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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 

報告簡介 

    本報告旨在披露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於本報告簡稱爲“本公司”）（股份代

號 01988）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管理理念和本公司 2016年內相關方面的表現情况，

以促進廣大利益相關方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更充分地溝通與瞭解。本報告應

與《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年度報告》、《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社會責任報告》一並閱讀以幫助讀者更全面地瞭解本公司。 

涵蓋期間：如無特別注明，報告涵蓋期限爲 2016年 1月 1日至 2016年 12月 31日。 

內容範疇 

本報告內容是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

管治報告指引》相關規定，並綜合考慮了中國民生銀行利益相關方關注重點及公司業務特

點進行編寫。 

報告內容涵蓋了中國民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體系以及在反貪

污、産品責任、員工關懷、社區投資、供應鏈管理及環境保護方面踐行相關責任的具體表

現。報告涉及數據的覆蓋範圍與計算方法已於報告中進行標註。 

參考指引 

本報告內容遵循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編制。本報告亦已完成《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並載於本

報告附錄。 

確認及批准 

本報告於 2017年 3月 30日獲董事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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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體系 

 

本公司致力於建立高水平的環境、社會及管治管理體系，鞏固本公司核心競爭力，提

升品牌價值。截止至 2016年 12月 31日，本公司一直積極履行環境、社會及管治責任，

不斷提高本公司在環境、社會及管治方面的作爲。 

通過牢固樹立“民生服務社會大衆、實踐情系民生事業、大衆情系民生銀行”的責任

意識，本公司積極推動企業發展、社會進步和生態改善的融合共生，致力於達到高水平的

環境、社會及管治體系，以保障股東利益、提升企業價值並踐行社會責任。 

核心理念與管理 

本公司圍繞“情系民生，服務大衆”的理念，堅持“爲民而生、與民共生”的使命，

致力於在企業發展過程中兼顧環境、社會與經濟三方面的可持續發展。有效的組織架構是

落實管理理念的基礎。本公司通過“三會一層”——股東大會爲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爲

決策核心，監事會爲監督核心，經營管理層負責日常經營管理，各司其職、有效制衡,以

確保本公司環境、社會及管治責任的切實履行。 

社會層面 

合規運營是本公司的基本管理理念，本公司嚴格遵守國家及各地區相關法律法規，並

致力於向國際標準看齊。公正廉潔是本公司可持續發展的基本原則。本公司重視企業管治，

持續優化公司治理水平，加强反貪腐、反洗錢能力建設，推動員工廉潔意識的增强。對於

消費者，本公司通過提高服務質量，保護客戶權益，嚴格品牌管理，不斷提高産品責任履

行水平，滿足客戶需求。對於公司員工，本公司堅持以人爲本，樹立尊重人、培養人、成

就人的人才理念，保障員工合法權益，爲員工提供更加廣闊的學習、成長空間，幫助員工

實現個人價值。對周邊社區，本公司堅持奉獻社會，與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在教育幫扶、

醫療衛生、志願服務等方面全情投入，在文化公益領域持續深耕細作，不斷加强與社區的

溝通，滿足社區需求。對於供應商，本公司建立了公平公正的供應商管理制度，並通過可

持續採購原則等推動供應商本身履行環境與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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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層面 

本公司堅持綠色發展，一方面，不斷推動綠色辦公模式，踐行綠色運營理念；另一方

面，積極發揮金融杠杆作用，優化調整信貸結構，對節能環保産業給予信貸支持，助推産

業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綠色金融，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              

利益相關方參與 

本公司積極開展與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及時瞭解利益相關方的需求，並進行積極的回

應。基於業務特點，我們的主要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監管部門、投資人/股東、客戶、

員工、社區及供應商。 

關鍵利益相關方 關注議題 溝通及回應 

政府監管部門 遵紀守法； 

透明治理；； 

參與政府監管機構的會議； 

合規報告披露； 

投資人/股東 合規經營； 

開拓市場； 

産品創新； 

公司股東大會； 

公司公告； 

網上調查問卷； 

客戶 客戶服務； 

個人隱私安全； 

客戶投訴； 

客戶權益保障； 

客戶滿意度調查； 

客戶服務中心； 

廳堂投訴； 

網上調查問卷； 

員工 員工權益與福利； 

薪酬制度； 

勞工準則； 

培訓與發展； 

職代會； 

員工活動； 

專題討論； 

網上調查問卷； 

社區 社區發展； 

社會公益； 

義工活動； 

網上調查問卷； 

供應商 透明採購； 

平等競爭； 

共贏互利； 

網上調查問卷； 

供應商評估； 

專題小組討論； 

 

實質性議題識別與分析 

2016年度，本公司通過定期瞭解利益相關方的訴求，結合本公司整體戰略內容及經

營方向，在遵循國內相關法律法規條例及港交所披露要求的前提下，篩選並識別出了本年

度內最重要的議題，即反貪污、産品責任及員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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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層面 B7） 

 

本公司致力於不斷加强內部治理，推動公司範圍內商業道德操守的提高，持續維護股

東和利益相關者的權益。爲進一步提升治理水平，本公司持續追踪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及

監管機構所發佈最新指引及要求，採取相應措施，加大對經營發展的先導性指導與支持，

不斷完善公司治理制度。2016年期間，累計完成綜合或專項報告 15份、合規內控要情 24

份，有效支持經營管理決策。 

反貪腐 

本公司嚴格執行國家有關政策，積極開展內控管理風險排查及預防，以降低腐敗、賄

賂風險。2016年，本公司新制定了《中國民生銀行員工紀律手册》和《中國民生銀行巡視

工作暫行規定》，提升員工防腐拒變的思想認識，完善幹部監督管理機制。同時通過加强

紀律教育宣傳、重視案件線索處置、注重巡視與日常排查和貫徹監督問責制度等一系列措

施，對員工存在的廉潔從業、涉嫌商業賄賂等問題從嚴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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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洗錢 

本公司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以及中國人民銀行反洗錢監管要求，加强反

洗錢內控管理。2016年重點對《客戶洗錢風險分類管理辦法》、《新設分行反洗錢工作指

引》、《員工賬戶違規風險排查管理辦法》、《反洗錢工作綜合評價管理辦法》等 4項制

度進行了修訂完善，並新建了《産品/業務洗錢風險評估管理辦法》。同時通過開展一系

列措施，逐步建立了反洗錢薄弱環節的管理機制。 

提高員工反洗錢認知 

本公司積極推動反洗錢相關培訓，提高員工反洗錢認知，强化反洗錢領導小組成員部

門職能。2016年組織開展反洗錢培訓 8,420場，參與培訓人員達到 146,000餘人次，培訓

課時累計達到 11,400餘天；組織開展宣傳活動 4,161場，共下發宣傳材料 141萬餘份，

受衆人數達 627萬餘人次。 

建立洗錢風險評估標準 

本公司建立了科學客觀的産品洗錢風險評估標準，用量化數值提高産品評估的科學性

與客觀性，積極組織開展客戶身份識別與風險等級劃分工作，嚴格履行大額與可疑交易報

送義務。全年共報送大額交易 236,031,965筆；篩選可疑交易報告 1,624,014份。 

2016年公司共識別新客戶 6,876,665名，重新識別客戶 19,824,173名，限制結算

功能 16,979戶。 

洗錢風險評定結果 

風險類別 戶數 佔比 

高風險 8,540 0.01% 

較高風險 38,834 0.07% 

中風險 1,150,014 2.23% 

較低風險 10,121,587 19.63% 

低風險 40,216,991 78.03% 

注：數據覆蓋 2016年全公司範圍 

 

推進代理行反洗錢管理 

本公司積極推進代理行反洗錢管理機制建設，依據“風險爲本”的原則不斷强化洗錢

風險分析、預警工作，以外部案件信息與內部監測數據爲手段，以防範恐怖融資風險和制

裁風險爲重點，組織開展了對涉朝、涉蘇、涉叙存量客戶、跨境業務、代理行關係的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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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嚴格禁止與朝鮮、蘇丹、叙利亞、緬甸、伊朗、古巴等 6大制裁風險國家的業務往

來；組織定期開展洗錢風險類型分析及員工洗錢風險排查等工作。 

2016年，發佈洗錢類型分析報告 2期，發佈洗錢風險提示 128期，攔截風險事件

2,965起。排查員工 13,240人次，發現問題員工 220人次，並重點通過合規談話、通報批

評、合規扣分、紀律處分等手段對違規員工進行了相應的處置。 

反洗錢工作成效顯著 

本公司反洗錢反恐融資工作成效顯著，多家下屬機構反洗錢工作獲監管高度評價。在

反洗錢評選表彰方面，有 12家一級分行獲得了 15項先進評選和表彰；在反洗錢競賽獲獎

方面，有 7家一級分行獲得 10項監管機構獎項。 

 

産品責任（層面 B6） 

 

客戶服務 

本公司始終把客戶服務理念融入至日常工作中，努力爲客戶提供滿意的服務感受，實

現客戶體驗的持續提高： 

1）根據《中國民生銀行客戶投訴管理辦法》的要求，修訂了《95568渠道客戶投訴

處理細則》，客戶可通過 95568 電話、郵件、微信、短信、E 線通等多渠道反饋投訴問題，

投訴處理保證在 3個工作日內處理完畢，確保了時效性； 

2）積極參與中國銀行業協會組織的各項活動，並加强對 95568客服人員的金融知識

培訓、服務技能培訓等，2016年，在中國銀行業協會組織的第四屆優秀客服中心評選及第

三屆客服明星評選中再次斬獲綜合示範單位獎，憑藉 95568 數字地圖系統獲得優秀創新獎，

13名員工獲得最佳客服明星及優秀客服明星榮譽； 

3）積極聯動各部門，推動銀行卡盜刷、通用積分、不明交易、自助渠道投訴等問題

處理流程、業務規則和産品功能的優化，減少類似消費糾紛重複出現。 

截至 2016年年末，本公司 95568共收到客戶投訴 413筆，較上年末下降 2%；客戶投

訴處理滿意度 97.15%，較上年提升 0.69個百分點；同時，本年度本公司 95568客服滿意

度測評成績優异，以平均成績 99.25的分值，高出對標行約 1.61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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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權益保護 

爲貫徹落實國務院、銀監會及人民銀行對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要求，切實保障

本公司金融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本公司明確了由董事會戰略發展與投資管理委員會承擔董

事會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通過制定了《中國民生銀行銀行業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指引》、

《中國民生銀行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工作制度》等一系列消費者權益保護綱領性制度，

形成了完整的消費者權益保護制度執行保障體系。 

在信息安全事件管理方面，本公司印發了《中國民生銀行信息安全事件管理辦法》，

並基於此建立了相關制度：明確了信息安全事件的分類與分級規則，信息安全事件的監控

與預警規則、安全檢查與評估制度和信息安全事件報告與考核制度等； 

本年度內，本公司還轉發中國支付清算協會《關於加强銀行卡敏感信息安全管理 防

範終端機具改裝的倡議書》，同時印發《關於開展總行支付敏感信息安全檢查的通知》，

通過檢查，加大對特約商戶，以及收單外包服務的規範管理，進一步提升了支付信息安全

防護水平。 

品牌管理 

本公司重視品牌管理工作，以《品牌管理辦法》爲綱領性制度，建立了十五個單項管

理制度，涵蓋範圍包括品牌管理、渠道管理、內外宣傳、聲譽風險等四大類內容的管理體

系。2016年，本公司下達《關於加强全行品牌一致性管理工作的指導意見》，全面推進本

公司品牌視覺形象的規範和統一，加强各大業務旗下子品牌定位，確定管理邊界，逐步進

入“母品牌帶動子品牌，子品牌反哺母品牌”的良性發展循環。 

知識産權維護 

本公司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及相關法律法規要求，執行知識産權

維護相關工作，完善知識産品維權制度。本公司從 2008年出臺了第一份全公司性的知識

産權文件以來，每年圍繞該文件都會對知識産權管理內容出臺新的規定。 

 

員工關懷（層面 B1-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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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傭與勞工準則 

本公司所有崗位用工均按照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

合同法》等相關法律的規定執行，並依法制定了《中國民生銀行員工招聘管理辦法》、

《中國民生銀行勞動合同管理辦法》、《中國民生銀行考勤休假管理辦法》等內部規章及

相關實施細則，避免聘用童工，杜絕强制勞動現象，依法保障員工各項勞動權利，確保人

才選拔工作公平、公正、公開。所有在崗勞動合同制員工均與本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在

簽訂、續訂、終止、解除勞動合同等過程中，本公司嚴格遵守法定程序，所有相關流程都

保證公平公開公正，不受性別、種族或其他有關多元化因素的影響，切實保障勞動者合法

權益。 

僱傭相關績效指標 

指標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員工總數（人） 57,406 57,228 56,168 

女性員工比例（%） 54 55 54 

女性管理者比例（%） 38 37 38 

少數民族員工比例（%） 3.97 4.2 4.54 

勞動合同簽訂率（%） 100 100 100 

注：數據覆蓋全公司範圍 

 

本年度內，本公司通過高校畢業生統一招募錄用 313人。同時，根據本公司“人才發

展體系”建設總體要求，遴選 65名優秀碩士畢業生作爲第一期“揚帆計劃”管理培訓生

項目培養對象，其中錄用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海

外重點高校碩士畢業生 27 名；加强博士後工作站建設，除强化已進站博士後人員培養外，

另在途招聘博士後 4-5名。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40歲以上員工共 6,268人，30-40

歲（含）共 20,622 人，30 歲及以下員工共 29,278 人，大專及以上學歷佔比人數爲 97.5%。 

薪酬待遇及福利 

本公司遵守各地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律要求及各地相關基本福利制度，依法爲員工繳納

基本養老、基本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基本社會保險，並建立住房公積金以及企業年

金、補充醫療保險等補充員工福利制度，提高員工的養老、醫療保障。 

此外，本公司支持工會工作，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工會法》和《中國工會章程》有

關規定，足額計提工會經費，支持工會獨立自主開展工作，民主選舉工會主席以保障員工

合法權益。同時以職代會爲核心推進企業民主管理，拓寬職工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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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制度的渠道。2016年，共 28家分行召開一次或多次職工代表大會，在全公司範圍內

完成職工監事補選，增補職工監事，並審議通過了《中國民生銀行員工退出管理辦法》

《中國民生銀行派遣人員用工管理指引》《中國民生銀行員工考勤休假管理辦法》等五項

職工權益保護相關方案。 

員工培訓與發展 

本公司本著組織與個人融合發展的理念，規劃人才發展體系，制定管理人才“精准化”

培訓、核心人才“分類化”培訓及後備管理人才“創新化”三類專有化培訓計劃，使團隊

必備的通用能力、專業技術能力得到明顯提升，拓展後備幹部庫提供人員來源，適應新形

勢下的各類人才的培養需求。 

2016年，本公司繼續優化員工專業技術序列通道建設。通過出臺《中國民生銀行專

家級專業技術資格人才培養實施細則》，持續推進“專業+管理”雙通道建設，今年共面

向公司 29家經營機構組織實施全面專業序列優化通道建設優化調研，對現有專業序列崗

位範圍、實施細則和能力模型進行修改、更新；積極爲現有專業技術序列資格人員搭建各

類發展平臺，組織實施公司資深級專業技術人員課題研究項目，打開核心專業技術人才上

升空間。 

據統計，2016年度本公司各類培訓累計參加 146萬人次，各級機構組織面授培訓班

4,287期，員工總學時達 290萬小時，全年共組織 66,522人次崗位資格和業務資格考試持

有 CFA、CPA、FRM等外部高端認證人數佔比 17%，較去年增長 70%，團隊建設質量、培訓

投入産出效率大幅提升。 

績效評估與晋升 

本公司目前已有完善的以崗位體系爲基礎的績效評估體系。通過每年制定員工年度績

效計劃及目標，並基於績效評估體系指導各經營機構開展年度績效管理工作。在晋升方面，

本公司完善人才評價，嚴格執行中高級管理人員選用標準，形成全公司參與的選拔任用機

制，創造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 

員工健康與安全 

注重員工職業健康 

本公司重視員工的健康與安全，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工傷保險條

例》等國家法律法規對員工職業健康展開管理，爲員工提供綜合保險保障計劃，包含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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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保險、綜合醫療保險等。當員工意外受傷後，綜合保險保障計劃可爲員工提供全方位

的醫療和保險服務，同時也爲員工提供合理的考勤休假措施，確保員工安心調養，恢復健

康。據統計，2016年內公司社會保險覆蓋率 100%。 

同時本公司安排資金 5,200余萬元，爲 46,000餘名員工安排身體健康體檢。部分分

支機構購買了 EAP服務（員工幫助計劃），爲員工提供心理健康幫助。 

提供安全工作環境 

在安全防護方面，本公司嚴格遵守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了完善的全行安全防控體

系，通過强化營業網點安防管理、狠抓辦公場所消防安全管理和提高員工安全意識和責任

意識，爲公司業務發展提供安全、可信的內外部環境。 

2016年，本公司共成功堵截各類案件、事故 1,145起，涉及防範金額 4,521萬元，

配合公安機關抓獲犯罪嫌疑人 24人。 

 

社區投資（層面 B8） 

 

    本公司通過與社區溝通，瞭解社區需求，積極採取措施進行回應，並基於社區需求採

取相關措施，更好地服務大衆，回報社會。 

定點扶貧 

本公司長期以來積極響應國家定點扶貧的號召。公司員工連續十四年捐款資助河南封

丘、滑縣、甘肅渭源、臨洮縣的定點扶貧項目。2015年甘肅渭源、臨洮縣成功脫貧，2016

年公司爲河南封丘、滑縣共捐出 1,564.04萬元。其中，基於該兩地需求，本公司將扶貧

資金投向教育、醫療、道路建設、産業發展等扶貧項目，實現提升貧困縣教育資源，改善

貧困縣基本醫療環境並促進貧困縣經濟發展。具體來說，向滑縣捐助 885萬元，包括教育

扶貧項目 280萬元、醫療扶貧項目 300萬元、光伏扶貧項目 300萬元、村項目道路改造項

目 5萬元；向封丘縣捐助 679.04萬元，包括教育扶貧項目 174萬元、股權扶貧項目

402.07萬元、醫療扶貧項目 97.93萬元、村路燈改造項目 5.0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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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貧 

按照人民銀行及本公司金融扶貧工作領導小組關於做好金融扶貧工作的有關要求，本

公司將扶貧工作擴大到全國範圍的貧困縣，强調通過金融業務創新支持扶貧。召開多次跨

部門金融扶貧工作會議，及時制定下發《關於本公司貫徹落實金融扶貧工作的指導意見》，

制定《關於加强金融扶貧監督檢查工作的意見》等文件，積極組織協調公司各部門、各下

屬分支機構落實相關職責，確保高標準完成金融扶貧任務。 

文化公益 

本公司一直在公益美術領域有所作爲，針對本公司資助的公益美術機構，我們制定了

《民生美術機構管理委員會工作制度》、《民生美術機構展覽管理辦法》等文件。除了完

善上述制度，2016年 6月本公司董事會還設立了“公益事業決策委員會”，依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慈善法》等國家新政策法規，修訂北京民生文化藝術基金會、上海民生藝術基金

會相關管理制度，以規範內部管理，提高運行效率、統一標準、合規經營，爲今後公益捐

贈工作的有序開展及美術機構的規範化經營建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礎。 

志願服務 

此外，本公司積極投入志願者服務，並鼓勵員工利用自己的時間和專長服務社區，奉

獻愛心回饋社會，全面倡導責任文化。報告期內，本公司青年員工志願公益活動參與人數

達 18,938人次，志願公益活動次數達 180次。 

外部公益組織相關活動 

除了主動組織公益活動外，本公司還積極參與外部公益活動：4月，本公司參加中華

紅絲帶基金與聯合國艾滋病規劃署交流會；5月，本公司組織召開中華紅絲帶基金 2016年

監事會會議；6月，本公司參加了重點公益項目《百年巨匠》攝製組在上海民生美術館舉

行的《吳作人》開機儀式；8月，本公司參加了第一屆 ME計劃“鄉村夏令營”項目啓動儀

式。 

所獲榮譽 

2016年度，本公司社會責任相關工作獲得政府部門、公益組織及主流媒體等第三方

機構的良好評價，獲中國銀行業協會“年度社會責任最佳綠色金融獎”、“年度最佳社會

責任管理者獎”、“年度最佳社會責任特殊貢獻網點獎”，獲評社科院《企業社會責任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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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報告（2016）》“銀行業社會責任發展指數第一名”、“民營企業 100强社會責任發展

指數第三名”，南方周末“最佳責任企業獎”。 

 

供應鏈管理（層面 B5） 

 

可持續採購原則 

本公司基於《中國民生銀行採購管理辦法》、《中國民生銀行招投標管理辦法》、

《中國民生銀行供應商管理辦法》、《中國民生銀行採購人員廉潔從業規定》等相關文件

建立了完整的供應商管理體系，爲集團採購主要産品及服務提供指引。同時本公司鼓勵供

應商將勞工標準、環境保護、職業健康安全及商業道德等方面的要求納入到他們的管理體

系中。 

供應商管理 

爲了更好地落實本公司的可持續採購政策，本公司制定了嚴格的供應商准入準則。要

求供應商遵守國家法律法規，具有良好的商業信譽和健全的財務會計制度，提供的産品或

服務需符合國家、行業標準及綠色採購標準，願意且有能力爲本公司提供産品和服務，並

接受本公司的監督管理。同時爲使供應商能够嚴格遵守本公司的供應商準則，我們還制定

了供應商的評價標準，評價分爲定期評價（每年一次）和合同結束後的總體評價，由集中

採購部門、請購部門、需求部門轄內機構共同對現有供應商履約情况進行統計、分析、反

饋，評價結果分爲優秀、合格、不合格，該評價結果作爲本公司與該供應商簽訂後續合同

的重要依據。 

 

環境責任（層面 A1-A3） 

 

    本公司致力於降低自身運營對環境的影響，除遵守相關法律法規外，本公司還積極倡

導綠色辦公模式，加强員工節能環保理念，開拓綠色金融業務，從多個方面採取措施，達

到節能減排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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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辦公 

提高效率 

長期以來，本公司通過固定資産效益管理計劃，做好固定資産購置、使用、保管、維

修、調撥、盤點、處置回收等工作，大大提高辦公室固定資産使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

2016年末公司達到使用年限仍能正常使用的耐用固定資産原值達 112,867萬元，一年節約

成本額達 21,445萬元，極大地節約了採購成本和所耗用的自然資源。同時，在日常辦公

過程中，我們倡導員工提高辦公用品的使用效率，針對辦公耗材持續推行“5R”管理概念，

既：廢棄物減量、再利用、資源回收、物品修復和拒絕購買不符合環保概念的産品；並充

分利用 OA系統，線上處理解決問題，精簡文件篇幅，提高公文運轉效率。 

節約能耗 

在能源消耗方面，本公司堅持從小事做起，節能減排。本公司鼓勵各分支機構使用節

能燈管，避免電器長期待機：在照明方面做到根據實際情况進行照明，做到人走燈滅；在

電器使用方面，及時關閉不使用的電器，減少浪費。同時，對耗電量大的電器進行合理管

理，以空調爲例，本公司鼓勵依據實際天氣情况，合理使用空調，避免設置溫度過低或過

高，造成能耗浪費。據統計，2016年本公司總行電力、天然氣及外購熱力的消耗密度分別

比 2015年同比下降 2.3%，7.52%及 10.39%。 

    此外，本公司通過推廣視頻會議使用，儘量減少會議交通，從而達到減少排放的目的。

據統計，2016年本公司總部與下屬分支機構之間召開的視頻會議次數爲 388次，較上一年

增加 110%。 

綠色辦公相關績效指標 

指標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視頻會議次數（次） 211 184 388 

注：此處視頻會議次數指中國民生銀行總部與下屬分支機構之間通過網絡視頻形式召開會

議的次數。 

 

綠色金融業務 

本公司一直積極推動綠色金融業務，根據監管要求，印發了《中國民生銀行綠色信貸

管理辦法（試行）》作爲綠色信貸管理的綱領性文件，明確重點支持天然氣、污水處理、

固廢處理、合同能源管理等行業。另一方面，通過印發《環境和社會風險評估標準及合規

審查清單》，對電解鋁、鋼鐵、金屬礦採選、水泥、平板玻璃、煤炭、焦化、船舶、印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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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造紙、化工等 26個存在較高環境和社會風險的領域，逐一制定了授信准入標準，

建立了環保一票否決制。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貸款項目環評達標率達到 100%，

綠色信貸項目貸款餘額 138.23億元。 

綠色金融相關績效指標 

指標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綠色信貸貸款餘額（億元） 90.72 114.04 138.23 

産能過剩貸款率（%） 3.46 3.08 3.20 

兩高一剩項目否決涉及金額

（億元） 
273.64 98.32 122.94 

注 1：數據覆蓋全公司範圍 

注 2：兩高一剩項目否決涉及金額是指被中國民生銀行否決的涉及《中國民生銀行綠色信

貸管理辦法（試行）》（民銀發[2015]131 號）中規定的“兩高一剩”行業貸款申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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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 

 

範疇 議題 績效指標 採用情况 

環境 A1 排放

物 

一般披露：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對水及土壤的排

污、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産生等的： 

(1)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A1.1 排放物種類及相關排放數據 未來採用 

A1.2 溫室氣體排放量及(以噸計算)及 

(如適用)密度(如以每産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未來採用 

A1.3 所産生有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

以每産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未來採用 

A1.4 所産生無害廢棄物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密度(如

以每産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未來採用 

A1.5 描述降低排放量的措施及所取得成果 已採用 

A1.6 描述處理有害及無害廢棄物的方法減低産生量的措施

及所取得成果 

已採用 

A2 資源

使用 

一般披露：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

政策。 

已採用 

A2.1 按類型劃分的直接及/或間接能源(如電、氣或油)總耗

量(以千個千瓦時計算)及密度(如以每産量單位、每項設施

計算) 

未來採用 

A2.2 總耗水量及密度(如以每産量單位、每項設施計算) 未來採用 

A2.3 描述能源使用效益計劃及所取得成果 已採用 

A2.4 描述求取適用水源上可有任何問題，以及提升用水效

益計劃及所取得成就 

已採用 

A2.5 製成品所用包裝材料的總量(以噸計算)及(如適用)每生

産單位佔量 

不適用 

A3 環境 一般披露：減低上市公司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 已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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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天然

資源 

的政策。 

A3.1 描述業務活動對環境及天然資源的重大影響及已採取

管理有關影響的行動 

已採用 

社會 B1 僱傭 一般披露：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晋升、工作時間、假

期、平等機會、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1)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B1.1 按性別、僱傭類型、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總數 已採用 

B1.2 按性別、年齡組別及地區劃分的僱員流失比率 未採用 

B2 健康

與安全 

一般披露：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員工避免職業性

危害的： 

(1)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B2.1 死亡人數及比率 未採用 

B2.2 因工傷損失工作日數 未採用 

B2.3 描述所採納的職業健康與安全措施，以及相關執行及

監察方法 

已採用 

B3 發展

與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

策。描述培訓活動。 

已採用 

B3.1 按性別及僱員類別(如高級管理層、中級管理層)劃分

的受訓僱員百分比 

未採用 

B3.2 按僱員類別及性別劃分，每名僱員完成受訓的平均時

數 

已採用 

B4 勞工

準則 

一般披露：有關防止童工或强制勞工的：  

(1)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B4.1 描述檢討招聘慣例的措施以避免童工及强制勞工 已採用 

B4.2 描述在所發現違規情况時消除有關情况所採取的步驟 不適用 

B5 供應 一般披露：供應鏈的環境與社會風險管理政策。 已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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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管理  

B5.1 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目 未採用 

B5.2 描述有關聘用供應商的慣例，向其執行有關慣例的供

應商數目以及有關慣例的執行及監察方法 

已採用 

B6 産品

責任 

一般披露：有關所提供産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

標簽及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的： 

(1)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B6.1 已售或已運送産品數量中因安全與健康理由而須回收

的百分比 

不適用 

B6.2 接獲關於産品及服務的投訴數目以及應對方法 已採用 

B6.3 描述與維護及保障知識産權有關的慣例 已採用 

B6.4 描述質量檢定過程及産品回收程序 不適用 

B6.5 描述消費方資料保障及隱私政策，以及相關執行及監

察方法 

已採用 

B7 反貪

污 

一般披露：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1) 政策；及 

(2)遵守對上市公司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定的資料。 

已採用 

B7.1 於彙報期內對上市公司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

訴訟案的數目及訴訟結果 

未採用 

B7.2 描述防範措施及舉報程序，以及相關執行及監察方法 已採用 

B8 社區

投資 

一般披露：有關以社區參與來瞭解營運所在社區需要和確

保其業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 

已採用 

B8.1 專注貢獻範圍如教育、環境事宜、勞工需求、健康、

文化、體育） 

已採用 

B8.2 在專注範圍所動用資源（如金錢或時間） 已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