和報告溫室氣體排放量，

目的是建立和實施一個準確而可靠的監測和報告體系。

隨著我們LED技術的轉移和CFL照明產品因市場需求而逐漸減量生產，各生產廠

房的總溫室氣體排放從2010年的24,845噸二氧化碳到2011年的14,613噸，降低

了41%。2012年較去年同期減低了31%至10,035噸二氧化碳排放。我們的溫室

氣體排放主要來自供應商和生產線的耗電量。

24,845噸
2010CO2

14,613噸
2011CO2

10,035噸
2012CO2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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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生產線的設備運行需要使用溶劑而產生極微量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因此沒

有進行記錄。公司採取的溫室氣體排放的削減措施主要在生產過程中優化使用物

料和減少能耗。

我們設定了在生廠廠房降低溫室氣體排放的目標，到2020年比2011年進一步降

低20%。

除了我們的節能產品，我們對可持續發展的理解還包括對價值鏈的管理和負責，

這反映我們的生產業務和各供應商的合作尤其重要，環境管理系統與品質管理系

統緊密相連。

有效率的運輸物流有助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成本，並確保所有產品能準時交付到

目的地。這些要求通過專業物流公司可以更加靈活和有效地達到，因此公司將所

有運輸活動外包至專業服務供應商。

利安電光源對運輸服務提供者有嚴格的甄選標準。制定這些標準能確保可持續發

展、高品質和有效的物流服務。其中運輸的方式、商業考慮和運輸排程需要優先

考慮。由於空運的碳排放和成本高，應當儘量減少使用，我們分銷的照明產品多

以海運為主。目的是通過優化計劃和發貨合併減少空運的比例。運輸物流供應商

若擁有國際認證（ISO	9001和ISO	14001認證），滿足歐洲汽車廢氣排放標準	(

歐盟5或以上）和配備雙層裝卸系統的運輸團隊將予以優先考慮。最終的目標是

儘量減少我們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確保資源的優化利用。運輸活動在這裡起了重

要作用。

綠色辦公室 

為了履行公司的環保責任，我們採取多種舉措在香港設置一個綠色辦公室。現有

辦公室的設計廣泛地使用自然採光，設置回收角收集廢紙、信封、塑膠、鋁罐、

玻璃瓶和廢舊燈管和電池等，無不體現公司對環保的堅持。

自1999年以來，公司還實施多次改進方案，建立無紙化辦公室，例如，制訂紙

張回收制度，採用電子通訊交流平臺，使用回收紙張，充分利用電子檔和報表系

統以減少紙張的使用和儲存。我們還採取措施鼓勵和促使供應商減少其紙張的使

用。此外，公司開通“NeoShare”線上平臺與業務利益相關方分享資訊，免卻

發送大容量電子郵件以及發送CD光碟的需要。我們只需要將有關文件上傳到線

上平臺，業務利益相關方只要輸入用戶名稱和密碼，便可隨時隨地下載資訊。這

個平臺不僅能減省傳送檔的需要，而且還節省了紙張和其他物料的使用，更減少

了運輸造成的碳足跡。

線上平臺	―
NeoShare

上載檔案 下載檔案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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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1年公司辦公室的總耗紙量為174,000張，或每訂單耗紙量為13張；而在

2012年持續減低到140,300張，降幅19%，或每訂單11張，降幅15%。

耗紙量–香港辦公室

為降低資源消耗和提高廢料回收的效果和效率，培訓和簡報有助於增強員工使用

雙面列印、減少列印、監察耗紙量、使用電子通訊形式、審核和升級當前回收設

施的意識。

我們設定了2016年耗紙量目標，在總耗紙量和每訂單比2012年降低15%。

174,000張
2011

140,300張
2012

201,170千瓦時
2011

154,220千瓦時
2012

耗電量–香港辦公室

香港辦公室的耗電量在2012年為154,220千瓦時，比2011年的201,170千瓦時持

續降低了23%。

我們很驕傲贏得了由地球之友（http://powersmart2012.foe.org.hk/eng）舉辦的

「知慳惜電2012」比賽冠軍，我們從2012年6月到8月夏季用電高峰時期的耗電

量較去年同期大大降低了41.7%。這是由於我們細密地進行調查和優化通風系統

的結果。

我們設定了2020年的耗電量目標比2012年降低10%。

碳排放–香港辦公室

為了減少對環境污染的排放，公司從2011年開始，就香港辦公室用電、本地和

海外交通活動而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進行記錄統計。在2011年，溫室氣體排放

量為314噸二氧化碳，在2012年則降低至297噸二氧化碳，降幅為5%。

我們設定了到2020年的總溫室氣體排放比2012年減少10%的目標。

314噸
2011CO2

297噸
2011CO2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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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員工的海外交通活動，我們將考慮差旅的必要性，並比較是否有其他如視像

會議等適當的替代方式。我們努力將航空差旅維持在最低水平，若多位員工被派

前往海外相同目的地，要求他們一起乘搭交通公具，以減少碳足跡。本地員工日

常上下班乘搭交通公具的模式，沒有大改變。

本部分展示了公司碳足跡的整體形象，同時也為利益相關方提供清晰的資訊。

環境教育

利安電光源提倡綠色辦公室，通過執行綠色辦公室的實踐和不同環保專案來增強

員工對環境保護的意識。「綠色星期一」是我們宣揚健康、環保和低碳生活的項

目。我們只需每週一食素一天，便能展開有助減少碳足跡和提升健康水平的簡單

方法。其目的是通過鼓勵人們參加「綠色生活由此起」(www.greenmonday.org.
hk)	來推廣綠色態度，尤其提倡綠色飲食。

「綠色星期一」注意到因生活方式、飲食和文化而帶來負面環境影響的社會問

題。多數人沒有認識到肉類對環境和對個人健康都有負面影響。每週少吃肉一

天，除了減少個人的碳排放，也能降低某些疾病的風險。每週食素一天只是邁向

低碳生活的第一步。你可以在星期一或者每天進行一些生活方式的改變，來減少

更多的碳足跡。

無肉餐單：健康新穎的新派素食

低碳生活：停車一天的簡單自在

循環再用：廢物分類及升級再造

愛惜資源：縮短沐浴時間及
燈光備有調光功能

回歸自然：戶外運動及綠色種植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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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環境保護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因此公司竭力通過多種途徑，尤其是教

育方式與我們的利益相關方和社區聯繫。於2010年，公司在香港總部大樓建成

首個LED照明陳列室。總面積達六千平方英尺的陳列室由五大業務展覽區構成，

包括酒店大堂和前廳、零售商店、畫廊、酒吧和餐廳，其總體設計和理念是通

過高效節能的LED照明產品的多功能性，從而體現出低碳環保的照明理念。

公司歡迎合作伙伴、學校、非牟利組織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前往參觀陳列室，以

體驗創新LED照明產品的靈活可塑性和多功能性，如何實現並替代傳統高耗電量

的光源。眼見為實，我們未來的照明技術讓公司的利益相關方觸手可及。

利安電光源不僅通過自己設置的平臺宣揚環保，還通過支持和參與社區活動，

致力促進提升人們的環保意識。具體活動如下：

香港電器與電子設備回收協會發起的 
「慳電膽及光管回收計劃」

地球之友(香港)組織的「6.21夠照熄燈
行動」和《良心回收約章》

世界自然基金會組織的「地球一小時」

環境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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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員工

本公司憑藉關愛、開放和激勵性的工作氛圍，矢志成為首選顧主，以吸引最優秀

人才與我們共事.

我們的團隊

利安電光源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別僱用了2,000名和1,500名員工。在2011年和

2012年生產廠房的員工佔總員工人數95%。然而生產廠房僱用員工在這兩年間

卻降低了25%。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對LED技術的和非密集式勞動生產轉移，與及

CFL照明產品隨市場需求而逐漸減產，利安電光源正努力通過這精簡生產線過程

儘量避免減少員工的流失。

2011/12年員工人數

20122011

香港
96

中國
1,511

香港
109

中國
1,915

性別和年齡分佈	(香港員工) 性別和年齡分佈	(內地員工)

2012
年齡

2011
年齡

2012
性別

2011
性別

30 - 50
76%

< 30 
20%

> 50
4%

30 - 50
59%

< 30 
40%

> 50
1%

男性
53%

女性
47%

男性
53%

女性
47%

2012
年齡

2011
年齡

2012
性別

2011
性別

30 - 50
50%

< 30 
49%

> 50
1%

30 - 50
58%

< 30 
41%

> 50
1%

男性
44%

女性
56%

男性
35%

女性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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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員工

公司的組織結構圖和指揮鏈定義清晰，員工可在公司內聯網上提取資料。團隊精

神是公司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創新絕不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我們的團隊跨地區和

跨國家進行協作，支援整個價值鏈管理。這包括研發、產品開發、採購、生產、

銷售和市場推廣與及物流管理。

利安電光源意識到其業務活動和長遠的成功需要高素質，積極和忠誠的員工。	

LED照明技術的引入和技術提升加速全球市場的需求變化，在人力資源方面也構

成新挑戰。除了新入職員工，利安電光源需要為現有員工提供適當的培訓、財務

和非財務利益，以吸引和挽留人才。由於我們的照明產品是全球化銷售性質，所

以廣泛地聘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才。這主要適用於銷售和市場推廣和產品開發。

員工的權益和福利

利安電光源視尊重員工的人權為根本責任。在中國大陸的營運中，公司已經實施

SA	 8000社會責任的國際標準體系。這不僅為我們提供一個有效的支援框架，協

助我們更好地符合國家的法例法規及全球各地客戶在勞工議題方面的要求，而且

還可以通過實施良好勞工管理守則，改善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公司已於2011年初制定了《行為守則》，並在2012進一步修訂內容。《行為守

則》為員工的權利和責任、利益衝突、反腐敗、賄賂與及不端行為的後果等工作

道德標準設定了清晰的承諾和指南。公司與員工溝通了保密資訊的定義和處理方

法。此外，倉庫操作指南和辦公室健康安全指南將於2013年開始生效和全面實

施。

如發現歧視的情況，公司將按照《行為守則》規定的程式進行處理。任何針對員

工的歧視都將與負責部門一起進行調查。

公司與工會常保持建設性和公平的關係。員工可通過電子郵件的渠道向管理層提

出他們的意見和投訴，電郵地址：comment@neonlite.com.hk。公司歡迎正反

兩面的意見，收到的電子郵件將嚴格保密處理。

有關工會會議記錄和員工投訴記錄將更加有助於公司規劃的年度審核。在2011
年總計有101項投訴，而2012年降低到99項，降幅為2%。

此外，員工代表與管理層每月有定期會議，這是一個良好的溝通橋樑，收集員工

想法並及時得到管理層的回應。所有員工的詢問和投訴都進行了調查和處理，直

到問題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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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職業健康和安全是我們管理方針的重要一環，並有助於持續改進。公司經常舉行

職業健康和安全的培訓，以增強員工對自己和同事的責任感。按2011和2012兩
個年度的評估，記錄的工傷個案從16宗降到了9宗，降幅達44%。工傷的主要原

因是人為疏忽，報告期內沒有死亡事故記錄。

利安電光源要求嚴格遵守適用於所有員工的安全原則：

•	遵守所有相關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法律、法規和其他規定

•	監察職業健康和安全的系統化管理

•	提高員工對潛在風險的警惕性，增加其職業安全的責任感

•	採用新技術和新方法，以消除職業安全潛在風險，尋找改善空間

•	與工會和相關組織團體合作執行職業健康和安全專案活動，確保我們遵守勞

動法規的要求

我們的生產廠房已實施一套健康和安全管理制度，並取得OHSAS	 18001認證。

為有效實行健康和安全管理，公司還委任由主要部門和員工代表組成的職業安全

監察團隊，負責調查和跟進工傷意外的原因，以提供和改善職業健康和安全的措

施。

利安電光源希望通過預防勝於治療的措施來實現零工傷意外。如發生工傷意外，

我們必須進行詳細調查，繼而推行安全教育、改善設施和設備，避免意外再次發

生。各主要生產部門需提供應急支援計劃，詳列各種類型緊急情況或工傷意外的

處理方法。有關工作場所的健康和安全措施的改善將繼續進行。

我們為生產廠房的員工提供了完善的醫療和保健諮詢服務。康樂俱樂部也為員工

提供了鍛煉體魄和舒緩壓力的好地方。

關愛員工

48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1-2012



員工溝通

利安電光源高度重視內部員工溝通，因它在公司文化扮演重要角色。通過內聯網

我們有效提供公司資訊和更新資訊給所有員工。公司也重視與每位員工的個別溝

通。辦公室整體設計是開放式，藉以鼓勵和加強管理層和下屬之間的溝通。

員工年度績效評審是公司與員工重要的溝通途徑，目的是提升員工發展機會，並

與公司發展目標同步。績效評審使經理與員工之間進行相互交流，為來年達成共

同目標並相討發展的機會。這一過程涉及評審基準和資料保密的規則。公司員工

的資深經驗和創意潛能可為公司業務帶來無限機遇。與員工進行持續對話，他們

的回饋有助公司不斷改進業務生產進程。例如，員工在內部建議專案中，他們的

意見將按有規劃的方式處理，並在可能的情況下執行。

我們重視與員工對話，這造就我們為員工提供一所以餐廳為背景和寬敞的茶水

間。除了家庭和工作以外，這裡提供了第三空間給員工，無論早餐、午餐和其他

時段均可讓他們進行交談。這裡是社交聚會點，我們得到員工的正面回應。	 然

而，不僅是員工可以每天使用這個空間，客戶、供應商和國內外的訪客也歡迎使

用。

利安電光源邀請員工參加週年晚宴和其他活動，他們能與其他部門在輕鬆的氣

氛進行溝通交流。員工的卓越成就、特殊任務成就和長期服務等榮譽也獲公司表

彰。此外，管理層藉此機會發表公司的成就和未來動向。榮譽和獎勵反映公司對

員工的重視。我們獎勵員工的文化能幫助我們挽留最佳表現的員工並激勵他們，

這樣便能直接將公司價值和業務目標相互緊扣一起。

利安電光源在2012年的週年晚宴中授

予員工的榮譽和獎項：

•	義工活動最佳參與員工證書

•	傑出環境保護表現員工證書

•	10年、15年和20年長期服務員工獎

•	員工年度之星獎：管理層評委會評

選的傑出個人/業務部門表現獎和傑

出專案獎

關愛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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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

利安電光源是一個具吸引力的僱主和理想的工作地方。我們的發展戰略正不斷擴

張和創造越來越多的工作機會來增強我們的國際聲譽。我們與大學和設計研究所

合作，提供贊助和支援有關照明知識的教育項目，以吸引年青人才與我們初步

接觸和聯繫。錄得的工作申請數目是公司在人力資源市場得到大眾認可的重要指

標。

薪酬 

利安電光源非常重視人力資源並確保其薪酬體系能夠公平地反映員工表現和責

任。薪酬體系是按個人和團隊完成目標項目的數量和質量為基礎。這証明公司已

排除了薪酬的性別歧視。

薪酬體系的目標是吸引、挽留和激勵員工，並確保能維持一個有競爭力的薪酬方

案。公司進行了內部和外部的標杆分析，確保員工薪酬與市場標準水平同步。我

們人力資源部的薪酬體系評審報告仍然是合理的。

人力資源部負責設定合同條款、薪酬、獎金和其他福利。在一定程度上，業務

經理被授予制定下屬薪酬的權力，他們將參考薪酬架構並權衡財務和非財務的福

利。

利安電光源努力通過提供一系列財務和非財務的福利來回饋員工。我們在中國生

產廠房和辦公室提供的週年紅利獎金，表示我們對員工表現的重視程度。為滿足

不同地區員工的需求，利安電光源還提供了完善的福利。例如，公司為員工提供

醫療福利和意外保險、差旅伙食和交通補貼等。

關愛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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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和發展

利安電光源深信其未來取決於技術熟稔、積極主動和具有創意的員工，並將培

訓作為員工終身學習的橋樑。實際上，培訓需求會在員工績效評估後進行識別。

在報告期內，所有員工在2012年完成了4,177項培訓課程，與2011年的3,551
項培訓課程相比增加了18%。所有培訓的專案都經過仔細的評估和修訂。公司

換算每名員工的平均培訓小時從2011年的每人1.75小時增加到2012年的2.76小
時，增幅達58%。	

公司為員工組織了不同類別的培訓，從入職培訓、技術和操作培訓、IT專業培

訓、職業健康和安全培訓到管理培訓。公司著重定期培訓，使員工關注和認識最

新的發展和更新資訊，例如：按健康和安全規定定期舉辦的培訓。

由於LED技術的出現及其在照明工業的快速增長，利安電光源尤其強調員工的自

我激勵和創新以取得未來的成功。除了新入職員工具有專業教育和技能外，公司

還經常為現有員工提供培訓課程和管理專案，讓他們能對活躍的市場需求有迅速

的回應。公司同時鼓勵員工參與教育培訓演說，與學校分享經驗。

利安電光源被員工識別為理想的工作地方。公司致力促進和發展員工的潛能，在

公司的組織架構設立不同級別的晉升機會。

關愛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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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社會是利安電光源一貫的企業風氣。為了使人們在社區中享有更多福利，公

司實行了不少相關的舉措，承擔社會責任。公司對社區的活動不遺餘力，致力貢

獻於教育、環保、企業捐贈和義工活動等，而員工的積極參與正好體現了我們對

社會的承諾。

於2008年設立的曼佳美®慈善信託基金承諾支持和發展本地和海外社區。該基金

會致力發展教育和環境保護，它們對全球性社區尤其重要。曼佳美®慈善信託基

金以捐款或資助形式參與社會公益活動，與海內外的慈善團體、教育組織和非牟

利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共同開創更美好和諧的社會。

對社區的責任

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攜手合作研究項目

對於建立和支持可持續發展的社區建設，照明在社會、環境和經濟上均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我們非常重視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海倫．漢姆林中心的合作，目

的是鼓勵大家從一個更廣泛的社會角度來瞭解照明的用途。由曼佳美®慈善信託

基金支持的「In	The	Shade:	Lighting	Local	Urban	Communities」研究項目是

探討社區公共地方照明系統不足的現象，從而不斷設計和進行測試，以創造一

個真正可持續發展的照明方案。

這是曼佳美®慈善信託基金與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海倫．漢姆林中心第二次合作的

成果。首次研究項目為「Light	Volumes,	Dark	Matters」，計劃主要探討人類在

強光下工作的影響，帶出了商廈持續利用人造光源所帶來問題，並提出多個利

用均衡光空間和光距的節能方案。過去兩次的合作十分成功，因此我們亦正在

計劃第三次的合作，研究的主題為探索未來照明的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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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的責任

In The Shade:
Lighting Local Urban Communities

燈光如何改寫城市中被忽略的一群

城市照明的分佈並不均勻；振興城市的商業區和繁忙的旅遊區通常是燈火通明，

而城市裡許多孤立區域在入夜後則照明不足。這限制了本地貿易和公共空間的使

用，破壞了經濟活動和社會凝聚力，並使許多社區陷入黑暗之中。

在研究的第一年，建築師Megan	Chamley	與位於倫敦東部歷史悠久的Boundary	
Estate社區進行合作，研究合適的照明戰略方案，令光霾下的城市生活變得更姿

彩。她的研究引出了「夜間鄰裡網路」的提議，鼓勵社區在陰暗的公共地方安裝

照明裝置，創造一個既照明充足且安全的區域，活化區內居民晚間的社交活動。

照明系統的實踐

在研究項目的第二年，工業設計師Tom	 Jarvis加入這計劃，他將構想發展成一個

可實現的照明系統，並與Boundary	 Estate的當地居民探討其構想的可行性。他

觀察到當地的議會在當地屋村的基建經常使用鋼管和管夾的組合。他便設計了一

個管狀的LED照明系統，使區內現有的如長凳、柵欄、扶手和自行車停放架等公

共物品能夠自身成為發光體。

永久性照明裝置

在進行了一系列的臨時測試，以探索光的標準和定位後，研究項目終落實在

Boundary	 Estate的一個未充分利用的足球場內安裝這永久性照明裝置。目的是

為一群生活在當地社區，入夜後無處進行社交活動的青少年建造了兩個自身發光

的足球門柱。

該專案與當地一個青年俱樂部緊密合作，開發和安裝照明裝置在足球門柱，以評

估新系統的實際性能和社會效益。照亮了的足球場於2012年7月正式啟用，由青

年俱樂部負責組織小型足球錦標賽。

管理該社區的地方政府、社區建築商和地方警員對新設的照明系統表示歡迎。在

第一個永久性照明系統於足球場內安裝成功之後，當地居民將陸續提出新申請，

要求將該照明系統伸延到社區的其他區域。項目計劃期望將LED燈管系統開發成

商業產品，應用到英國的其他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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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項目報告「In	 the	Shade」已經出版，其目的是分享在項目中取得的知識和

實踐經驗。這刊物於2012年9月在英國皇家藝術學院舉辦的The	 Urban	 Spirit	 of	
Light研討會中正式推出，共吸引了200多名設計師和建築師踴躍參與。

英國皇家藝術學院海倫．漢姆林中心與曼佳美®慈善信託基金合作的第三個研究

項目Lighting	 for	 Learning（2012-14）正式展開，研究人員將探討在學習環境

下的照明持續發展方案。是次研究項目配合曼佳美®慈善信託基金的宗旨是關注

教育和環境保護。計劃更會參考由學院專家Megan	Charney及Tom	Jarvis花了兩

年時間鑽研如何在城市的公共地方提供有效的環保照明而成的「In	 The	 Shade:	
Lighting	Local	Urban	Communities」報告。

教育

教育是公司未來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領域。我們支持教育的目的是希望吸引更

多青年人對照明工業和技術的興趣。利安電光源通過各種贊助對藝術和文化進行

知識轉移合作項目。

澳門聖若瑟大學「Eco Desk Lamp for Home」知識轉移暨展覽項目

利安電光源從2012年3月開始與澳門聖若瑟大學設計系合作，目的是為學生提供

照明領域的基礎知識和實踐學習的合作項目（www.usj.edu.mo）。

我們的照明知識轉移合作項目不僅為學生提供基本的照明知識，還擴闊他們在照

明領域的視野和激發他們的無限創意。

「Eco	 Desk	 Lamp	 for	 Home」合作項目展覽：利安電光源通過提供

曼佳美 ® L E D和C F L環保照明產品給學生，以贊助澳門聖若瑟大學的	

「Eco	 Desk	 Lamp	 for	 Home」計劃。學生透過對社會要求的體會和該知識

轉移計劃，有助他們將創新思維付諸實行。澳門聖若瑟大學於6月成功在校

園內舉辦「Eco	 Desk	 Lamp	 for	 Home」的展覽活動，學生們展出的創新設

計，增強了他們對照明設計的認識並揉合了創新環保概念的元素。使用	

曼佳美®LED和CFL照明產品能創建了一個舒適優雅的綠色照明環境。我們感謝

並祝賀澳門聖若瑟大學學生們的優秀作品。

香港浸會大學“點亮藝術”知識轉移暨展覽項目

能參與由香港浸會大學視覺藝術院在2012年6月舉辦的“點亮藝術”知識轉移合

作項目展覽，利安電光源感到自豪。該合作項目旨在提升學生的藝術素質和在照

明領域的教育（http://ava.	hkbu.edu.hk）。

“點亮藝術”是藝術和光的完美結合。利安電光源支持學生分享照明設計理念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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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術教育協會「光的藝術2012」贊助項目

利安電光源熱衷於在當地社區有關光源利用的教育。公司自2008年起，一直

支持和贊助香港美術教育協會舉辦的「光的藝術」計劃。香港美術教育協會是

1992年成立的非政府組織（www.hksea.org.hk）。

「光的藝術2012」旨在通過視覺藝術，向幼稚園、小學、中學和大專院校推動

綠色和節約的生活方式。該計劃項目舉辦了多個研討會、講座和設計比賽，以

提高學生的知識和鼓勵他們積極參與活動。我們還想向大眾呼籲我們日常生活

中的人工照明不是理所當然的，我們應朝著美學、功能和可持續發展方面作出	

更大改進。

環境保護

環境保護是與日俱增且迫切的全球性問題。臭氧損耗、溫室效應、全球氣候暖化

等，均是我們主要面對的環境問題。利安電光源密切關注環境保護，支持社會和

環境項目和倡議。

韋森特颱風侵襲香港的塑膠災難

2012年7月韋森特颱風侵襲香港後，六個裝箱貨櫃超過150噸的塑膠粒散落到海

上。這產生了一場白色生態災難，大量的聚丙烯塑膠粒被浪潮沖上香港海岸，破

壞海岸衛生環境和威脅生態系統。

創新照明產品的技術應用。展覽項目共展示11個已完成的創新照明產品。學生

利用色彩艷麗的當代藝術和產品的獨特形態揉合在光的設計上，以締造出色的照

明效果，為期12天的展覽活動吸引了許多公眾人仕入場參觀。“點亮藝術”不

僅提供一個培養藝術和教育的地方，還提供了一個有效的方法加強我們與社會各

界的聯繫，彼此交流知識和專業意見，進一步擴大目標觀眾群。當地媒體和公眾

對是次展覽活動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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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團體與香港政府緊密合作排除對海洋生物的威脅之餘，並安排義工清理活

動。作為社會責任的公民企業，利安電光源響應南丫島的環境保護工作，於8月
18日在東澳海灘進行清理塑膠粒的行動。我們希望這災難對環境、食品安全和

人類健康的影響降到最低。經過一個月的努力，香港政府清理了大約62噸塑膠

粒，仍有餘下的88噸需要繼續清理。	

海洋保育協會的國際海岸清潔運動

國際海岸清潔運動是由海洋保育協會在1986年發起的一個全球性活動。它的目

的是鼓勵全球的市民清除海灘和海岸的垃圾和廢棄物，識別垃圾的來源並改變造

成污染的習慣（www.oceanconservancy.org）。環保促進會是海洋保育協會在

香港和澳門地區的協調員。

利安電光源相信環境保護要從教育著手，從2010年開始公司已連續三年參與香

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這個全球性的志願者項目將喚起社會各階層的關注和連

繫。在2012年9月15日至11月4日*香港國際海岸清潔運動中，總計有3,179名志

願者參與，在43處活動地點和75次不同的清潔運動中收集了超過5,673.18公斤

垃圾。公佈的結果可讓公眾、工商界和政府機構瞭解香港的海洋垃圾問題。通過

對此類教育和認知性活動將會帶來長遠的解決方案和行為改變。

地球之友的「生態之旅 - 屋頂綠化」活動

對於像香港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區，城市綠化顯得尤為重要。屋頂綠化是改進周邊

空氣品質和降低氣候變化負面影響的解決方案之一。地球之友在2012年8月12日
發起了「生態之旅	-	屋頂綠化」活動，推動屋頂綠化的生態設計和管理。成立於

1983年的地球之友是香港的綠色團體之一，他們的目標是通過與政府機構、商

界和社會大眾聯繫，成為可持續發展未來的主要環保推動者。

作為地球之友的	 Earth	 Partner（企業合作伙伴），利安電光源積極參與生態之

旅的屋頂種植植物活動，隨後討論如何將老工業建築物恢復活力。綠色屋頂在新

舊建築物上都可以安裝，而且不限於平面的屋頂。越來越多的業主和物管公司

開始選擇在其物業加入綠色元素。有關綠色屋頂的資訊刊物也引述了安裝綠色

屋頂的好處，它有助降低環境氣溫、能吸收二氧化碳和細微塵，也能保護水資源	

和節能。

* 資料來源：www.greencouncil.org/tchi/community/ic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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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捐贈

我們相信扶助有需要的一群是企業應履行的社會責任。這不僅展示了我們對社會

的承諾，還有助於推動公司周邊社區的可持續發展。公司贊同助人為快樂之本的

理念，這不僅展示了我們對社會的承諾，還有助公司發展當地社區。

捐款和贊助是公司回饋社會的重要指標。從2011到2012的報告內，公司在不同

的組織和慈善機構總共捐贈了超過510,000美元，其中76%用於慈善、23%用於

教育、1%用於環保，我們每年度的捐款總額均有增幅。

捐款主要分配給慈善基金、政府機構和文化活動中。對藝術、文化、教育和環保

的贊助則是我們回饋社區的著眼點。

員工義工服務

公司積極鼓勵員工為當地社區作出貢獻。在公司的支持下，社區服務團隊於

2012年正式成立（前身是2010年7月份成立的員工義工服務團隊）。

自從社區服務團隊成立以來，截至2012年12月底，公司員工義工服務已經提供

超過1,350小時。公司還積極鼓勵員工家屬齊來參與社區義工服務。

香港紅十字會「愛心相連」慈善義賣活動

由香港紅十字會組織的「愛心相連」年度籌款活動已經踏入第十年。香港紅十字

會於1950年成立，是英國紅十字會的分會。香港紅十字會力求世上人人都能尊

重及保護人的生命和尊嚴，並能自願地以一視同仁的態度施以援手，改善弱勢群

的情況(www.redcross.org.hk)。

利安電光源已連續三年支持此項慈善義賣活動。在2012年，香港紅十字會特別

設計了兩個慈善義賣品，即『壺』淘熊保溫瓶及「寶貝熊」萬用袋，鼓勵大眾

一同向身邊的人分享關愛。全賴公眾無限關愛的力量影響下，使這個慈善義賣

活動舉辦成功。募集的善款可使香港紅十字會繼續為貧窮人士提供人道主義服

務。通過參與是次活動，我們希望「愛分享、分享愛」的精神將繼續在我們的	

社區傳播。

76%
慈善

23%
教育

1%
環保

到2012年為止，我們已提供了超過

1,350小時的員工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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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社會企業

近年來，透過商業模式購物或服務來追求社會責任的理念被受關注。作為一個

社會責任的企業公民，利安電光源適逢公司慶祝活動、公關和社會活動時，與

華康禮品花舍購買花籃和禮品籃，以此來對社區進行支持。

成立於2009年的華康禮品花舍是社會企業之一（http://www.wahhong.hk/)，並

隸屬于香港康復會。它採用商業戰略來改善人們和環境的福祉，其目的是為弱

勢社群提供就業與培訓機會。

香港紅十字會Fun Fun「紅」日2012籌款活動

Fun	 Fune「紅」日是香港紅十字會組織的籌款活動，它已踏入第四個年頭。如

上文所述，香港紅十字會成立於1950年。它隸屬於世界最大的人道主義網路之

一，致力於保護人的生命，關愛弱勢群體的健康和尊嚴，並能自願地以一視同仁

的態度施以援手。

來自60多間公司約5,000名紅色英雄加入這一活動，既為紀念四條《日內瓦公

約》於1949年8月12日重新簽訂，亦為香港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精神籌款。利安

電光源對該活動給予支持並成為銀組贊助商，。儘管2012年「紅」日的正式活

動是星期天，我們依然熱情地支持，並將公司的「紅」日活動定在8月12日至19
日這一周，為辦公室帶來「紅色快樂」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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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參與

利安電光源通過參與不同商會和非政府組織，保持與社會的緊密聯繫。各類商會

或協會是由具有共同目的個人或公司名額組成，以建立一個專業和可持續發展的

行業。

積極參與各類商會或協會活動將有助公司為行業建立最佳的實踐、教育、行業領

導或技術標準。這些商會或協會在訂定行業的法規和政策方面，均具有集體聲音

和影響力。

現今商會或協會均能提供多元化的活動，目的是為會員和非會員提供教育和傳

播行業知識。這些活動為我們提供了行業未來發展的討論機會、建立新的人際網

路，並收集行業和相關領域的客觀資訊。

利安電光源是以下協會或組織的成員，它們與成員分享業界的經驗和心得，確保

我們所有的需求得到重視：

•	商界環保協會	
	 (www.bec.org.hk)
•	香港工業總會	
	 (www.industryhk.org)
•	香港總商會	
	 (www.chamber.org.hk)
•	香港室內設計協會	
	 (www.hkida.org)
•	香港零售管理協會	
	 (www.hkrma.org)
•	香港半導體照明產業聯盟	
	 (www.hksslic.hkpc.org)
•	香港電器及電子設備回收協會	
	 (www.hkwra.org.hk)
•	港九電業總會	
	 (www.hketa.hk)
•	港九電業總會	
	 (www.cie.co.at)
•	國際設施管理協會–香港分會	
	 (www.ifma.org.hk/ifma)
•	世界自然基金會中國香港分會	
	 (www.wwf.org.hk)
•	Zhaga	聯盟	
	 (www.zhagastandar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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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現代LED技術的使用有助於減少照明的能源消耗，以及實現低碳經濟和可持續發

展的目標。LED照明由於其極高的能效特點，將在未來照明工業中扮演著舉足輕

重的角色。市場調查研究顯示，2011年全球LED替換照明產品市場銷售總額為

21億美元，預計到2016年將增長到25億美元，這相當於11%的CAGR（複合年

增長率）。

然而，LED照明技術的出現縮短了某些照明產品的生命週期。這一技術發展速度

非常之快，即使剛推出市場的照明產品其操作性能仍佳時，亦會因最新一代的

LED產品所取替及淘汰。我們正面臨著不同層面的挑戰，並在LED技術轉變升級

的每一階段作好準備，掌握契機和取得成功。

資源生產是我們未來可持續發展業務重點關注的問題。制定資源戰略將有助利安

電光源採取有系統的方法去理解全球資源變化的景觀和形勢，以創造企業的全球

增長機會、成本優勢、風險評估和法規管理。我們將資源分配到兩個主要管轄的

範疇，以促進可持續發展的業務經營。

業務增長

LED照明技術在2011年持續增長並贏得勢頭。我們是一家創新技術製造商，提

供多元化和款式齊備的LED照明產品。在未來數年，我們將努力創新和研發更佳

的環保技術、專利和產品設計，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在國際市場的領先地位。隨

著LED照明技術迅速地開發和提升，促使我們加快步伐與目標客戶緊密溝通。我

們可分配更多資源參與具素質的展覽會、研討會和論壇，以促進我們與業內人士

相互交流；盡快將最新的LED產品設計和資訊推介給潛在目標市場/客戶，讓他

們更好地瞭解他們希望實現照明解決方案的優勢，這也相應幫助他們作出明智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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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利安電光源將全力以赴通過其創新的LED照明解決方案和加強市場推廣能力，擴

大客戶群和開拓新市場。我們希望與利益相關方積極聯繫，激勵相互溝通，以進

一步提升我們企業和曼佳美®品牌口碑，享譽全球。

內部效益

為了在LED轉變的下一階段取得成功，利安電光源將繼續改善內部流程效率，以

適應現今照明市場所需的變更速度和靈活性。所有的內部流程生產效率需與環境

的變更速度同一步伐。從物料採購、訂單處理、生產進程到產品交付的週期必須

進行合理優化，以適應變化萬千和競爭激烈的市場需求。公司的資源集中處理需

要更大的關注和管理，這樣才能有效改善顧客滿意度。

另一方面，我們必須洞悉和管理由資源短缺、氣候變化和匯率波動等風險而造成

營運中斷的潛在風險，目的是為了緩解風險並從法規中捕捉契機。例如，LED照
明產品的規範化過程促成了ZHAGA新標準。我們的專業照明產品需與ZHAGA標
準的發展保持一致性，通過提供符合這些新標準的創新LED產品來開拓商機。歐

盟委員會的《能源相關產品（ErP）指令》提供了有關LED非定向和定向照明產

品新法規指引，為業界提供既有效且系統化的實施方案。這法規指引有助我們改

進LED反射燈的性能，並期望在生效日期前滿足新法規要求。我們將繼續留意新

法規資訊，為新的要求做好準備。

為了保護和珍惜地球，我們在中國的生產廠房和香港辦公室均設立了節約能源

的環境政策和措施。節能目標則依據中國政府計劃到2020年的溫室氣體排放較

2005年降低40%到45%為參考基準；與及充分利用可回收廢料。

我們相信通過上述重點措施，我們的管理層和員工不僅為公司的成功作出貢獻，

還對環境和社會予以受惠。我們為實現公司創新照明解決方案在未來消耗更少物

料和更少能源的這一目標而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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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數據摘要

2012 2011
經濟(產品銷售量)	

CFL產品銷量

(按年百分比%) 63% 100%

LED產品銷量

(按年百分比%)	 176% 100%
員工人數

香港	 96 109

中國	 1,415	 1,915

按性別細分

男性：女性(香港) 51	:	45	(53%	:	47%) 58	:	51	(53%	:	47%)

男性：女性(中國) 629	:	786	(44%	:	56%) 665	:	1,250	(35%	:	65%)

按年齡細分

香港

<	30	 19 22

30	–	50	 72 83

>	50 5 4
中國

<	30	 580 927

30	–	50	 815 966

>	50 20 22
創新

專利數目 1 11
設計註冊數目 37 44

客戶滿意度

客戶滿意度調查回應數目	 21 23

整體客戶滿意率	 7.5 8.2

健康與安全

員工受傷案例	 9 16

產品安全(產品水銀含量)

每支燈平均水銀用量(毫克) 1.63 1.63
環境	–	碳足跡

範圍1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1 1,314 2,105

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1 8,721 12,508

範圍1及2溫室氣體排放(噸二氧化碳當量)1 10,035 14,613
社區

義工服務時數 280 461

備註：

1溫室氣體排放的組織界限僅包括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的生產廠房。範圍1為利安電光源持有或控制的溫室氣體直接排放源，而範圍2則包括利安電光
源的採購電力、熱力/冷氣或蒸氣產生的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統計數據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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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本公司是參照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可持續發展報告框架》以編寫本報告。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框架規定了以均衡和透明的方式測量和

報告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的原則和指標。我們對於應用全球報告倡議組織的框架進行的自我評估為B級水平。對於指南的合規性和公

司如何遵守框架和指標的解釋之索引列示如下：

報告部分 涵蓋的標準披露及要求

關於本報告 3.2,	3.3
報告範圍 3.1,	3.6,	3.8,	3.10,	3.11
主席及行政總裁致辭 1.1,	1.2
公司簡介及業務範圍

•	公司簡介 2.1,	2.3,	2.4,	2.5,	2.8
•	業務範圍 2.2,	2.7,	EC	–	DMA
•	經濟表現 2.8,	EC	–	DMA
•	成就及獎項 2.10

可持續發展戰略、價值和管理方針

•	可持續發展政策 4.8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4.8
•	企業管治 2.6,	4.1,	4.2,	4.3,	4.4,	4.64,	4.9,	4.11
•	與利益相關方聯繫 3.5,	4.14,	4.15,	4.16,	4.17

價值鏈管理和責任 PR	–	DMA
•	產品創新 EC2

•	LED產品生命週期評估 EN26,	SO5
•	產品回收再造 EN26
•	產品質量與安全	 PR1
•	供應商管理 EC1
•	產品庫存管理 EC1
•	顧客滿意度	 PR5

環境績效

•	環境管理體系 EN	–	DMA
•	能源使用和碳足跡 EN7,	EN16,	EN18
•	綠色辦公室

•	環境教育 EC8
關愛員工 LA	–	DMA

•	我們的團隊 2.9,	LA1	(partial),	LA13	(partial)
•	員工的權益和福利 HR	–	DMA,	HR6,	HR7
•	員工溝通 LA5
•	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LA7
•培訓和發展 LA10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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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社區的責任	 SO	–	DMA
•	教育	 EC8
•	環境保護 EC8
•	公司捐贈 EC8
•	員工義工服務 EC8
•	社區參與 4.13

展望未來 EC	–	DMA
統計數據概要 3.9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3.5,	3.71,	3.12,	3.132,	4.53,	4.75,	4.106,	4.127

EC38,	EC49,	EN2310,	EN2811,	HR412,	HR513,	SO814,	PR914

詞彙

您的回饋 3.4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內容索引

備註：
13.7	 	–報告範圍沒有具體限制。
23.13	 	–當前公司沒有就可持續發展報告進行第三方核實。
34.5	 –	定期進行員工績效評估，包括適用的社會和環境績效。
44.6	 –	公司在報告期內修訂《行為守則》，內容增加了關於保密資訊的處理。
54.7	 –	由主席或行政總裁篩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挑選董事或高級管理人員是根據其技能和經驗進行，以保證其在公司整體績效中做出積極的貢獻。
64.10	 	–包括主席、行政總裁和董事在內的最高管理層，定期對公司績效進行評估，包括經濟、環境和社會績效。
74.12	 –	利安電光源是香港總商會和香港商界環保大聯盟推行的《清新空氣約章》其中一家簽署企業。
8EC3	 –香港員工均涵蓋在強制性公積金計劃之內，而中國大陸的員工一般都按照《勞動法》的規定予以養老保險保護。
9EC4	 –	利安電光源在報告期內沒有接受任何來自政府的財務援助。
10EN23	 –	報告期內沒有嚴重溢漏。	
11EN28	 –	利安電光源在報告期內遵守所有的環境法律和法規。
12HR4	 –報告期限內沒有歧視事件發生。
13HR5	 –根據中國法律要求成立了工會。
14SO8	&	PR9	–	報告期限內沒有違犯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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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

詞彙

水銀合金
由水銀和其他金屬結合的一種合金，在室溫下呈固體。

老化測試
老化測試是一種測試過程。在該過程中，某一系統的部件在正式

投入服役之前(而通常是在系統與部件完全裝配之前)，在受控的

環境中投入運行。其目的在於探測那些處於可靠性產品失效曲線

上的初始高故障率部分，因而易於出現故障的特殊部件。如老化

測試期足夠長(或透過人為強化)，一旦老化測試過程完成，該系

統能免於早期故障的可靠性更高。

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會 (CNAS)
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認證認可條例》的規定，由國家認證認

可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設立並授權的國家認可機構，統一負責對

認證機構、實驗室和檢查機構等相關機構的認可工作。

緊湊型熒光燈 (CFL) 
緊湊型熒光燈的工作原理是通過燈管內的電離汞原子碰撞而生成

紫外線激活的可見光譜，而這光譜在肉眼看來呈白色光線。

冷端燈管技術
曼佳美®開發的一種技術，將水銀蒸氣壓力調節至最佳水平。採

用冷卻管技術，燈泡在整個壽命周期中可達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

光通量輸出。

DIMMERABLE®無段調光技術
可讓用戶只須使用普通調光器，便能將曼佳美®CFL和LED照明產

品便可在100%到10%的光度範圍內任意線性調光。其流暢度完

全媲美傳統的白熾燈及石英燈。

DorS四級調光技術
可讓用戶使用標準開關掣，便能將曼佳美®CFL和LED照明產品作

四級光度控制。

能源相關產品 (ErP) 指令
對產品設置了最低性能和能耗要求，而且要求生產商和進口商去

評估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環境影響要素並且基於該評估結果來優

化設計方案，以達到改善產品的環境影響的目的。該指令將影響

能源相關產品從設計，生產到報廢的整個生命週期。作為CE標記

下的指令，ErP指令的要求將與電磁相容性(EMC)、安規、無線

電通訊及其他要求一起被強制執行。

溫室氣體 (GHG) 
一種天然和人為的大成組分，能夠吸收和排放地球表面、大氣層

和雲層排放的紅外線輻射光譜內特定波長的輻射。溫室氣體主要

包括二氧化碳、甲烷、氧化亞氮、氫氟碳化物、全氟化碳和六氟

化硫。

耐壓測試
耐壓測試(也稱為絕緣耐壓性能測試)以驗證某一產品或部件的絕

緣性是否足以保護操作者免遭電擊。

IECQ QC 080000
協助電器和電子產品及元件製造商實施有害物質過程管理體系的

技術規範。

IES LM-79 / LM-80
由北美照明工程學會(IES)頒佈的標準，描述了測試固態照明產品

的標準和方法。LM-79是針對LED產品電氣和光度測量的方法，

測試項目包括總光通量、發光效率（流明）、光強分佈、電參

數、效能（流明每瓦）和顏色特徵。	 LM-80是針對LED光源的光

通維持率的測試方法，測試項目包括光源在不同溫度下的光通維

持率和色度維持率。

熒智®技術
一項由曼佳美®研發的技術，可以提高慳電膽整體性能，使其產

品壽命達到一萬五千小時，開關循環次數達到六十萬次，預熱時

間在一秒之內。

ISO 14064 第一部分
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標準之一，規定了在機構層面上的溫室氣體排

放和減少的量化和報告原則及要求，包括對某一機構的溫室氣體

盤查的設計、制定、管理、報告和驗證的要求。

ISO/IEC 17025
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標準之一，規定了實施測試和/或校準以及採樣

的能力資格的一般要求，內容涵蓋運用標準方法、非標準方法和

實驗室開發方法所履行的測試和校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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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二極管 (LED)
一種電子半導體裝置，當電壓通過時便會發出光亮。

美國國家自願實驗室認可計劃 (NVLAP)
美國國家標準技術研究院(NIST)的項目，提供第三方測試和評價

程序，以認證實驗室在各自的領域中符合ISO	17025標準。

OHSAS 18001
一種用於健康和安全管理制度的職業健康及安全評估體系，以幫

助組織機構控制其職業健康和安全風險。

限制有害物質 (RoHS) 指令
限制電器和電子設備中某些有害物質的指令(2002/95/EC)，該指

令限制在製造不同種類的電子和電器設備中使用六種有害材料(即

鉛、水銀、鎘、六價鉻、多溴聯苯和多溴聯苯醚)。

SA 8000
由全球社會責任制定的勞工標準，涵蓋童工、強迫性勞動、健康

和安全、結社自由、集體談判權、歧視、紀律、工作時間、補償

和管理系統。

高效熱傳導
一種曼佳美®的專利技術，透過反光杯內的精心設計，提高最佳的

散熱效能。

廢棄電子及電氣設備 (WEEE) 指令
規定了電器及電子設備的收集、回收和再生利用的目標，並強制

製造商承擔處置廢棄物的責任。

Zhaga
一個產業間合作組織的國際聯盟，旨在實現不同製造商生產的

LED光源可以互換。Zhaga聯盟的成立是希望實現LED光源可互

換性，以避免互不相容無法互換的產品造成市場的分化，從而使

消費者以及光引擎採購廠商從中獲益。Zhaga規範為LED產品的

可互換性，並隨著LED技術的發展，逐步提高LED產品性能，從

而促進了LED照明領域的不斷創新發展和有序競爭。

詞彙

詞彙

66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1-2012



您的回饋 

2011-2012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回饋表

您的寶貴意見是我們不斷改進的關鍵。
請花幾分鐘的時間，給我們你的意見。

1. 您對報告的整體評價如何?

□ 優秀

□ 中上

□ 中等

□ 中下

□ 差

2. 請根據以下標準評定2011-2012利安電光源(香港)	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的內容和質量：

完全同意 同意 不表意見 不同意 完全不同意

涵蓋了最相關的題目

內容均衡及可靠

內容清晰易明

結構和佈局合理，便於使用

3. 您認為2011-2012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報告對理解該公司的可持續發展的績效時，是否有幫助?	

(1	–	完全沒有幫助；	5	–	非常有幫助)

非常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5 4 3 2 1

�
您的回饋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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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回饋2011-2012

4. 以下哪項最能說明您的身份?

□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業務伙伴

□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供應商

□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員工

□ 非牟利機構	–	環保

□ 非牟利機構	–	社會

□ 政府部門

□ 媒體

□ 公眾

其他。請註明：

5. 請就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可持續發展的績效和報告發表見解，並提出您的改進建議。

如閣下願意接收我們對您見解的回覆和日後出版的報告，請提供閣下的姓名和聯系方式：

*姓名:

職位:

公司名稱:

電話號碼:

*電郵地址:

查詢請聯系: 利安電光源(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九龍觀塘巧明街100號	Landmark	East	友邦九龍大樓31樓
傳真：(852)	2758	5957
電郵：sr@neonlite.com.hk

*	必須填寫.

您的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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