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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此报告为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协鑫新能

源」或「本公司」) 的首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本

报告」），旨在披露协鑫新能源於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有关环境，社会

及管治 (ESG) 方面的表现及数据。本报告内容

参考全球报告倡仪组织 (「GRI」) 最新的 G4《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南》核心方案及香港联合交易

所有限公司 (「香港联交所」) 的《环境、社会

及管治 (ESG) 报告指引》而编写。此报告为年

度报告，发表时间为每年第二季度。

本报告主要涵盖协鑫新能源旗下光伏能源业务，

报告内容主要根据实质性评估及持分者的参与

而釐定。具体过程请参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一章。本报告已通过 GRI 实质性披露服务的审

核，确认本报告的实质性披露符合 GRI G4《可

持续发展报告指南》要求，有关一般标准披露

G4-17 至 G4-27 项已准确列於本報告附錄一

「GRI G4 内容索引」相關章節内。

我们非常重视您对我们於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意

见。如您對本报告及我们在经济、环境和社

会的表现上有任何意见及建议，欢迎电邮至

gneir@gclnewenergy.com。

关於本报告1

聯繫人：投资者關係部

电   话：+852 2606 9200

传   真：+852 2462 7713 

邮   箱：gneir@gclnewenergy.com 

地   址：香港九龙柯士甸道西 1 号环球贸易广场

17 楼 1701A-1702A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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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为协鑫新能源迈向业务发展重要里程碑的

一年。协鑫新能源自 2014 年下半年发展光伏能源

业务至今，取得了不少令人振奋的业务进步。於

快速发展光伏能源业务的同时，协鑫新能源上下

贯彻同一理念，时刻以“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

为使命，对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方面肩负着不

同层面的责任和承诺。为了让各持分者多了解协

鑫新能源在环境、社会及企业管治方面的表现，

我们欣然向阁下呈上协鑫新能源首份自愿性发表

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並以达致更完善及更全面

的汇报为长远的目标，於未来每年持续发表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

随着全球气候暖化问题日益严重，环境保护已成

为各国的关注议题。在国际上，各国领袖积极探

索从各层面或领域应对气候变化的解决方案。中

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於 2015 年 11 月举行

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重申将努力实现於 2030 年

碳强度 ( 即每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量 ) 较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把握国家政策，光伏能源业务快速成长

主席致辞 2

在 2015年，我们积极配合国家政策，把握发展机遇，

光伏能源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止，我们在江苏、内蒙古、山西、青海、河北、

宁夏、湖北等 15个省份建立了 41个光伏电站项目，

总装机容量达到 1,640兆瓦，较去年同期大幅上升

167%。光伏发电量也由 2014年的 647兆瓦时大幅

增加至 2015年的 870,293兆瓦时，出现了爆炸式

的增长。凭借自行开发项目的竞爭优势，协鑫新能

源 2016年的新增装机容量目标为 2-2.5吉瓦，力爭

提升自行开发项目佔当中的比例至 60%，以加强管

理及控制开发成本，让整体成本进一步下降。

此外，我们於提高发展速度的同时，亦持续透过优

化业务策略，以增强优势。於报告期内，我们成立

了 31家省级公司，覆盖全国市场，並以投资开发、

工程建设、运营维护为重点推进三位一体的组织体

系建设。我们全面提升省公司的整体管理能力与管

理方法，务求每一间省公司都具备“开发、建设、

运维、融资”一体化的管理能力。此外，我们启动

了新能源标准化体係建设与标准修订工作，颁布了

第一套共 145个管理标准、300多个管理流程，全

面提升协鑫新能源的管理水平。

我们亦於报告期内使用协鑫新能源自行开发的光伏

电站运营管理系统建立了“大数据信息平台”。同时，

部份项目开始使用智能运维清扫机器人，代替人工

清洗，实现了无水化、智能化清洗，以提高电站的

发电量及节省成本。此外，我们还将在高可靠性的

前提下，运用平单轴、低倍聚光、可调支架等技术，

以持续改善营运效率。协鑫新能源将继续利用自身

资源及研发技术，凭其竞爭优势开拓海外业务，在

一些规范成熟、风险合理及获当地政府支持的海外

市场，例如美国、日本等，寻找极具稳定回报潛力

的项目。随着中国积极推进 「一带一路」 的发展战

略，协鑫新能源作为中国光伏行业的市场领跑者，

将配合该发展政策，为开拓新兴市场积极进行海外

佈局。

协鑫新能源於专注发展力爭成为全球领先光伏能源

企业的同时，明白到有效的风险管理是我们达致策

略目标的关键，故此我们已设有投资决策委员会(“投

委会”)，将风险管理及内部监控与日常业务结合，

並为我们的风险管理提供清晰的监管制度及架构。

投委会於各光伏电站项目投资前期开始作深入准确

的风险评估，当中包括对建设工程、财务、採购等

各环节的评估，並制定完善应对措施，以确保除了

能夠将不同风险独立处理外，还能夠有效从协鑫新

能源的整体角度作考虑。

今后，协鑫新能源将於光伏能源业务的基础上，继

续透过诚信经营赢得政府及业内声誉，並且积极开

展各类企业形象策划宣传活动，履行企业公民应担

当的社会责任。

2005 年下降大概 60%-65%，及非化石能源将佔

一次能源消费比重约 20%。为了达成減排目标，

中国正积极进行能源转型，而能源结构亦进入深

刻调整期。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和中国国家统计

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全国用电量为 5.6 万

亿千瓦时，较 2014 年下跌 0.2%，当中火力发电

比例減少，但同时光伏发电量则由 2014 年的 250

亿千瓦时大幅增加 56% 至超过 390 亿千瓦时。这

反映出，中国於控制火力发电量的同时，积极推

动可再生能源行业的成长，加强光伏能源的应用，

以逐步满足及替代中国新增的电力需求。

於中国政府推动环保的决心推动下，中国光伏业

近年迅速成长。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数据显示，

中国於 2015 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容量约 15 吉瓦，

同比增长逾 40%，佔全球新增装机容量的四分之

一以上。截至 2015 年，中国全国光伏发电累计装

机容量超过 43 吉瓦，超越德国成为全球光伏累计

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

朱钰峰



4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3.1

3.3

3.2

3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
管理策略

持分者的参与

实质性评估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4



5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策略3.1

协鑫新能源秉持“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的理念，以

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使命。我们已建立一套完

善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日

常运营管理，以低碳、減排、节能、安全作为企业的

基本行为方式。在企业发展的同时亦不忘回馈社会，

我们致力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积极开展包括帮助落后

地区教育发展、提高社会保障和改善医疗服务等各类

公益活动。我们定期对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落实情况

进行检讨，以改善履行社会责任的成效。

我们的绿色承诺：以低碳、減排与节能为准则，推动资源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的企业职责：我们坚持平等、诚信、共享、多赢的经营理念，服务客户，关爱员工，

为股东、投资者和社会创造价值。

我们的产业抱负：深入探索光伏发电领域，强化科技创新，努力实现光伏发电平价上网，

推动绿色能源的广泛应用，重现碧水蓝天。

我们的公益行动：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特别在教育公益、慈善公益等方面，

致力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绿色承诺

产业抱负

企业职责

公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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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评估3.2

在准备本报告期间，我们特意委托独立顾问公司进行实质性评估，以进一步了解各持分者对协鑫新

能源於 2015 年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评价以及期望，以及他们所关注的议题，从而协助我们订立本

报告的框架，以回应持分者的意见 [G4-27]。於 2016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独立顾问公司共收回超过

370 份有效问卷及与超过 15 位来自不同界别的持分者进行电话访谈或面谈。本报告主要探讨协鑫新

能源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在中国拥有及运营的 41 个光伏电站项目，印刷线路业务並不属於本

报告的报告范围内 [G4-17]。

我们的实质性评估主要分成四个阶段执行。如下图示，我们先识别各项可能对协鑫新能源业务或持分

者造成影响的环境、社会及管治上的重要性议题，然后对潛在重要性议题进行排序、並与管理层验証

结果，最后对实质性评估流程进行检讨。

实质性评估过程 [G4-18]

识别潛在实质性议题

独立顾问公司透过详细检阅包括内部刊物、媒体分析、同
行对标分析及其他相关文件后，识别能夠反映协鑫新能源
业务对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影响，或影响持分者对协鑫新
能源评估和決策的潛在重要议题。

对潛在重要议题进行排序

我们的独立顾问公司制定了持分者沟通计划，进行全面
的问卷调研及访谈，了解各持分者所关注的优先议题，
最后得出重要性矩阵，由矩阵分析辨别真正具有重要性
的议题。

管理层验证结果
独立顾问公司将重要性矩阵结果呈交管理层，确认已识别
议题的重要性及其影响属协鑫集团内部或公司以外。我们
将会在报告中如实反映协鑫新能源在相关议题上的表现。

回顾

检查报告内容是否提供了关於协鑫新能源的影响和可持
续发展表现的合理描述，以及编制报告内容的流程是否
反映了报告原则的意图。我们会邀请各持分者就这方面
提供意见。

通过以上评估过程识别出 20 个重要的社会责任议题，构成本报告内容的重点部分，我们将会在本报

告内详细披露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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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高低

经济及管治议题

1. 业务表现
2. 企业管治

劳工议题

9. 员工职业安全健
康
10. 平等机会
11. 员工待遇
12. 职业发展及培训
13. 道德操守
14. 人权保障

环境议题

3. 能源消耗及节能措施
4. 废棄物管理
5. 污水处理
6. 温室气体排放
7. 环境法规的遵守
8. 技术研发

社区议题

15. 社区贡献 
16. 业务对社区的影响
17. 反腐倡廉

产品及服务责任

18. 服务质量

协鑫新能源内部及机构范围外       协鑫新能源范围内

重要性议题的边界划分 [G4-20] [G4-21] 

对
持
分
者
的
重
要
性

对协鑫新能源业务的影响

协鑫新能源社会责任重要性矩阵 [G4-19]

5

6 8 7

218

169

10 12 14

11

13

1

15
17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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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的参与3.3

协鑫新能源一向致力与持分者建立多方面的沟通渠

道。我们相信双向、具透明度及定期的沟通有助与

各方人士保持和谐关係，加强互信及尊重，為协鑫

新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奠下稳定的基础。我们按对协

鑫新能源具有決策权或影响力、与协鑫新能源关係

密切程度 (如具有合约关係或地域上的关连 )，划

分成以下几个主要持分者组别 [G4-25]﹕

我们会定期检讨持分者参与计划，完善沟通渠道，

以致能全面反映持分者的意见。[G4-24] [G4-26]

员工
股东 /

投资者 政府部门

客户
合作伙伴 
( 如供应商
/ 承包商 )

社区人士

/组织
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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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分者组别 主要沟通渠道 频率 / 次数 目的 / 关注议题

员工 - 员工大会

- 员工绩效评核面谈

- 内部刊物 ( 报纸、月刊 )

年度

每月

- 员工培训

- 薪酬及福利

股东 / 投资者 - 股东週年大会 / 股东特别大会

- 投资者会议

- 业绩发佈会

- 新闻稿 / 公告

- 现场调研

股东週年大会一般是每年举行

一次，而股东特别大会则按上

市规则及实际需要而召开。投

资者会议及现场调研则按实际

需要不定期举行。

- 业务发展及策略

- 财务表现

- 企业管治

政府部门 - 现场调研

- 会谈

不定期 - 业务发展及策略     - 环保表现

- 安全生产                - 社区贡献

- 企业管治

客户 - 现场调研

- 会谈

不定期 - 业务发展及策略

- 技术研究开发

供应商 - 现场调研

- 会谈

不定期 - 技术研究开发

- 环保表现

- 营运效率

社区人士 /

组织 /

非政府组织

- 现场调研

- 会谈

共进行了 5 次大型社区参与活动 - 业务发展及策略

- 社区参与

-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及理念

媒体

- 新闻稿 / 公告

- 行业展览会

- 午餐会

- 新春媒体交流会

共进行了 50 次与传媒的交流 - 业务发展及策略

- 环保表现

- 产品与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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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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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是一间总部设於中国苏州，专注从

事光伏能源发电，集开发、建设、运营一体化

的光伏能源发电企业，拥有顶尖科技研发团队

和管理运营团队，在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建

设、运营、维护及创新管理方面拥有丰富的经

验。近年来除了开发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外，还

积极发展农光互补、渔光互补、屋顶分布式等

光伏电站项目，业务遍佈中国多个省份，进一

步拓展中东部市场。协鑫新能源内部架构明确，

以各省公司为独立单位全力开拓当地市场。我

们紧随公司四大战略思想﹕产融结合、科技引

领、人才汇聚、协同创新，以集中式和分布式

双向发展的战略定位、持续为社区提供清洁、

安全、高效的绿色能源。协鑫新能源自 2014

年 5 月 9 日完成股份认购事项、配售事项及更

改公司名称後，於 2014 年下半年起开发光伏

能源业务，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光伏能

源业务共僱用了約 1,700 名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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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4

协鑫新能源企业架构

注：1. 风险管理委员会由 2016 年 4 月 27 日起更名为投资决策委员会

    2. 公司治理委员会於 2016 年 4 月 27 日新成立

董事会

管理层

董事会秘书

科技创新委员会

招投标委员会

安全环境委员会

预算管理委员会

审核委员会

薪酬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投资决策委员会

公司治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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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愿景 成为全球其中一家最好的光伏发电企业

使命 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

核心价值观 价值引领、競爭驱动、协同一家

经营理念 科技、高效、稳健、协同

企业精神 创业、创新、爭先、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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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战略思想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们在江苏、内蒙古、山西、青海、河北、宁夏、湖北等 15 个省份建立了

41 个光伏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逹 1,640 兆瓦，总发电量达到 870,293 兆瓦时。另外，协鑫新能源有

24 个总装机容量逹 1,036 兆瓦的项目正在兴建中。报告期内，我们於光伏业务的资本开支总额约人民币

85 亿元。除了中国市场，我们也积极拓展美国等海外市场。我们在中国不同地区（包括偏远地区）的运

营，可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刺激当地经济发展。下表说明了 2015 年协鑫新能源的经济概况，

及如何为不同的持分者创造财富，包括直接产生的经济价值及分配的经济价值。

注：以上有关经济价值数据包括光伏能源及印刷线路版业务

产融结合

协同创新

科技引领 人才汇聚
协鑫新能源战

略思想

    项目 人民币（万元）

    直接产生的经济价值

    收入 197,000

    分配的经济价值

    员工薪酬和福利开支 38,423

    向贷款方支付的利息 33,600

    向政府支付的税款 3,900

    捐款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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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运营光伏电站
在建项目

内蒙古
13%

江苏
14%

山西
11%

青海
9%河北

8%

宁夏
8%

湖北
7%

新疆
7%

陕西
6%

安徽
5%

海南
3%

河南
3%

浙江 
1%

山东 
2%云南

3%

装机容量－按地区划分 装机容量 – 按项目类型划分

渔光互补
10%

屋顶分布式
8%

农光互补
17%

地面
65%

我们的业务 4

根据战略发展需要，我们发出了《关於规范协

鑫新能源省公司组织架构及运作机制的通知》 

（「《通知》」），明确规范省公司组织架构设置及运

作机制。省公司负责区域项目开发、建设和运维

的一体化管理，是承担本公司经营目标並实现经

营任务的区域业务单位，对實現区域经营目标负

责。各省公司在本公司授权体系下，享有招聘录

用权、人员任免权、费用审核权、经营管理权、

投资决策权、项目初审权和考核奖励等权利。我

们期望建立以省公司为平台的管理体系后，能令

项目开发、建设和营运迈向更专业化的管理水平。

我们建立了项目管理模型，涵盖项目从施工到竣

工的主要手续、任务、流程、必备条件、申报部

门、办理周期和注意事项等内容，为各项目管理

提供指引和依据，減少项目对项目经理个人能力

的依赖，尽可能避免因个人能力问题或工作失误

对项目所造成的巨大损失。透过项目管理系统，

项目负责人可在项目建设开展时即对各项目建设

进度、质量、安全施工、成本及合规性多方面进

行监控，及时发现问题並作实时跟进。我们会致

提升管理效率，加大科研力度

2014-2015 

国内光伏电站发电量（兆瓦时）

2014-2015 

国内光伏电站裝機容量（兆瓦）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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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加快将这套系统应用在每一个项目上，以达致

项目管理规范化，促进工程的有效推进。

此外，我们亦建立了一个高效的投资管理信息

化系统平台，加强在计划管理、项目管理、投

资评审、财务模型、合同管理、资金与预算、

股权与资产管理、机构与人员管理等八大领域

上的数据共享、分析及交換工作，从而減少沟

通成本，提高整体工作效率，並为公司在决策

时提供更有力的数据作参考。

我们重视科技创新及研究，自身设计研究院

现有超过 100 名专业科研人员，具备自行开

发的能力，能优化开发建设及运营维护中的

每一个环节，通过新技术的应用，让控制开

发成本以至提升系统效率等各方面都极具竞

爭优势。另外，由於母公司保利协鑫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保利协鑫」) 在光伏材料制造

领域上处於行业领先地位，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技术研发的高纯多晶硅和系列高效硅片，

为协鑫新能源提供了丰富的行业情报及知识，

第三代智能运维机器人

地面光伏电站佔地面积大、组件数量众多，

而且大部份的光伏电站处於地理环境较逊色

的地方，因此在营运和维修的工作上往往遇

到各式各样的挑战，如使用人手清扫组件不

但效率低，且耗时长，一直是困扰光伏电站

工作人员的主要难题。 

针对组件清扫难这一问题，我们自行研发智

能运维机器人並已开始应用於各光伏发电项

目上，它是中国国内最早应用在光伏组件上

自由行走的智能运维机器人，数据显示可提

高发电量 390% 以上。2015 年我们成功开发

了第三代智能运维机器人，具有无导轨设计、

全方位高效清扫、光伏供电、远程智能控制、

无水清扫、全天候工作、保护功能完善等多

项功能。与第二代不同的是，它新增了扫描

和数据传输功能，在它驶过组件表面进行清

扫的同时，还能对组件完成一次健康状況的

扫描，並通过传输系统将检测信息传到中央

数据平台，做到工作人员不出房间即可完成

全部清潔保养工作。运营管理的智能化、大

大提高整个光伏电站的管理效率。

大大推动协鑫新能源高效、优质电站的建设

以及光伏能源新技术应用的研究和整合。凭

藉自身设计研究能力及保利協鑫的强大科研

支持，协鑫新能源积极打造光伏能源业务的

科技创新优势，专注於光伏电站项目的开发。

我们按照不同电站的地理环境等需要，採用

平单轴、斜单轴、双轴追日跟踪技术、双面

双玻组件等新技术及产品，並积极研究和试

点应用纳米膜层技术，力爭将系统效率提高

至 84%，进一步提升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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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4

试行採用平单轴跟踪支架

太阳能的光照方向和强度随时间不断变化，

但近年建设的光伏电站大多採用固定式倾角

支架安装，组件朝阳面不能跟随太阳的位置

而变化。有研究显示如果光电系统与太阳光

線角度存在 25 度偏差，就会因垂直入射的辐

射能減少而使光伏阵列输出功率下降約 10%。

如採用组件朝阳面跟踪太阳光的技术，将会

有效地提高发电量。

有见及此，协鑫新能源正研究开发平单轴跟

踪系统，此跟踪支架较其他类型跟踪支架相

比主要有结构简单、施工周期较短、施工难

度较低的特点，相比同容量的固定式支架发

电量可提高 10% 左右，特别适用於纬度偏高

地区。但佔地面积较大，对场地平整度要求

较高，后期维护工作量会增大，同时自身需

消耗一定电能，这对电站营运及保养工作是

一项挑战。我们现正於西北地区的光伏发电

项目尝试应用此跟踪系统，未来会继续研发

可配合不同地形地貌及地区纬度的跟踪支架

结构，从而持续提升发电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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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借助行业间的交流机会，大力推广

绿色能源技术。我们已加入不少国内外光伏相

关协会组织，包括江苏省可再生能源协会、江

苏省光伏协会、中国光伏行业协会、亚洲光伏

产业协会、全球太阳能理事会等。同时亦积极

行业交流

董事会辖下的投資決策委员会负责对拟投资的

项目进行风险评估和项目评审，並参考内控部

提交的风险评估报告、经营层管理报告对是否

进行投资作最终决策。

我们明白一个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对协鑫新能

源的可持续发展尤其重要，我们主要利用项目

评审、全面风险评估、风险预警及风险跟踪等

多种措施进行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项目评审

根据管理层对风险管控的需求，内控部每年会对

协鑫新能源及其附属公司进行两次全面风险评估

工作。我们将相关风险事项划分成五大类，包括

战略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及财

务风险。根据各类风险的影响程度和发生频率，

对风险进行评估及分析，並制定应对措施。

风险评估

各业务板块通过定期的工作会议揭示项目风险，

並进行风险跟踪。内控部亦会对各项目及公司其

他业务进行风险提示，並提供相应的建议以避免

或減低风险。内控部会将风险提示报告交予有关

部门作进一步的跟进。

风险预警及风险跟踪

参观各展览会及參加研讨会，例如国际新能源

大会、国际太阳能产业及光伏工程展览会、榆

林国际能化装备技术博览会、中国光伏展览会

等，与光伏行业各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就行业

的发展互相交流及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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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业务 4

我们致力持续改善企业管治常规及程序，务求推

行高水平企业管治。董事会相信，完善及合理之

企业管治常规对业务的持续发展增长，保障本集

团利益及资产，以及为股东及其他持分者创优增

值至为重要。协鑫新能源遵守香港联交所上市规

则附录 14 所载之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

的要求。如欲进一步了解我们的企业管治及董事

会的其他数据，可参阅我们的 2015 年年报，亦

可透过公司网站 http://www.gclnewenergy.com 

在線浏览。

此外，我们亦非常重视每一位协鑫新能源员工的

职业操守及诚信。每一位员工应在工作表现及个

人行为方面符合公司对其的期望与要求，並遵循

《员工手册》中的行为及道德准则、各项制度与

规定。我们希望透过制定《员工手册》，可使协

鑫新能源的运营规范化、制度化和统一化，並使

公司员工在管理上有章可循，提高工作效率、责

持续提升企业管治 

任感和对公司的归属感。《员工手册》是为员工

合同的附件，並具有同等效力。任何违背《员工

手册》的行为将基於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得

到及时处理。我们亦已制定《反舞弊与举报管理

标准》，详述有关反舞弊与举报工作的管理职责、

管理内容与方法、报告和记录。在报告期内，我

们並无腐败、或其他涉及反竞爭行为、反托拉斯

和垄断做法的不当行为记录。此外，在招聘员工

及选择供货商的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守《员工手

册》内的招聘原则及程序，以及协鑫 ( 集团 ) 制

定的《供应商管理实施细则》及《招标管理标准》，

以确保公平公正的竞爭环境。

我们採取多项措施全力保障电站运营生产安全，

包括制定《电站运营安全管理标准》，明确电站

运营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职责及方法。我们成立

了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成员包括总裁、副总裁、

安全管理部门、各职能部门负责人等，专责监督

所有安全生产事项。

为提高协鑫新能源员工应对突发事故的能力，我

们在报告期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在本公

司层面成立由总裁领导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

会，其余成员包括副总裁及各有关管理部门的负

责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落实国

家有关重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法规，如《突发

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执行政府有关部门关

於重大突发事件处理的部署、及协助各省公司及

运营电站建立预警机制及各类应急预案。此外，

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制定《电站安全生产

应急管理标准》，並已於 2015 年 11 月正式发佈，

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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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所有光伏电站的物资供应链管理部门

负责，所提供的产品包括：组件、电缆、支架、

变压器、开关柜、箱式变电站、汇流箱、保安系统、

供应商管理

对光伏电站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的管理职责、

管理内容与方法、报告和记录作出清晰的规范。

我们已要求各光伏电站负责人编制综合及针对各

专项的应急预案及其现场处置方案。专项应急预

案包括三大类﹕ 1) 自然災害类 ( 如防颶风、防

水災、防地震等 ) ；2) 事故災难类 ( 如人身事故、

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事故等 ) 及 3) 公共突发事件

类 ( 如传染病疫情事件、突发新闻媒体事件等 )。

我们为所有员工提供定期培训，以确保所有有关

人员都能夠掌握突发事应急管理办法及处理方

法。所有光伏发电站会定期进行应急演练，以提

高突发事故应急队伍的应变能力及各部门在事故

发生时的协调力，並从中改善不足之处，完善突

发事件的应急机制。 

光纤、现场远程视频监控系统。供应链管理部门

严格按照集团招标管理中心制定的《供应商管理

实施细则》要求合法合规的採购上述产品，並将

产品销售给项目公司。 

在选择供应商的过程中，协鑫新能源只考虑採

用遵守法纪、质量可靠、形象良好和在行业内

受到尊重的企业。我们會定期评审供应商的环

境、安全、健康等方面表现，並适时为供应商

提供相关培训和开展监督检查，确保我们的供

货商在环境管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方面

合乎要求。报告期内，我们与 158 间主要来自

中国的供货商有业务上的往来。

协鑫新能源在对供应商在环境及劳工方面的不良

行为採取零容忍的立场。如有发现，我们会立即

终止与此类供应商的合作，以避免其不良行为对

公司声誉与形象造成影响。所有供应商均需严格

遵守协鑫新能源的守则及标准，一同肩负起企业

公民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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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护环境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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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作为一间专注於光伏发电的新能源企业，保护环境是我们的重要职责，亦是我们所肩负的

重要使命。为了进一步提升我们在环境保护管理的水平，运营管理部於 2015 年 11 月实施了《电站

环境保护管理标准》，贯彻执行国家、营运所在地的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标准和方针政策。协

鑫新能源的环境保护工作必须贯彻“全面规划，合理佈局，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各省公司已陆续开展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准备工作，积极把各省公司及运营电站的环境管

理水平提升至国际水平。此外，运营电站亦已按中国《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要求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我们致力遵守所有适用的环境法律、法规及标准。报告期内，我们没有发生任何严重洩漏事件及没有

因为违反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而需缴付重大罚款。

协鑫新能源坚定遵守协鑫 ( 集团 ) 已建立的 30 项

环保管理制度，包括环境保护工作管理标准、环

境保护设施配置标准、环境保护设施运行维护标

准、污染物在線监测标准、危险废物贮存管理、

环保自律、教育培训等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制度。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止，我们在中国拥有的

光伏发电站数目增加至 41 个，总装机容量达到

1,640 兆瓦。随着多个光伏电站在 2015 年陆续

成功並併网，绿色发电量亦由 2014 年的 647 兆

瓦时大幅增加至 2015 年的 870,293 兆瓦时，相

当於減少使用 27.85 吨煤，协助減少 75 万吨二

氧化碳的排放。我们的光伏电站利用太阳光进行

发电，过程中没有使用任何化石燃料，亦没有从

第三方购买电力，因此我们没有产生范畴一及范

畴二的二氧化碳。此外，我们亦没有产生任何氮

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主要气体如颗粒物。

环保管理制度 致力減排

75

2015 协助減少二氧化碳排放

万吨

我们的环境管理原则 

•  树立重视环保、节约能源的企业文化；

•  定期对员工进行环保教育和培训； 

•  在开展新业务之前，要评估潛在环境风险； 

•  为可能遇到的环保问题做好预案； 

•  达到当地环保部门制订的生产经营标准，

积极探索环保新方法； 

•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採用更清洁的能源，

更环保的设备和工序； 

•  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应对环境所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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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环境5

我们相信，推行绿色生产工艺，提高利用效率，

降低资源消耗，不仅是为了满足客户、相关法律

法规或大众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们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核心与关键。我们一直不断

通过科技创新，努力研发国际最新技术，致力探

索沙漠光伏电站的生态林化治沙模式、渔光互补、

农光互补等光伏电站项目，持续追求资源及能源

的高效利用。

报告期内，我们的光伏电站共耗用了大约 18,200 

兆瓦时的能源。全部也是来自光伏电站自产的电

力，没有购自第三方。用水方面，我们主要利用

雨水进行光伏组件的清洗，有关报告期内的总耗

水量还未能提供，但基本上各光伏电站的耗水量

是非常之少。协鑫新能源自行研发的智能运维机

器人，已做到无需用水就到清扫光伏板的效果，

大大減低光伏电站的耗水量，做到节水的效果。

另外，我们亦在运营中实施节约能源措施，例如

在光伏电站装置发光二极管（LED）风光互补照明，

尽量多加利用可再生能源。

我们亦紧随母公司协鑫（集团）的环保政策积极

推行，在公司内部宣扬环保观念，提高员工的环

保意识。我们在《企业文化纲要》中鼓励所有员

工视节约为一种美德，为公司和同伴节约每一分

资源。公司鼓励应用先进技术来推动可持续发展

议程，例如採用电视电话会议、互联网会议，鼓

励运用微信、办公自动化系统等平台进行信息传

递和沟通，以減少不必要的差旅和出行，从而減

少碳足迹。同时，我们一直支持信息化建设工作

快速推进，灵活运用各类信息技术（IT）系统管

理业务，減少资源耗用。

绿色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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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绿色办公

利 用 OA 网 络 流 转 文
件，倡导纸质材料双
面打印；

按需採购办公用品，规
范办公用品的配备、採
购、领用；

绿色办公

夏季空调不低於摄氏
26 度、冬季空调温度
设置不高於摄氏20度；

推广节水型用水器具，
使用中水作为生产辅
助、绿化和景观用水；

大幅精简现场会议，以
视频会议为主；

严格控制公务用车，定
额管理，单车核算；

员工食堂全面推广可重
复利用餐具，减少一次
性用品使用。

加强用电设备节电管
理，推广使用节能灯；

沙漠光伏电站的生态林化治沙模式 

位於宁夏的其中两个光伏电站一直积极探索

光伏发电和沙漠治理相互结合的营运模式，

凭借多年来的努力实践，成功探索出以麦草

方格固沙、政府主导的生态林化治沙模式。

草方格除了能令地面变得粗糙，从而減小风

力外，还可以把水分留住，提高沙层中的含

水量，有利於固沙植物的存活，在光伏发电

的同时，扭转了生态恶化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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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们的员工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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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愈来愈多企业投入光伏发电市场，人才爭夺

愈趋激烈，如何吸引人才加入协鑫新能源的大家

庭及怎样保留人才是我们的一大挑战。我们明白

公司的持续发展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作基础。

人力资源政策

员工招聘的主要原则是以能否胜任该职位的要求

为招聘的最主要标准，求职人的年龄、性别、出

生地、种族、宗教、或其他与职位要求无关的因

我们锐意将管理团队本地化，以更掌握当地的需求

及为当地公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我们在各主要运

营点所聘用的当地高层管理人员所佔比重愈来愈高。

协鑫新能源致力向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及福利待

遇，並定期进行检讨，以确保我们的薪酬水平具

有竞爭力，能夠吸引和保留员工。我们已建立一

套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系统，所有员工都需每年

接受评核，並根据评核结果按规定进行薪酬调整，

亦会协助他们进行未来3至5年的职业生涯规划。

员工福利方面，除了基本的养老保险 ( 我们

在 2015 年为员工养老保险的供款达到人民币 1,553.6

2015 为员工养老保险供款

万元

员工性别比例

女性员工

男性员工

20%

80%

2015年数据

总员工人数 1,739

新进员工 1,390

离职员工 210

素並不在考虑之列。不论是内部或外部求职者都

具有同等的机会，务求做到公平竞爭。每一位加

入协鑫新能源的员工，都可享受平等的待遇。我

们的男女员工在薪酬架构上都是一致，实现男女

同工同酬。在报告期内，我们没有接获任何歧视

个案。另外，我们严格遵守中国《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法》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等相关劳工

法例法规，禁止不道德的劳工条款，包括童工及

强制劳动。报告期内，我们並未发现任何使用童

工、强迫及强制劳工风险的运营点。

1,553.6 万元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公积金 ( 统称五险一金 )，以及带薪

休假外，我们还额外提供各类现金补贴，包括午

餐补贴、交通补贴、通讯补贴、租房补贴 ( 部份

员工 )、高温 /高寒补贴、节日补贴和特别礼金 (如

生日礼金、结婚礼金 ) 等。同时亦包括常规体检

及补充商业保险等非现金补贴。怀孕员工可按国

家规定享有产假，而男员工亦可享有陪产假以照

顾其伴侣。报告期内，我们共有 24 位员工使用

产假或陪产假，全部都在产假或陪产假后重回工

作岗位。为了让女员工产后能夠重回工作岗位及

支持母乳喂哺，女员工在产后一年内，每天可享

受哺乳假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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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积极培训人才，致力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向员工提供各种类型的在职培训，以提高员工的专

业技能，从而增强协鑫新能源的可持续竞爭力。为了协助新加入协鑫新能源的每位员工了解公司

的文化背景及熟识新工作环境，每位新员工都必须通过以下的培训课程﹕

中层职级或以上的新员工需要接受特别安排的入职培训，並取得合格成绩才能成为协鑫新能源的

正式员工。除了以上所提及的入职培训课程，我们亦对不同岗位提供针对性的专业培训，下表概

述在报告期内提供的主要培训课程﹕

除了内部举办的专业培训外，我们亦鼓励及支持员工根据工作需要参与由外部培训机构、教育机

构所举办的培训班及研讨会等。此外，我们亦会定期调配员工到不同部门工作，以全面提升员工

多方面的工作技能。报告期内，每名员工接受培训的平均时数大约有 60 小时。

人才培训

我们的员工6

•  公司的企业文化、基本守则、制度及相关操作流程、安全生产培训；

•  公司主要业务的基础知识、经营现状及发展势态；

•  职业道德与基本商务礼仪；

•  岗位的专业知识技能、职责和操作流程培训等。

•  投资、工程、运营业务培训；

•  投资管理信息系统培训；

•  信息化系统培训；

•  高级生产管理人员专业培训；

•  法务、财经、人事、行政培训；

•  标准化建设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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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大学“鑫之星”训练营

我们一向视应届毕业生为人才补充的重要

渠道。刚从本科或以上毕业的协鑫新能源

员工都需要参加由协鑫 ( 集团 ) 旗下协鑫大

学举办的“鑫之星”训练营，我们希望透

过集中的融合培训，能让新员工更快理解

及适应协鑫新能源的企业文化。2015 年的

“鑫之星”训练营历时 18 天，主要包括三

个阶段，包括执行力培训、文化课程学习、

及团队拓展学习﹕

执行力

培训

建立学员之间的团队精神和个人

意志，培养良好的价值观。通过

晨操及队形训练等多种形式的锻

练，使学员对纪律、执行力、团

队等有更深入的理解和体会。

文化课程

学习

管理层向学员讲解协鑫新能源及

其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

经营理念，员工操守及行为准则，

以及业务的规划发展。此外，亦

包括职业生涯规划、职业礼仪、

时间管理、沟通技巧、情绪与压

力管理等课程。

团队拓展

学习

主要培养学员团队意识和团队精

神。两天的拓展训练，让学员对

团队精神和团队的作用有更深刻

的理解，以便於工作中更好的融

入到团队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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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6

保障员工安全与健康 安全教育和培训计划

员工的安全与健康一直是我们十分重视的一

环，我们的安全委员会负责监控协鑫新能源

的安全事项，确保所有员工都可以在一个安

全的环境中工作。我们会严格遵守相关法例

及标准，如《电力设备典型消防规程》，並确

保所有工作场所都配置足夠及有效的安全防

护用品以保障员工的安全健康。我们並未有

员工从事具有职业病高发风险或高职业病风

险的职业活动。报告期内，我们成功达到不

发生人身死亡事故的安全生产目标。

我们的运营管理部定期向员工提供关於《安

全生产法》、《电业安全工作规程》、《消防法》、

《环境保护法》等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的

培训课程，令员工对相关法例有充份的了解。

此外，协鑫新能源的所有员工也需接受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以掌握工作所需的安全生

产知识，提高安全生产技能，並增强事故预

防和应急处理的能力。新入职的员工，包括

临时工及承包商的员工，都必须接受省公司、

电站、及员工所属团队三级的安全教育培训，

以建立完整的安全培训纪录。新聘用的生产

人员，更必须进行现场实习，通过考核並取

得合格成绩才可成为正式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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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分公司人才培训基地

宁夏分公司是协鑫新能源最大的分公司。截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协鑫新能源於宁夏

设有 5 个光伏电站，合共总装机容量为 130

兆瓦。协鑫新能源高度重视宁夏人才培训计

划的开展，特意调配了两位具有丰富经验及

专业技术能力的生产厂长担任培训计划的导

师，並配备了培训用的专业检测仪器 3 台及

相关技术书籍，从而确保培训质量。培训教

材方面包括由宁夏分公司组织编写的《安全

管理汇编》《生产管理汇编》《综合应急预案》

《电站运行绩效考评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而西北电管局发佈的《西北区域併网发电辅

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西北区域发电厂並

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亦被列入作为培训教

材，同时亦透过《电站运行管理规程》《光

伏发电站施工规范》等方面的专门书籍作教

材，以协助提高员工对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

新员工在加入公司后都需接受职前培训及后

期在职指导培训，培训内容包括公司概况和

生产培训。为保证培训效果，每一个分项都

指定了专门的培训负责人。除了提供内部培

训，我们亦鼓励员工参加由外部认可机构举

办的培训课程，例如西北电力局组织的各种

培训，以获得工作需要的专门技能证书。接

受过宁夏分公司培训的员工有机会根据业务

发展被调配到其他项目工作。我们希望於宁

夏分公司建立的系统化人才培训计划，能为

宁夏及周边项目甚至整个企业培养和输出优

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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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馈社会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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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在项目正式展开前首先会考虑对周边地区可能造成的潛在环境及社会影响，採取一切可行

的措施以減低项目发展对附近地区及居民的影响。我们严格遵守法例要求，每一个项目在动工前都已

委托独立第三方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此外，我们作为企业公民的一份子，更积极参加协鑫阳光慈善基

金会所主导的社区关怀活动，主动了解运营所在社区的需要，确保企业业务活动考虑到社区利益，为

社区居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並保持良好的邻里关係。我们积极推动周边地区的发展，並通过支持当

地教育，关爱社区老人和儿童，组织员工献血、支持社区文化体育、环保活动等多种方式建立公司与

社区公众的紧密关係。2,093,120

报告期内，协鑫新能源在文化事业、

教育及賑災项目中共捐款

元人民币

“山外有山”山水画家邀请展 

我们在 2015 年 7 月独家赞助“山外有

山”山水画家邀请展。此次画展由中共

南京市委宣传部、江苏省美术家协会、

南京市文化投资控股集团、南京市广播

电视集团共同主办，南京十竹斋画院、

南京文物公司承办。这次画展展示了有

建树的 18 位当代青年艺术家在新水墨、

新工笔领域艺术探索。通过此次赞助活

动，除了能夠推动艺术文化活动，支持

本地新一代艺术家之外，协鑫新能源爱

护自然、守护山水的企业理念能夠更加

深入人心。

阳光动力 2 号“太阳能飞行器”主题沙龙

2015年 4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瑞士驻华大

使馆、瑞士阳光动力主办，协鑫新能源作为支持

单位的阳光动力 2号“太阳能飞行器”主题沙龙

在南京禄口国际机场的 “阳光动力 2号”帐篷机

库中举行。活动吸引了来自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江苏卫视、新华网、新浪网、SOLARBE索比太阳

能光伏网等全国知名媒体进行现场报道。

来自国内外的 450 多名航空专家，光伏专家，

包括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光伏工作委员会

副主任沈辉，国务院参事、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理事长石定寰、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昂海松、“阳光动力 2 号”飞机飞行员贝特朗 •

皮卡尔和安德烈 • 波许博格以及来自航空学

会、东华大学的专家们就光伏科技与产业，

太阳能飞行器现状与未来，阳光动力 2 号的

飞行原理进行了深刻而有趣的分享。

协鑫新能源为此次活动提供了与太阳能相关

的丰富礼品，以及為到会人员介绍光伏能源

的广泛应用，介绍太阳能与日常生活的紧密

聯繫。通过参与此次世界关注的活动，协鑫

新能源展现出专业的光伏电站企业的形象，

进一步提升了品牌价值，向打造国际化的新

能源领先企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阳光动力 2 号“太阳能飞行器”主题沙龙

少儿环保公益绘画大赛由上海市红领巾理

事会、协鑫（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协鑫

新能源主办，並由协鑫阳光慈善基金会、

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承办。绘

画大赛以“绿色能源来我家”为主题，将

绘画大赛与网络活动互相结合，通过收集

口号、新能源基地参观写生等互动活动，

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关注环境保护，提

高大众的环保意识。绘画大赛的参赛对象

为 3 至 12 岁少年儿童，参赛者可在“绿

色能源来我家”主题范围内，选择清洁能

源中的“水能、生物能、太阳能、风能、

地热能和海洋能”等为内容，自由创作。

本次大赛於 " 地球一小时 " 活动之日正式

开始收集作品，而颁奖典礼安排於 " 世界

环境日 " 这个日子举行，具有特别意义。

本次大赛反应热烈，我们共收到来自全国

各地的 1,200 余幅环保绘画作品。入围

的参加者可得到参观协鑫新能源基地的机

会，藉此对新能源及环境保护有更深刻的

认识。所有入围作品己於 2015 年 6 月所

举行的“协鑫新能源杯”少儿环保公益绘

画展中展出。

颁奖典礼同时启动了 " 绿色校园 1+1 项

目 "，我们从上海开始，在中国国内中小

学开展 " 绿色能源走进校园 " 活动，把绿

色能源及更多有关环境科学的技术知识带

给更多的孩子们。此外，协鑫新能源亦會

繼續加强创新和宣传，在绿色能源领域内

开展多项公益活动，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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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英国媒体《国际併购杂誌》（Acquisition International Magazine）颁发

2014 年度最佳交易奖。

投资者关係团队获得英国 Corporate Livewire 机构颁授 “香港最傑出投资

控股公司奖”及“香港绿色能源创新优秀奖”。

荣获由 Photovoltaic Brand Lab（PVBL）和世纪新能源网（www.ne21.

com）联合推出的《2014 年度中国光伏品牌排行榜》电站投资商品牌榜

第二名，居非公有制企业排名第一。

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 2015 中国最具创新企业高峰论坛暨颁奖典礼中，获

得“2015 中国最具创新企业”称号。

於“光能杯”CREC 年度颁奖典获颁“优秀电站开发投资商大奖”，“优

秀 EPC 企业大奖”及“创新商业模式大奖”三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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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新能源於 2015 年全力发展光伏能源业务並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我们凭藉自行开发能力，让光

伏发电装机容量大幅增加 167% 至 1,640 兆瓦，把清洁光伏能源带进中国 15 个省份，持续以”把绿

色能源带进生活”为发展首要目标。2016 年是中国「十三五」开局之年，於能源规划方面将以优化

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质量为中心，並着力推动光伏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的应用，为光伏行业及协鑫新能

源的长远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为了支持光伏行业的发展，按照能源规划，中国光伏发电总装机容

量将显著由 2015 年的 43 吉瓦增加超过 3 倍至 2020 年的 150 吉瓦，当中分布式光伏发电累计装机

容量目标增至 70 吉瓦，可见未来 5 年的年均增长空间将有机会达到 20 吉瓦。此外，能源规划亦鼓

励通过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发展，进一步提升行业效率及降低成本，力爭到 2020 年，光伏发电站建设

和发电成本将较 2015 年減少至约 30%，让光伏行业的整体竞爭力不断提升。

展望2016年，我们将把握中国政府对於推动环保的决心，与高速发展的中国光伏市场同步成长的同时，

积极探索海外光伏市场的发展机遇，坚持科技引领，坚持金融创新，坚持自行开发，全面加强精品建

设、智能运营、项目融资的一体化管理。为了实现未来一年增加 2 至 2.5 吉瓦装机容量的发展目标，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开发建设策略，聚焦领跑者计划、扶贫项目，积极通过发展农光互补、渔光互补等

光伏项目，增加项目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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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在未来五年，通过提升科技水平、商业模式和融资模式的持续创新，将协鑫新能源打造成

国际上其中一家最专业、最具竞爭力的光伏能源企业。面对经济增速放缓，我们预计今后中国及海

外光伏市场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协鑫新能源将积极配合市场变化调整发展战略，透过落实八大战略

目标，力爭提升於中国光伏电站市场的佔有率，全面提升开发、建设、运营、金融四大业务的核心

能力，配合中国国家政府，大力推动光伏发电行业，並以实现平价上网为愿景。

与此同时，协鑫新能源将切实履行社会责任，於“十三五”期间重点关注三个事项﹕ 1) 注重企业

文化变革，以文化促发展 ; 2) 注重民生工程，关爱员工；3) 注重社会责任，积极回报社会。我们明

白到与持分者建立和谐关係是企业能夠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元素，因此协鑫新能源将会继续抱着

坦诚的态度与政府、电网公司、金融机构、供应商、工程承包商、战略投资者、股东、媒体、社区

人士等不同持分者保持紧密沟涌，建立互信关係。我们会定期检讨现行持分者参与计划的成效，力

求不断改进。我们相信良好的公共及投资者关係管理将有助协鑫新能源建立正面的企业形象。

为员工维持及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一直是协鑫新能源坚守的原则。我们会定期检讨与电站运营

相关的制度，包括电站安全管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标准等，並向员工进行安全培训，致力实

现全年零事故、零伤亡的安全生产目标。

协鑫新能源及其义工团队将会继续透過不同企業級團體，举办更多有关环境保护、教育、以及社区

关爱等方面的公益事业活动。我们会积极寻找更多不同的企业及团体成为基金会的合作伙伴，合力

推动更多元化的公益慈善事业。

作为中国领先的光伏能源企业，光伏能源业务将成为协鑫新能源未来主要增长动力。未来一年，

我们将致力利用自行开发能力等优势进一步扩大本集团的发展领域，於提升长远竞爭力的同时，

为可持续成长的发展模式奠定基础。我们上下一心，共同努力，发挥团队精神，让光伏能源业

务高速发展，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

把绿色能源带进生活



38 协鑫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GRI G4 内容索引附录一

指标 标准披露项标题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考或其他参考

一般标准披露项

战略及分析

G4-1
机构最高决策者就可持续发展与机构的相关性
及机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声明。

主席致辞

机构概况

G4-3 机构名称。 关於本报告

G4-4 主要品牌、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业务

G4-5 机构总部的位置。 我们的业务

G4-6
机构在多少个国家运营，在哪些国家有主要业务，或哪些国家与报告所
述的可持续发展主题特别相关。

我们的业务

G4-7 所有权的性质及法律形式 我们的业务

G4-8 机构所服务的市场（包括地区细分、所服务的行业、客户 /受益者的类型）。 我们的业务

G4-9
机构规模，包括：员工人数；运营地点数量；
净销售额；按债务和权益细分的总市值；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的数量

我们的业务

G4-10 僱员统计数据 我们的业务

G4-11 集体谈判协议涵盖的员工总数百分比。 不适用

G4-12 描述机构的供应链情况。 我们的业务

G4-13 报告期内，机构规模、架构、所有权或供应链的重要变化 主席致辞

G4-14 机构是否及如何按预警方针及原则行事。 我们的业务

G4-15 机构参与或支持的外界发起的经济、环境、社会公约、原则或其他倡议。 不适用

G4-16 机构加入的协会（如行业协会）和国家或国际性倡议机构 我们的业务

确定的实质性方面和边界

G4-17
列出机构的合並财务报表或同等文件中包括的所有实体。说明在合並财务
报表或同等文件包括的任何实体中，是否有未纳入可持续发展报告的实体。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 實質性評估（P.6）

G4-18
说明界定报告内容和方面边界的过程及机构如何应用
“界定报告内容的报告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 實質性評估（P.6）

G4-19 列出在界定报告内容的过程中确定的所有实质性方面。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 實質性評估（P.7）

G4-20 对於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内方面的边界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 實質性評估（P.7）

G4-21 对於每个实质性方面，说明机构范围外方面的边界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 實質性評估（P.7）

G4-22 说明重订前期报告所载信息的影响，以及重订的原因。 不适用

G4-23 说明范围、方面边界与此前报告期间的重大变动。 不适用

持分者参与

G4-24 机构的持分者列表。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持分者的參與（P.9）

G4-25 就所选定的持分者，说明识别和选择的根据。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持分者的參與（P.8）

G4-26
持分者参与的方法，包括按不同的持分者类型及组别的参与频率，並指
明是否有任何参与是专为编制报告而进行。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持分者的參與（P.9）

G4-27
持分者参与的过程中提出的关键主题及顾虑，以及机构回应的方式，包
括以报告回应。 说明提出了每个关键主题及顾虑的持分者组别。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持分者的參與（P.9）
– 實質性評估（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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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标准披露项标题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考或其他参考

报告概况

G4-28 所提供信息的报告期 关於本报告

G4-29 上一份报告的日期（如有）。 不适用

G4-30 报告周期 关於本报告

G4-31 关於报告或报告内容的联络人。 关於本报告

G4-32 说明机构选择的“符合”方案。针对所选方案的 GRI 内容索引。 关於本报告

G4-33 机构为报告寻求外部鉴证的政策和目前的做法。 关於本报告

治理

G4-34
机构的治理架构，包括最高治理机构下的各个委员会。 说明负责经济、
环境、社会影响决策的委员会。

我们的业务；年報－企業管治報告

商业伦理与诚信

G4-56 说明机构的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如行为准则和道德准则。 我们的业务

具体标准披露项

经济

方面 : 经济绩效

G4-DMA 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业务

G4-EC1 机构产生和分配的直接经济价值 我们的业务

G4-EC2 气候变化对机构活动产生的财务影响及其风险、机遇 主席致辞

G4-EC3 机构固定收益型养老金所需资金的覆盖程度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间接经济影响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业务

G4-EC7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与支持性服务的情况及其影响 我们的业务

G4-EC8 重要间接经济影响，包括影响的程度 我们的业务

环境

方面 : 能源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3 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保护环境

方面 : 水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8 按源头说明的总耗水量 保护环境

方面 : 废气排放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15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一） 保护环境

G4-EN16 能源间接温室气体排放量（范畴二） 保护环境

G4-EN19 減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保护环境

G4-EN21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和其他主要气体的排放量 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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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G4 内容索引附录一

指标 标准披露项标题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考或其他参考

具体标准披露项

方面 : 污水和废棄物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24 严重洩漏的总次数及总量 保护环境

方面 : 产品和服务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27 降低产品和服务环境影响的程度 保护环境

方面 : 合规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保护环境

G4-EN29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保护环境

类别： 社会

子类别 : 劳工实践和体面工作

方面 : 僱佣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LA1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工和离职员工总数及比例 我们的员工

G4-LA2
按重要运营地点划分，不提供给临时或兼职员工，只提供给全职员工的
福利

我们的员工

G4-LA3 按性别划分，产假 / 陪产假后回到工作和保留工作的比例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职业健康与安全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LA6
按地区和性别划分的工伤类别、工伤、职业病、误工及缺勤比例，
以及和因公死亡人数

我们的员工

G4-LA7 从事职业病高发职业或高职业病风险职业的工人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培训与教育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LA9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每名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我们的员工

G4-LA10
为加强员工持续就业能力及协助员工管理职业生涯终止的技能管理及终
生学习计划

我们的员工

G4-LA11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的百分比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多元化与机会平等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LA12
按性别、年龄组别、少数族裔成员及其他多元化指标划分，治理机构成
员和各类员工的组成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男女同酬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LA13 按员工类别和重要运营地点划分，男女基本薪金和报酬比率 我们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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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标准披露项标题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参考或其他参考

子类别 : 人权

方面 : 非歧视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HR3 歧视事件的总数，以及机构採取的纠正行动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童工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HR5
已发现具有严重使用童工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有助於有效杜绝
使用童工情况的措施

我们的员工

方面 : 强迫与强制劳动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HR6
已发现具有严重强迫或强制劳动事件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以及有助
於消除一切形式的强迫或强制劳动的措施

我们的员工

子类别 : 社会

方面 : 当地社区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回馈社会

G4-SO1 实施了当地社区参与、影响评估和发展计划的运营点比例 回馈社会

方面 : 反腐败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业务

G4-SO3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的总数及百分比，
以及所识别出的重大风险

我们的业务

G4-SO4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我们的业务

G4-SO5 确认的腐败事件和採取的行动 我们的业务

方面 : 反竞爭行为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业务

G4-SO7 涉及反竞爭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做法的法律诉讼的总数及其结果 我们的业务

方面 : 合规 

G4-DMA 通用管理方法披露 我们的员工

G4-SO8 违反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额，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我们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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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香港联交所环境、社会及管治报告指引内容索引

主要范畴、层面、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其他参考

A. 环境

层面 A1 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关废气及温室气体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无害废棄物的产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1.1 排放物种类及相关排放数据。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1.2 温室气体总排放量（以吨计算）及（如适用）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1.3 所产生有害废棄物总量（ 以吨计算） 及（如适用）
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A1.4 所产生无害废棄物总量（ 以吨计算） 及（如适用）
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A1.5 描述減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1.6 描述处理有害及无害废棄物的方法、減低产生量的措施及所得成果。 不适用

层面 A2 资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资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资源可用於生产、储存、运输、楼宇、电子设备等。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2.1 按类型划分的直接及 / 或间接能源（ 如电、气或油）总耗量（ 以千个千瓦时计算）
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2.2 总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产量单位、每项设施计算）。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计划及所得成果。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2.4 描述求取适用水源上可有任何问题，以及提升用水效益计划及所得成果。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2.5 制成品所用包装材料的总量（以吨计算）及（如适用）每生产单位佔量。 不适用

层面 A3 环境及天然资源 

一般披露 減低发行人对环境及天然资源造成重大影响的政策。 保护环境

关键绩效指标 A3.1 描述业务活动对环境及天然资源的重大影响及已採取管理有关影响的行动。 保护环境

B. 社会

僱佣及劳工常规

层面 B1 僱佣

一般披露 有关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晋升、工作时数、假期、平等机会、多元化、反歧视以及其
他待遇及福利的：(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1.1 按性别、僱佣类型、年龄组别及地区划分的僱员总数。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1.2 按性别、年龄组别及地区划分的僱员流失比率。 我们的员工（暂只提供离职总人数）

层面 B2 健康与安全

一般披露 有关提供安全工作环境及保障僱员避免职业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2.1 因工作关係而死亡的人数及比率。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2.2 因工伤损失工作日数。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B2.3 描述所採纳的职业健康与安全措施，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我们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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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范畴、层面、一般披露及关键绩效指标 2015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或其他参考

层面 B3 发展及培训 

一般披露 有关提升僱员履行工作职责的知识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训活动。
培训指职业培训，可包括由僱主付费的内外部课程。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3.1 按性别及僱员类别（如高级管理层、中级管理层等）划分的受训僱员百分比。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3.2 按性别及僱员类别划分，每名僱员完成受训的平均时数。 我们的员工

层面 B4 劳工准则

一般披露 有关防止童工或强制劳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4.1 描述检讨招聘惯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强制劳工。 我们的员工

关键绩效指标 B4.2 描述在发现违规情况时消除有关情况所採取的步骤。 我们的员工

营运惯例

层面 B5 供应链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应链的环境及社会风险政策。 我们的业务

关键绩效指标 B5.1 按地区划分的供货商数目。 我们的业务

关键绩效指标 B5.2 描述有关聘用供货商的惯例，向其执行有关惯例的供货商数目、以及有关惯例的执
行及监察方法。 

我们的业务

层面 B6 产品责任 

一般披露 有关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广告、标籤、私隐事宜以及补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我们的业务

关键绩效指标 B6.1 已售或已运送产品总数中因安全与健康理由而须回收的百分比。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B6.2 接获关於产品及服务的投诉数目以及应对方法。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B6.3 描述与维护及保障知识产权有关的惯例。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B6.4 描述质量检定过程及产品回收程序。 不适用

关键绩效指标 B6.5 描述消费者数据保障及私隐政策，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不适用

层面 B7 反贪污

一般披露 有关防止贿赂、勒索、欺诈及洗黑钱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对发行人有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及规例的资料。 

我们的业务

关键绩效指标 B7.1 於汇报期内对发行人或其僱员提出並已审结的贪污诉讼案件的数目及诉讼结果。 我们的业务

关键绩效指标 B7.2 描述防范措施及举报程序，以及相关执行及监察方法。 我们的业务

社区

层面 B8 社区投资

一般披露 有关以社区参与来了解营运所在社区需要
和确保其业务活动会考虑社区利益的政策。

回馈社会

关键绩效指标 B8.1 专注贡献范畴（如教育、环境事宜、劳工需求、健康、文化、体育）。 回馈社会

关键绩效指标 B8.2 在专注范畴所动用资源（如金钱或时间）。 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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