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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一般披露

GRI 標準
一般披露 GRI 標準描述 項目

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參考 報告段落 備註

組織概況

102-1 組織名稱 我們的業務

102-2 活動、品牌、產品與服務 我們的業務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企業宣言

102-3 總部位置 我們的業務

102-4 營運業務的國家數目 我們的業務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企業宣言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我們的業務

102-6 提供服務的市場（包含提供產
品或服務的地理位置； 
所服務的行業；客戶和受惠者
的類型）

我們的業務

102-7 組織規模 SwireTHRIVE – 員工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企業宣言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二零二一年表現 
評述及展望

102-8 員工與其他工作者的資訊 關鍵績效
指標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如全職或兼職）、
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附錄 – 表現數據

102-9 供應鏈 關鍵績效
指標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其他環境、社會及管治 
披露 – 供應鏈

太古公司並無中央採購部
門，旗下營運公司負責各自
的物料採購，因此我們並無
集團層面的供應商數據。關鍵績效

指標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
行有關慣例的供應商數目，以及相關
執行及監察方法。

關鍵績效
指標 B5.3

描述有關識別供應鏈每個環節的環境
及社會風險的慣例，以及相關執行及
監察方法。

102-10 組織與其供應鏈的重大改變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主席報告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二零二一年表現 
評述及展望

102-11 預警原則或方針 我們的業務 – 風險管理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風險管理

102-12 外部倡議 附錄

102-13 公協會的會員資格 附錄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1_Corporate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4_Chairman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04_Chairman_Stat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ir/reports/ar21.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92_Risk_Managemen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92_Risk_Managem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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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一般披露

GRI 標準
一般披露 GRI 標準描述 項目

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參考 報告段落 備註

策略

102-14 決策者的聲明 主席報告

102-15 關鍵衝擊、風險及機會 我們的業務 – 風險管理

倫理與誠信

102-16 價值、原則、標準及行為規範 其他環境、社會及管治 
披露 – 管治

管治

102-18 管治結構 我們的業務 – 我們的 
可持續發展方針

太古公司 二零二一年 
報告書 – 企業管治報告

持份者參與

102-40 持份者列表 報告簡介 – 持份者參與

102-41 集體談判協議 其他環境、社會及管治 
披露 – 人才管理

香港並沒有與工會進行集
體談判安排的法律框架。在
中國內地，我們旗下的營運
公司通常需要與官方工會
聯繫。員工可以通過既定渠
道提出申訴，並舉報不當行
為和違反《行為準則》的情
況。太古海洋開發的海員薪
酬談判由相關的國際或全國
組織集體進行，並按照《二
零零六年海事勞工公約》訂
立的集體談判協議及企業談
判協議管理。詳情請參閱營
運公司的可持續發展報告。

102-42 識別與選擇持份者 報告簡介 – 持份者參與

102-43 與持份者溝通的方針 報告簡介 – 評估重要性

102-44 主要議題與提出的關注事項 報告簡介 – 評估重要性 同時參閱「持份者參與」
章節

報告實務

102-45 綜合財務報表所包括的實體 太古公司 報告方法

102-46 界定報告書內容及議題涵蓋
範圍

報告簡介 太古公司 報告方法

102-47 重大議題表列 報告簡介 – 評估重要性 太古公司 報告方法

102-48 資料重列 附錄 – 表現數據 我們於二零二一年檢討報告
範圍後，重述過往表現績數
據，將國泰航空集團及香港
航空發動機維修服務公司的
表現數據剔除。

102-49 呈報方式改變 太古公司 報告方法 
 （英文版）

102-50 報告期 報告簡介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80_Corporate_Governance_Repor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ir/reports/swirepacificAR2021/pdf/tc/Swire_AR21_c_080_Corporate_Governance_Report.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sd/sd/gri_report2022.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sd/sd/gri_report2022.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sd/sd/gri_report2022.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sd/sd/gri_report2022.pdf
https://www.swirepacific.com/en/sd/sd/gri_report202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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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標準一般披露

GRI 標準
一般披露 GRI 標準描述 項目

港交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指引》參考 報告段落 備註

報告實務

102-51 上一次報告書的日期 我們的二零二零年可持續發
展報告於二零二一年六月二
十八日刊發。

102-52 報告周期 報告簡介

102-53 查詢報告書相關問題的聯絡人 報告簡介

102-54 依循GRI準則報導的宣告 報告簡介

102-55 GRI內容索引 附錄 –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及 
港交所索引列表

102-56 外部保證 報告簡介 獨立鑒證報告

https://www.swirepacific.com/tc/sd/sd/limited_assurance_opinion2022.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