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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我們取得了一項重大成就，與歐綠保集團(亞洲)有限公司和碧瑤廢物處

理及回收有限公司組成合資公司，共同設計、建設和運營位于香港的PET和HDPE

塑料回收設施。該設施將會對香港廢棄飲品塑料瓶(PET)和個人護理產品塑料瓶

(HDPE)進行處理，以生產可供重複利用的原材料。有關于此項目的更多信息，

請參閱本報告的《包裝和廢棄物管理》部分。

“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及“高密度聚乙烯”(HDPE)回收處理設施[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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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总裁寄語

可持續發展

太古可口可樂致力于可持續發展。我們以建立可
持續發展企業為己任，鼎力支持可持續發展環境
下的可持續發展社區生活。2018年是我們在中
國大陸和美國擴大取得新專管區域的首個完整年
度。我們是可口可樂全球銷量第五大裝瓶夥伴。
近期業務規模與運營足迹的增長，使我們的可
持續發展承諾更顯至關重要。我們深知，開放、
坦誠地對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予以報告的重要
性，並以此報告來表明對公開透明的不懈承諾。 

進展

我們信守承諾，言行合一，以能够為我們管運所
在的社區和環境帶來最大改變的可持續發展領域
作為著力重點。過去一年裏，我們已在可持續發
展的四個關鍵領域取得以下成果：

1. 初級包裝 

我 們 在 香 港 開 展 合 作 ， 建 立 區 內 首 座 P E T 和
HDPE塑料回收設施。作為免“廢”暢飲倡議的
創始成員，我們將引領這座城市有效收集、回收
和循環利用PET和HDPE塑料，從而盡可能减少
PET和HDPE廢棄物進入垃圾填埋場或造成環境
污染。我們訂定了廢棄包裝與消費後初級包裝政
策，向可口可樂公司的“沒有廢棄世界“的承諾
看齊，並與自身參與的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
新塑料經濟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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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資源管理

我們自豪地宣布，作為可口可樂系統的一分子，
我們在所有營運的區域中保持“水資源保護正
回饋”

3. 溫室氣體排放 

冷飲設備車隊是我們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源。對
此我們進行了深入的內部審查，從而確定所需采
取的行動，控制未來幾年來自我們各個市場所增
加的設備的排放。

4. 性別均衡 

自去年的報告以來，我們已取得良好的進展。我
們的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不斷取得顯著成果，並
持續發展婦女網絡。我們針對所有市場進行了性
別薪酬差异分析，並就此發出了報告。

可持續發展未來展望

我們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涵蓋對利益相關方至關重
要的環境、安全和社會影響等方面，通過制定
明確目標和關鍵表現指標來推動切實有效的改
善。我們已在2019年開始了“科學基礎减碳目
標(SBT)”試點計劃，以加强控制溫室氣體的排
放，我們將會通過提供更多的低糖和無糖選擇，
以及為成熟品牌引入新的配方，持續降低產品組
合中的含糖量。此外，我們還將切實推進企業多
元包容的文化和人權實踐。

我們以保持對本報告中信息的透明性、準確性和
真實性為己任，並且歡迎您的反饋，以期不斷改
進我們的可持續發展報告工作。

賀以禮
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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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歡迎您的意见 

欲了解更多信息及提供意见或建議，請联系我們
的可持續发展团隊：

關于本報告

本報告論述201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內，太古
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太古可口可樂)在重要可
持續發展領域中的表現。太古可口可樂在銷量方
面是可口可樂公司的第五大裝瓶商，並由太古股
份有限公司全資擁有。

本報告為太古可口可樂編制的第二份年度可持
續發展報告，報告內容根據全球報告倡議組織
(GRI)標準：核心選項而編制。

特此指出，太古飲料公司已于2019年4月更名為
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名稱變更標志著公司在
完成2018年內完成並購的新起點，並且體現了
太古集團與可口可樂公司雙方真誠合作的共同
决心。

本報告介紹了太古可口可樂的表現數據，包含在
香港、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部分地區等四個市
場中由太古可口可樂擁有和經營的所有裝瓶廠。
我們將在報告中盡力提供平衡、誠實和透明的表
現說明。

本報告中的選定數據由德勤會計師事務所提供有
限保證鑒證報告。核查聲明請參見第107頁。

戴維昕
可持續發展總經理

蔡詩韵
可持續發展經理

太古可口可樂
港島區英皇道979號太古坊多盛大廈33樓 
SD@swirecocaco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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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8億名  
消費者 

29,810名  
員工

4個  

市場

61種  
飲料品牌

每年售出 

17.6億  
標箱

太古可口可樂在銷量方面是第五大可口可樂裝瓶
商。于香港、臺灣、中國大陸東南部地區以及從
華盛頓州到亞利桑那州的美國部分地區擁有生
產、配送和銷售可口可樂公司(TCCC)商標飲料
的專營權。

本公司由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太古股份)全資所
有，在60年代中期開始獲得可口可樂的專營權，
飲料生產自此成為太古股份的核心業務之一。太
古股份有限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HKEX)公開
上市。

太古可口可樂概覽

2018年業務表現概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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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州

俄勒岡州
愛達荷州

懷俄明州

南達科他州

內布拉斯加州

科羅拉多州

新墨西哥州
亞利桑那州

加利福尼亞州

內華達州 猶他州

美國

中國大陸

海南

江西

河南

廣西

浙江

上海

雲南

安徽

江蘇

香港 台灣廣東

廣東湛江

湖北

福建

美國運營區域

運營區域

運營區域

中國大陸

18 個裝瓶廠 

20,618 名員工 | 21 種飲料品牌

228 個配送中心

61.52 億公升生產量 

香港 – 總部

1 個裝瓶廠 | 1,518 名員工

21 種飲料品牌 | 3.155 億公升  
  生產量

臺灣

1 個裝瓶廠 | 873 名員工

17 種飲料品牌 | 3 個配送中心

1.344 億公升生產量

美國

6 個裝瓶廠

6,848 名員工 | 39 種飲料品牌

48 個配送中心

14.477 億公升生產量

中國大陸、臺灣和香港運營區域

注釋：從2018年4月起，臺灣高雄裝瓶廠不再屬太古可口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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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台灣 香港 美國

年份

利
潤
(
百
萬
港
元
)

中央成本 中國大陸

香港 台灣

美國 非經常性項目

2018年
收益

57%

34%

4%
5%

54%

36%

4%

6%

2017年
收益

總額
$2,441

總額
$1,630

2018年財務狀况和關鍵指標

應占溢利 2017年和2018年收益

主要財務數據

百萬港元 2018 同比變化

應占溢利 1,630 -33%

經常性利潤* 1,354 +41%

經常性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 3,840 +18%

息稅折舊攤銷前利潤率# 9.0% -0.2% pt

* 不包括非經常性項目。
# 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非經常性收益和中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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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50

2018年

2008年

專營區域
人口(百萬)

(截至
2018年底)

人均本地
生產總值
(美元)

銷售量
(百萬標箱)

2018年 2008年
可口可樂飲料人均飲用量
(8盎司)

中國大陸 668.2 10,547 1,334 600

香港 7.4 47,426 66 57

臺灣 23.6 25,048 56 58

美國 28.8 46,763 299 86

注釋：一個標箱由24個8盎司構成。

# 收益和銷量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向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 收益和銷量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向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 收益和銷量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向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專營區域人均飲用量

銷售收益#

按類別劃分的總收益*

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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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

年份

百
萬
港
元

百
萬
標
箱

2018年 2017年

3%
5%
7%

8%

12%

65%

3%
6%
7%

8%

12%

64%

汽水

果汁飲料

飲用水

其他不含汽飲料
(不包括水)

能量飲料
 

茶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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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以當地貨幣計)和銷量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向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2018年按類別劃分的收益和銷量增長#

按地區和類別劃分的總收入#

25,000

20,000

15,000

10,000

5,000

0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2018年 2017年

能量飲料

飲用水

汽水

茶飲料

其他不含汽飲料
(不包括水)

果汁飲料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百
萬
港
元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收益 銷量 收益 銷量 收益 銷量 收益 銷量

汽水 27% 23% 5% 3% 4% 1% 11% 5%

果汁飲料 13% 14% 4% 2% 4% 4% 8% -2%

飲用水 24% 19% -6% -3% 54% 33% 7% 7%

其他不含汽飲料
(不包括水)

4% -14% 3% 2% 16% 33% 11% 5%

能量飲料 9% 7% 16% 4% 208% 212% 22% 27%

茶飲料 409% 188% 6% 4% 6% 9% -1% -4%

# 收益和銷量包括合資公司，不包括向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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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現可持續發展

太古可口可樂致力于以負責任的方式行事，為我
們的員工、客戶、自然環境以及我們營運所在和
生活在其中的社區創造更美好的未來。我們實現
可持續發展的方式與母公司——太古公司的可持
續發展發展策略“SwireTHRIVE”以及品牌持有
方可口可樂公司(TCCC)所制定的價值觀和承諾
相符合。

在2019年，我們將發布可持續發展策略，該策
略將針對太古可口可樂所有實質性議題制定目
標，並設定關鍵績效指標(KPI)，以便清楚地展
示我們實現這些目標所取得的進展(或尚未取得
進展)。因此，本報告與我們2017年的報告相
同，將披露關于我們實質性議題的大量詳細信
息，但不會明確說明目標或關鍵性指標。

關鍵議題

在撰寫本報告的過程中，我們與利益相關方合
作，確定太古可口可樂最重要的議題。調查結果
顯示在以下矩陣中，其中每個議題對于業務和利
益相關方的相對重要性相結合，以顯示總體上最
重要的議題。通過與我們的高級管理團隊進行緊
密磋商，確定了12項實質性議題(顯示在矩陣的
右上以及右下象限)。本報告介紹了我們處理這
些議題的方式，包括我們的承諾/政策、行動、
表現以及近期目標。

注釋：在本報告中，我們將包裝和廢棄物管理合並為一個部分。產品選擇和產品標簽與營銷也合並為名為產品選擇與標簽的部分。最
後，食品安全與產品質量和合規與管理系統也合並為食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太古可口可樂重要性矩陣

5.00

4.50

4.00

3.50
3.00 3.50 4.00 4.50 5.00

對
利
益
相
關
方
的
重
要
性

防止賄賂
廢水

負責任采購

多元化與包容性

直接和間接經濟影響

供應商社會評估

供應商環境評估

人權

勞動實踐申訴機制

水資源管理

廢棄物

碳

人才招聘與保留

社區參與

采購與進貨
包裝

安全

性別均衡

產品選擇產 產品標簽與營銷

合規與管理
系統

食品安全與產品質量

對業務的重要性

環境

工作場所

產品責任

社區

合規與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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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太古可口可樂參與標有星號*的五個工作組 

公司層面的可持續發展管理

太古公司董事局負責監管太古公司旗下所有運營公司，包括太古可口可樂。有關可持續發展風險和表
現的信息通過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GRMC)向董事局匯報，GRMC由八名成員組成，由財務總監擔
任主席。太古集團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和六個工作小組為GRMC提供建議，其中每個工作小組涉及太
古“THRIVE”策略的六個領域之一。這六個工作小組每年舉行三次會議，交流信息和最佳實踐，以
指定具體政策建議、提高效率、降低營運成本並鼓勵員工參與可持續發展項目。太古可口可樂參與六
個工作小組中的五個(參見以下組織結構圖)。太古公司旗下運營公司的部門負責人在董事局主席的指
導下每年召開兩次可持續發展事宜會議。

管理太古可口可樂的可持續發展

在太古可口可樂，我們負責管理和實施我們的可
持續發展計劃。我們通過以下方式遵循太古公司
的框架：

 −評估我們在關鍵議題上的表現。

 −根據我們的評估結果制定合適的策略從而改善
表現。

 −適當實施策略，包括適當考慮不同市場的運作
方式。

 −監督並評估我們策略的有效性。

行為準則

太古可口可樂的企業行為準則概括了我們以誠信
和公平的方式開展業務的承諾。所有員工都應保
持最高的專業水準，提供高品質產品和服務，保
持良好的商業道德和企業社會責任，並遵守相關
法律義務。

數據範圍和有限保證

隨著太古可口可樂于2017年中期在中國大陸和
美國收購拓展新區域，2018年是我們擁有包括
所有裝瓶廠的全套數據的第一年。因此，今年的
數據將會用作未來比較的基準年。

太古飲料
顧問委員會

太古飲料
可持續發展部

太古集團
可持續發展辦公室

審計委員會

集團風險管理
委員會

太古
執行委員會

太古集團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太古公司董事局 執行委員會成員

*廢棄物
工作組

*碳工作組 *水工作組 *可持續物料
工作組

生物多樣性
工作組

*氣候順應
工作組

內部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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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範圍

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水資源管理 用水量

我們自營裝瓶廠的耗用水。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CCMBH)-漯河
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裝瓶廠的配送中心、營業所。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生產(瓶坯、瓶
蓋和標簽)。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生產量

製造飲料的體積(標箱)。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有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數控
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以及臺灣高雄工廠

製造量

用于製造飲料的水量，諸如清潔用水。這不包括飲料本身使用的水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有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數控
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以及臺灣高雄工廠

銷售量

銷售的飲料量(標箱)

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 不包括對其他裝瓶商的銷售。

回收(經處理)水

現場重複使用或輸送給第三方用作其他用途的經處理廢水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以及臺灣高雄工廠

回收(未處理)水

在裝瓶廠中重複使用的用于生產之外一般清潔或用作廁所用水的未處理廢水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以及臺灣高雄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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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碳 能耗

消耗的能源用于我方運營的直接固定、移動和間接源頭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直接固定源頭包括天然氣、煤氣、柴油和液化
石油氣，而間接源頭包括購買的電力和蒸汽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
司(CCMBH)－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以及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中用于
設施運營、飲料生產、裝瓶加工、清潔/消毒
過程和冷却的能源。

移動源頭包括柴油和汽油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以及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
產品配送和遞送。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來自福州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廣西太
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漯河太古可口可樂
飲料有限公司、合肥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
司、浙江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上海申
美飲料食品有限公司、雲南太古可口可樂飲料
有限公司以及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中光伏電
池板所產生的的可再生能源

直接能源源頭和間接能源源頭

臺灣高雄工廠、代工裝瓶廠、太古可口可樂在
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數控股的裝瓶廠
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包裝生產(瓶坯、瓶蓋和標簽)以及杭州紫泰包
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這些公
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廠內)中用于設
施運營、飲料生產、裝瓶加工、清潔/消毒過
程和冷却的能源。

移動能源源頭(柴油和汽油)

承包商和第三方的產品配送和遞送。

第三方和我們在四大市場中自營冷飲設備所使
用的電力

來自光伏電池板的電力

現場光伏電池板產生的電力

福州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廣西太古可
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漯河太古可口可樂飲料
有限公司、合肥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
浙江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上海申美飲
料食品有限公司以及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可再生能源的溫室氣體排放因子為0g CO2/kWh。

雲南太古可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

來自製造的碳排放

生產飲料的製造過程產生的直接碳排放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1排放來自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
場中全資和多數控股的裝瓶廠、可口可樂裝瓶
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以
及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所消
耗的天然氣、煤氣、柴油和液化石油氣。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1排放

臺灣高雄工廠和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
生產(瓶坯、瓶蓋和標簽)所消耗的天然氣、煤
氣、柴油和液化石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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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碳

生產飲料製造過程所產生的間接碳排放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2排放來自于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
市場中全資和多數控股的裝瓶廠、可口可樂裝
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以及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所
購買的電力、煤氣和蒸汽。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2排放 

臺灣高雄工廠和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
生產(瓶坯、瓶蓋和標簽)所消耗的購買電力和
蒸汽。 

範圍3排放 

代工裝瓶廠以及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
紫泰包裝有限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
鄭州的裝瓶廠內)所消耗的購買電力和蒸汽。

範圍3排放

代工裝瓶廠以及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
紫泰包裝有限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
鄭州的裝瓶廠內)所消耗的天然氣、煤氣、柴
油和液化石油氣。

配送所產生的碳排放

通過我們自營車輛的產品配送和遞送所產生的直接碳排放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1排放來自于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
市場中全資和多數控股的裝瓶廠以及厦門綠泉
實業有限公司所使用的柴油和汽油。

請參閱《環境績效表》：-

範圍1排放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所消耗、用于叉車
的柴油的燃燒。

範圍2排放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消耗的購
買電力。

範圍3排放

承包商和第三方的產品配送和遞送。 

員工商務差旅

冷飲設備(CDE) 

冷飲設備包括冰櫃、自動售賣機、水機以及現調機。

在四大市場中自營冷飲設備。 第三方冰櫃和自動售賣機。

來自冷飲設備的碳排放

來自冷飲設備的逸散性排放

範圍1排放

來自四大市場上自營冷飲設備中使用含氯氟
碳、氟利昂、有機氟化合物和碳氫的製冷劑的
逃逸性排放的理論重量

範圍3排放：-

四大市場中的自營和第三方冷飲設備在客戶所
在地的電力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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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包裝和廢棄物 初級包裝

最先包裹和承托產品的包裝層(例如，飲料瓶、標簽、瓶蓋、拉環)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廣州市聖八寶礦泉水飲料實業有限公司

常州市鵬氏水業有限公司

輝煌富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太倉泰富飲用
水有限公司、無錫市眾聯飲料有限公司、金車
股份有限公司、宏全國際集團以及

東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全國產品供應組織(NPSG)

CCBMH(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公司、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和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進口供應商

二級包裝

用于將單個飲料罐組合在一起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廣州市聖八寶礦泉水飲料實業有限公司

常州市鵬氏水業有限公司

輝煌富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太倉泰富飲用
水有限公司、無錫市眾聯飲料有限公司、金車
股份有限公司、宏全國際集團以及東久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

美國全國產品供應組織(NPSG)

CCBMH(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公司、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
司和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進口供應商

三級包裝

用于散裝搬運(例如果汁的鋼桶、滑輪托盤、木板、硬塑料箱等)、倉庫儲存和運輸的包裝。

太古可口可樂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全資和多數控
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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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包裝和廢棄物 可回收 – 紙/紙箱

收集並提供給回收商的紙類材料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以及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生產(瓶坯、瓶
蓋和標簽)；以及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可回收 – 玻璃

收集給回收商的損壞玻璃瓶或玻璃物料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以及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生產(瓶坯、瓶
蓋和標簽)。

可回收用 – 瓶蓋

收集並提供給回收商的損壞塑料封口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香港和中國大陸全資和多數控
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生產(瓶坯、瓶
蓋和標簽)；以及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回收再用 – 塑料

包括塑料桶、PE薄膜、損壞的紅色塑料箱和損壞的大桶水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
南京分公司；以及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生產(瓶坯、瓶
蓋和標簽)；以及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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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包裝和廢棄物 可回收 – 金屬

源自我們自營裝瓶廠並收集提供給回收商的、包括損壞的現調罐、不銹鋼、濃縮果汁桶、鐵罐
和PM缸在內的金屬材料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可回收 – 鋁

收集自我們自營裝瓶廠並提供給回收商的鋁類材料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

可回收 – PET

收集並提供給回收商的損壞或摒棄PET瓶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所有全資
和多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可回收 – 木材/托盤

收集並提供給回收商的木質材料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數
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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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包裝和廢棄物 有害廢棄物(固體)

有害廢棄物(固體)根據當地法規進行分類，例如，可充電電池、化學品和油類容器以及油漆廢
棄物。所有有害廢棄物(固體)處理程序符合當地要求。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有害廢棄物(液體)

有害廢棄物(液體)根據當地法規進行分類，例如，化學試劑、清潔劑、廢油、廢棄溶劑以及油
漆廢棄物。所有有害廢棄物(液體)處理程序符合當地要求。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淤泥(可回收)

廢水處理過程產生的半固體副產物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臺灣太古可口可
樂、廣東太古可口可樂有限公司、浙江太古可
口可樂飲料有限公司以及湖北太古可口可樂飲
料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以及臺灣高雄工廠

茶渣和大豆渣(可回收)

源自茶和大豆類飲料生產的茶渣和大豆渣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中國大陸、臺灣和美國全資和
多數控股的裝瓶廠。

商業/工業廢棄物

收集進行填埋或焚燒的垃圾和建築廢棄物的重量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

由太古可口可樂經營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
限公司－漯河分公司和南京分公司

厦門綠泉實業有限公司的包裝水生產綫

代工裝瓶廠；

臺灣高雄工廠；

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4個市場中全資和多
數控股的裝瓶廠的配送中心和營業所。

杭州紫泰包裝有限公司和鄭州紫泰包裝有限
公司(這些公司位于我們杭州和鄭州的裝瓶
廠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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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 範圍內 範圍外

社區參與 志願服務

在工作時間之內及之外的志願參與社區服務的長期和兼職工作的雇員。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性別均衡 員工

範圍包括報告期間全職工作和兼職工作雇員的總數。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承辦商、代工裝瓶廠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
遣工

安全 死亡事故

與太古可口可樂業務有關的任何死亡事故。

死者為雇員、承辦商、客戶、(中國大陸)勞務
派遣工或任何第三方。

代工裝瓶廠

損失工時事故[LTI]

與工作有關的、導致全職工作和兼職工作員工損失一個或多個工作日數或輪班的事故。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對于中國大陸和臺灣而言，包括上下班途中。

承辦商、代工裝瓶廠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
遣工

工傷引致損失比率(LTIR)

=(引致損失工時的工傷總數/所有雇員的總工時)X 200,000

計算基于200,000小時(100名全職工作雇員工作50周，每周40小時)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承辦商、代工裝瓶廠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
遣工

損失工作日比率(LDR)

=(損失工作日總數/所有雇員的總工時)X 200,000

計算基于200,000小時(100名全職工作雇員工作50周，每周40小時)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承辦商、代工裝瓶廠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
遣工

事故率(TIR)

=(總引致損失工時事故和醫療救治事件總數/所有雇員的工作總時數）X 200,000

計算基于200,000小時(100名全職工作雇員工作50周，每周40小時)

所有4個市場中的長期和臨時期限雇員(包括中
國大陸固定期限合同)；

承辦商、代工裝瓶廠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
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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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有限鑒證 

我們進行了數據驗證流程，以驗證數據的準確
性。德勤已經就截至2018年12月31日年度的具
體可持續發展數據點為太古可口可樂作出有限
鑒證。 

數據點

作為有限鑒證的一部分，德勤審查了五個數據
點。它們包括：

環境

 −總能耗

 −按重量計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CO2e)-範圍
1和2

 −總耗水量 - 僅限市政用水

社會

 −死亡總人數(僅包括我們自己的雇員)

 −工傷引致損失比率

這些數據點根據《GRI標準》和香港交易所附錄
27《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指引》中
所規定之標準提出。在整個報告中，特別是在
數據績效表中，“R”表示已經由德勤驗證的
數據點。有關進一步詳細信息，請參閱附錄中的
 《獨立有限鑒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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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乃我們重中之重的工作。2018年，太古可口可樂在所營運的四大
市場的總水耗用率為1.74。這意味著，我們使用了1400萬公升水來生產800萬
公升飲料。

我們今年推出了環境政策，作為我們負責任並可持續地使用水資源的承諾。
我們與可口可樂公司一致進行水回饋項目，旨在向社區和大自然返回我們製造
飲料相同的水量。

隨時可用、乾淨清潔且價格合理的水資源對於當
地社區、生態系統以及我們業務而言至關重要。
水是我們飲料中的關鍵成分，同時在採購原料的
農業供應鏈中也十分重要。儘管淡水資源十分寶
貴，它屬於稀缺資源，僅占到全球水量的2%。隨
著全球人口的增長，到2050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
口可能會受到水資源匱乏的影響。1 

因氣候變化將破壞自然水迴圈而帶來的風險，淡
水供應的安全性將為全球和企業帶來更大的挑
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指出，
全球氣溫每升高1°C，面臨水資源短缺的人口將
增加7%。2 作為淡水資源使用者，我們認為太古
可口可樂有責任通過水資源回饋倡議協助保護這
一重要資源。 

水資源管理

1《水沛蜃樓 - 關注香港水資源安全、推動區域水資源分享》 - 由ADM資本基金會在WYNG基金會資助下完成
2 同上



24 2018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美國

華盛頓州

俄勒岡州

愛達荷州

內華達州 猶他州

亞利桑那州 新墨西哥州

科羅拉多州

懷俄明州

蒙大拿州

加利福尼亞州

美國總體水源風險圖

福建

浙江

上海

廣東

香港

臺灣

中國大陸

廣西

江西

安徽
湖北

雲南

河南

海南

江蘇

高度風險40－80%

異常高度風險>80%

低度風險<100%

中低度風險10－20%

中高度風險20－40%

裝瓶廠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代工裝瓶廠

高度風險40－80%

異常高度風險>80%

低度風險<100%

中低度風險10－20%

中高度風險20－40%

裝瓶廠

中國總體水源風險圖

來源：AQUEDUCT世界資源研究所

來源：AQUEDUCT世界資源研究所

瞭解水源風險

我們按照地理位置的總體水源風險在地圖上標出了自營裝瓶廠和代工裝瓶廠。我們大部分的營運地區
都劃入為中高度風險區域，表明我們需要高效營運，以避免對當地水資源造成負面影響。有關我們如
何評估營運所在地區水源風險的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我們《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告》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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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進展

2017年中期取得的新專營區域對水耗用表現的影響未包括在我們2017年水耗用率(WUR)數據3中，但
通過收集一整年有效資料已反映在了2018年圖表中。2018年所有市場的總體水耗用率為1.74，這將
是我們努力改善未來表現的基準。

3 我們通過計算水耗用率(WUR)來追蹤我們的水耗用效率，水耗用率定義為生產1公升飲料所需要的水量。

高度

裝瓶廠

代工裝瓶廠

中高

臺灣香港* 中國大陸 美國

中低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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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 X10 X4X4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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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水源風險水準

水耗用率和生產量

*雖然位於香港的裝瓶廠處於高度風險地區，但其供水來源自處
於中度到高度水源風險區域的東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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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區域的水耗用率對比

區域 年份

2017 2018

中國大陸 1.67 1.71(1)

香港 2.43 2.39

臺灣 2.55 2.29(2)

美國 1.76 1.71(1)

注釋： 
1 2017年水耗用率數據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地區僅包括現有裝瓶廠(即，不包括2017年中期取得新專營區域的影響)。2018年的水耗用率

資料包括重新特許經營之後的所有裝瓶廠。 
2 不包括高雄裝瓶廠

雖 然 從 水 耗 用 率 中 可 以 簡 要 看 到 我 們 的 水 效
表現，水效表現同時也取決於我們飲料產品組合
的多樣性。多樣化的產品組合意味著從生產一種
飲料類型轉到另一種飲料類型時的清潔過程更為
頻繁，因此需要耗用更多的水。儘管我們香港和
臺灣業務的飲料生產量相對較低，因多樣化的產
品組合使他們的水耗用率高於中國大陸和美國的
原因之一。

從2018年起，我們開始報告我們在中國大陸
擁有41%所有權的六家裝瓶廠(統稱為可口可樂
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CCBM))的水耗用表現，
從而為利益相關方提供更為全面的資訊。可口可
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今年的水耗用率為2.6。
作為所有方其中一員，我們對這些工廠的營運
具有一定影響，因此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分享
我們的經驗，從而幫助提高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
有限公司的水耗用效率。

2018年，在我們四個營運地區中自營裝瓶廠，
使用140億公升的水生產了80億公升飲料。
此外，我們銷售的一些飲料源自進口，或由代工
裝瓶廠和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生產。
代工裝瓶廠和CCBMH的總生產量占我們總生產
量約16%。 水耗用率(生產1公升飲料所需要的水量(公升))

生產量(公升)

中國大陸

1.71
公升

6,152
百萬公升

台灣

134.4
百萬公升

2.29 
公升

美國

1,447.7
百萬公升

1.71 
公升

香港

315.5
百萬公升

2.39 
公升

2018年各專營裝瓶廠水耗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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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營區域 代工裝瓶
廠數目

可口可樂
裝瓶商生
產有限公
司數目

太古可口可樂
生產量

(百萬公升)

代工裝瓶廠
生產量

(百萬公升)

可口可樂裝瓶
商生產有限
公司生產量
(百萬公升)

代工裝瓶廠
生產量占比

(包括CCBMH)

香港 0 0 315 23.6(1) 4.3 8%

中國大陸 6 6 6,170 290 847.5 16%

臺灣 3 0 135 87.2 0 39%

美國 0 0 1,448 333(2) 0 19%

總計 9 6 8,068 733.8 851.8 17%

注釋： 
1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進口一部分產品用於在本地市場中銷售 
2 部分產品生產供應給美國全國產品供應組織。本資料假設代工裝瓶廠的生產量占我們在美國市場生產量的23%

2018年可口可樂各大裝瓶商和可口可樂系統的
水耗用率

裝瓶合作夥伴 水耗用率

可口可樂阿瑪提爾 2.06 (1)

FEMSA 1.59

可口可樂歐洲合作夥伴 1.61

可口可樂希臘裝瓶公司 1.79

太古可口可樂 1.74

可口可樂系統 1.89

2018年總耗水量

代工裝瓶廠生產量占比

生產量

生產耗水量

140
億公升

60億公升

80億公升

84%

9%
7%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總生產量

= 85,180萬公升

太古可口可樂裝瓶廠

總生產量

= 80億公升

代工裝瓶廠總生產量

= 64,750萬公升

注釋：  
(1)在本報告發佈時，可口可樂阿瑪提爾公司尚未公佈其2018年
報告，因此本文中提供的水耗用率源自其《2017年可持續發展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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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 

太古可口可樂致力於負責任地使用水資源。我們
通過瞭解營運地區的水源風險，附以採取適當措
施，作最大限度地提高我們裝瓶廠的水耗用效
率。2018年，我們推出了環境政策，作為我們
負責任並可持續地使用水資源的承諾。我們進行
水回饋的方法與TCCC一致。旨在向社區和大自
然返回我們使用製造飲料相同的水量。 

管理水資源使用

減少 

我們在製造過程中採用創新性水替代技術以減少
我們所需的淡水量。目前，我們所有的裝瓶廠在
製造過程中實施以下措施以幫助最大限度地減少
用水量。

 −使用幹性潤滑劑：我們在瓶體輸送帶上使用幹
性潤滑劑代替肥皂水，幫助沿著生產線移動飲
料罐和飲料瓶。 

 −空氣沖洗系統：使用離子化空氣代替水來沖洗
飲料瓶和飲料罐。

 −優化就地沖洗(CIP)和替代沖洗方法：CIP是
指在轉換生產線飲料類型時的清潔和洗滌過
程。我們通過使用脈衝沖洗和開/關噴淋沖洗替
代連續沖洗，從而降低所需的用水量。 

 −使用紫外線(UV)消毒反滲透水處理：我們在
中國大陸江西裝瓶廠實施了此消毒工藝。每年
可節省7,200立方米的水。

 −中國大陸的水計量項目：我們正在用水密集生
產區安裝和更換分水錶，以幫助監測輸入和輸
出用水，以便我們識別和評估新的節水機會。
百分之九十的裝瓶廠已完成第一階段分水錶的
安裝。所有裝瓶廠將在2019年完成第二階段的
水錶安裝。

回收再用 

我們位於中國大陸，香港和臺灣的所有裝瓶廠都
配備了自有現場廢水處理系統。通過現場處理和
重複使用廢水，我們將淡水的總體使用量降至最
低。經處理的廢水可在冷卻塔中重複使用，用於
清潔和灌溉，以及用於沖洗馬桶。回洗水從密封
泵冷卻管路和臭氧發生器冷卻系統輸送至冷凝塔
重用。 

我們處理廢水是根據廢水水質及其重複使用的用
途。我們從裝瓶廠排放的廢水均符合可口可樂有
限公司、當地和世界衛生組織標準。 

2018年，我們在所有四個專營區域的製造過程
中回收了8.864億公升水。與2017年相比，超出
了1.95億公升。

回饋 回收再用

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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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知識：香港用水安全

2017年底，題為《水沛蜃樓 - 關注香港水資源安全、推動區域水資源分享》的報告發佈。4 以下
是對該報告內容的簡潔提煉，嘗試高度概括香港水源供應的實際情況。

目前，香港高達80%的用水來自中國大陸，特別是東江。根據東深協定的支付機制，香港依據
“一攬子打包交易”能夠獲得充足的水供應，在該協議下香港必須就分配給其的所有水資源支付
對價，而無論用途。

2008年，香港推出了《全面水資源管理戰略(TWM)》，試圖實現水資源組合的多樣化。該策略由
香港水務署(WSD)制訂。

太古可口可樂在香港設有一家製造廠，該工廠的供水來自珠江三角洲(PRD)流域，而非香港。
報告提出了以下幾個要點，對於我們很具參考意義：

 −由於氣候變化和巨大的城市化壓力，珠三角正面臨潛在的長期水資源壓力。

 −由於香港對其所有的水資源配置支付了對價，這不利於水資源保護。

 − 2013年，17%的用水損耗源自於市政維護管路。

 −另外15％的損失由於私有管道洩漏、非法取用以及用水計量不準確導致。

 −香港地區過度消費，低定價結構進一步加劇了這一狀況。

 −總而言之，需要對TWM策略進行徹底改革，重新審視定價，並且減少17％+15％的用水損耗。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位於香港的裝瓶廠在2018年使用了753,180立方米的水。

4《水沛蜃樓－關注香港水資源安全、推動區域水資源分享》－由ADM資本基金會在WYNG基金會資助下完成



注釋：圖片由DESIGNORM設計，並從《水沛蜃樓》報告中直接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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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ong kong’s water SECURITY CHALLENGES

Chart 10

Total Charges for Water Across Global Cities In 2015, 
for Consumption of 100 m³
Source: ADMCF, based on data from International Water Associati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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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iffs for Non-domestic Consumers
Non-domestic water consumers pay fl at rates, based upon the “purpose 
of the supply” (Chart 11).236 They are billed, as with domestic users, based 
on meter readings approximately every 121 days (around four months), 
although heavy water consumers are billed more frequently – on a 
monthly basis.

General trades237 pay a tariff 10% higher than the second tier of the 
domestic rate. Whereas construction companies pay an elevated price, 
HK$0.66 above the rate charged in the third domestic tier.

General trade consumes 

majority of non-domestic 

water, while paying less 

than the cost-re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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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城市100 m3用水總費用
來源：ADMCF，基於2016年國際水協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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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回饋 

為了儘量減少對水資源的影響，我們的目標是將我們在製造飲料過程中使用的水等量返回天然水系
中。保護流域生態環境，確保了我們營運所在地水供應的長期可持續性。流域內清潔水量充足是維持
健康生態系統的關鍵。

我們與可口可樂有限公司合作，通過我們在中國大陸和美國的水回饋專案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些專案
將處理過的清潔水返回到周圍的水域中。這些項目不僅使我們能夠為環境保護作出貢獻，而且還為
我們提供了與當地社區互動的機會。我們的一些水回饋專案產生了額外的環境效益，例如控制水土流
失，支持可持續農業發展以及保護和恢復濕地。

2018年可口可樂系統水回饋率

總用水量

製造用量

總銷售量

2 0 1 8 年 ， 針 對 其 全

球銷量，可口可樂系

統回饋了155％
的用水量。

2018年，整個可口可樂系統回饋了全球飲料銷
量所用水的155％。可口可樂有限公司是首家將
其全球用水量予以回饋的財富500強企業。5 可口
可樂有限公司的水回饋數據由LimnoTech獨立審
核並由德勤驗證。作為系統中一員，太古可樂可
樂為可口可樂有限公司的總體水回饋成就做出了
貢獻。雖然由我們完全出資建設專案的回饋率尚
未達到100%，但我們仍繼續與可口可樂有限公
司合作以改善我們的表現。

中國大陸崇明東灘自然保護區棲息地管理與水回
饋項目

上海崇明東灘濕地因其對水鳥，尤其是包括中國
大陸立法保護鳥類在內的候鳥的重要性而聞名。
這塊國際知名的重要濕地是候鳥的中轉休息站，
也是越冬鳥類的重要棲息地。近年來，濕地受
到互花米草(Spartina alterniflora)瘋長的威脅，
這種侵入性外來物種大肆生長、侵佔了水鳥在

5 https://www.coca-cola.eu/news/first-fortune-500-to-replenish-all-the-water-it-uses-globally/

濕地中休息和捕獵的大部分開放空間。社會各
相關方，包括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世界自
然基金會(WWF)和復旦大學在內，對此予以高
度重視，並通力合作，致力於對這一重要棲息地
予以恢復。在共同努力，清理了24.2平方公里互
花米草入侵區域後，各方認識到積極管理以防止
再次入侵的必要性。在可口可樂中國的贊助支持
下，世界自然基金會參與了一項制定棲息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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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的試點項目。該試點項目包括在三年內修
復2.5平方公里的濕地棲息地。為這個棲息地重
新注入活力需要大約15億公升水。自2014年以
來，太古可口可樂一直在幫助用附近裝瓶廠處理
過的水來回饋到濕地中。 

美國俄勒岡州威拉米特河水回饋項目

太古可口可樂通過兩種方式來支持威拉米特流域
的生態恢復，第一，通過向博納維爾環境基金會
捐贈以支持棲息地管理的運營成本，第二，每年
向威拉米特河回饋1.21億公升處理過的水。整個
計畫包括沿河流域的四個項目，以改善水質並提
高水量，從而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態系統來為野生
動植物提供支援。該計畫得到了各方各界組織的
支援，並通過為公眾提供參與志願服務機會而為
社區帶來了益處。

展望未來

水源將永遠是我們業務中不容忽視的環境議題，
並且由於可口可樂有限公司秉承飲料相伴一生的
理念，隨著進入市場的飲料組合不斷變化將增加
我們業務製造和配送部門工作的複雜程度。我們
水耗用率增加也並非不合理，特別是如果一些
新飲料，與我們現今製造的飲料相比，具有更短
的週期，需要更多的轉變並要求不同的清潔標準
(即，非源自濃縮果汁飲料、茶飲料和乳製品
飲料) 。

我們預期，系統內水回饋率將保持遠超系統在製
造銷售飲料過程中的用水。

由於水資源實際上迴圈利用，水耗用率目標隨著
實際情況增加為大家探討及辯論，我們將拭目以
待如何能夠在2019年進一步管理我們的水資源
使用情況，並且繼續與可口可樂有限公司就這個
世界和我們業務不可或缺的相關適用指標進行戰
略性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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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世界銀行，“2019年3月2日經濟學家－特別報導：水資源”

地球淡水及其使用

海洋

淡水

冰川和冰帽

地下水

地表和
大氣

永久凍土

淡水湖

土壤水分

大氣

濕地

植被
河流

農業 發電

家用及其他工業

水庫蒸發

家用及工業

農業

圖文摘要：
 − 地球上97.5％的水是海水。

 − 另有1.75％被冰凍。

 − 因此，全球人口只能利用地球可用水中的0.75％，其中大部分是地下水，儘管僅占0.3%的地表水滿足了
59%的需求。

全球水資源(％)

河流、湖泊和地下水取水量(％)

取用水的消耗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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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在《可持續冷飲設備未來願景》白皮書中詳細回顧了我們的冷飲設
備(CDE)種類組合。這項工作幫助我們意識到冷飲設備種類組合中僅有19％使
用“天然”製冷劑(即二氧化碳或碳氫化合物)。與氟氯化碳、氟氯烴和氫氟碳
化合物這樣的製冷劑相比，天然製冷劑被認為危害較小。天然製冷劑通常在較
新設備中使用，這些的設備也使用較少的能源。為了顯著减少範圍1排放，我們
需要迅速著手更換舊設備。隨著種類組合的增長，我們需要更主動地管理我們
冷飲設備種類組合。 

與此同時，我們正努力確定能够在製造過程中的節能解决方案。我們繼續與清
華大學合作，在中國大陸的五家裝瓶廠實施“能效改善計劃”。另外，我們在
綠泉裝瓶廠完成了光伏系統的安裝，亦改裝了燃油和生物質鍋爐，以便在多家
裝瓶廠使用天然氣鍋爐。

圍 繞 氣 候 變 化 ， 特 別 是 大 氣 層 中 溫 室 氣 體
(GHG)排放量以及這與熱量截留和地球逐漸變
暖有關，的科學研究一直在深入强化。全球溫
室氣體排放量持續上升也是一個公認的既定事
實。2018年，世界持續經歷异常天氣模式。氣
候變化的影響使生態系統處于壓力之下，終將影
響人類福祉。  

2018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報
告發布，該報告制定目標遠超《巴黎協定》，
建議2030年溫度上升必須限制在1.5攝氏度與2.0
攝氏度之間。這意味著到2030年，人為產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比2010年水平下降45％，
到2050年實現“零排放”。6因此，科學基礎减碳
目標倡議組織重新設定了其方法以遵循政府間氣

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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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變化專門委員會1.5攝氏度的建議。對于太古
可口可樂而言，這意味著透過與我們價值鏈中的
供應商、客戶和其他利益相關方通力合作，制定
更大膽的承諾和舉措，以减少我們產品生命周期
內的碳排放。 

我們的承諾

作為一家以責任為己任的企業，太古可口可樂
致力于積極探索和實施措施，根據範圍1、範圍
2和範圍3標準在規定幅度內减少直接和間接溫
室氣體排放。今年，我們開始制定自己的碳减
排政策(詳見本章《展望未來》部分)，這些政策
將于2019年底制定完成。如此一來，我們將與
太古“THRIVE”和可口可樂公司的承諾保持一
致，成為能效和减排領域的領導者。 

2018年進展

我們使用能源耗用率(EUR)指標追踪我們的能
源耗用效率。該指標代表生產一公升飲料所耗
用的能量。能源耗用率績效部分取决于製造產品
的類型以及所使用的製造方法。這方面的範例是
我們的茶飲產品，其中茶葉的煮沸導致較高的能
耗。對于大批量生產的飲用水等產品，情况正好
相反。  

在所有營運市場中，新增專營區域後業務實現了
0.30的總體能源耗用率。與新增專營區域之前的
時間段相比，我們的總體能源耗用率為0.33。
對于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在中國大陸的
六家裝瓶廠，其能源耗用率為0.61。 

EUR(生產1公升飲料所耗用的
兆焦耳能量)

生產量(公升)

中國大陸

0.29
（兆焦耳/公升）

6,152
百萬公升

134.3
百萬公升

1,447.7
百萬公升

美國香港

0.54
（兆焦耳/公升） 0.59

（兆焦耳/公升）

0.28
（兆焦耳/公升）

臺灣

315.5
百萬公升

2018年按市場劃分的能源耗用率

能源耗用率和生產量

按區域劃分的歷年能源耗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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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ttp://www.un.org/en/sections/issues-depth/climate-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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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主要可口可樂瓶裝商和可口可樂系統的能源耗用率

裝瓶合作夥伴 能源耗用率(MJ/L)

可口可樂阿瑪提爾 0.50 (1)

FEMSA 消耗每兆焦耳生產4.92公升飲料

可口可樂歐洲合作夥伴 0.317

可口可樂希臘裝瓶公司 0.41

太古可口可樂 0.30

可口可樂系統 0.39

瞭解我們的能源耗用

溫室氣體排放是化石燃料燃燒的副產品。化石
燃料，特別是煤炭，仍然是我們所營運的市場
中用于發電的主要能源，我們的業務通過電網
(範圍2)消耗化石燃料。諸如核能、可再生能源
和生物燃料等非化石燃料能源雖然排放很少，甚
至排放溫室氣體量為零，此能量組合僅占這些市
場中供應各自電網的一小部分。我們營運的四大
市場中能源類型的占比在《2017年可持續發展
報告》中提供，並且沒有顯著變化(參見《2017
年可持續發展報告》第28頁)。 

裝瓶廠中由石油和天然氣供能的鍋爐，以及由
柴油和汽油提供動力的自有車輛也會排放溫室

氣體。這些被歸類為範圍1 － 直接排放(更多詳
細信息請參閱《方法》部分) － 根據範圍1，溫室
氣體排放自我們自有和管理的來源。相比之下，
範圍1排放强度低于範圍2。 

管理我們的碳排放

我們管理並直接控制核心業務營運所產生的排
放。這包括製造、配送和冷飲設備(CDE)，但不
包括原材料增長和運輸所產生的排放，也不包括
我們的副產品和包裝物料的收集、回收和循環利
用所產生的排放。 

注釋： 

- 如果包括範圍3，冷飲設備電力耗用導致的排放將占首位

-  本圖中顯示的碳排放總量包括冷飲設備排放量，因此該數字高于排除冷飲設備的數據表中呈現的碳排放總量

注釋：  
(1)在本報告發布時，可口可樂阿瑪提爾公司尚未公布其2018年報告，因此本文中提供的水耗用率源自其《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告》。

2018年太古可口可樂範圍1和範圍2碳排放量

87%
製造

10%
配送

3%
冷飲設備(CDE)

循環利用
包括包裝、設備、卡車等的

報廢管理

客戶
核心業務營運
431,361公噸二氧化碳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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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核心業務營運中使用的碳管理方法涉及將應
用全新節能技術，盡可能使用低排放能源，以及
支持創新技術的開發相結合，以提高能效並减少
排放。

生產製造 

審視範圍1和範圍2，飲料製造過程占我們總能耗
的87％，占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82％。大部分
能量來自從電網購買的電力，這屬範圍2

通過使用節能設備、新技術和替代能源來繼續提
高我們裝瓶廠的能效表現。在中國大陸，我們已
將10家裝瓶廠的燃油鍋爐改裝使用天然氣為燃
料。2018年，我們在廣西和江西裝瓶廠將生物
質鍋爐改裝為使用天然氣。總體而言，顯著减少
排放和污染物的產生。 

我們繼續在中國大陸的四家裝瓶廠生產和使用可
再生能源。這包括使用光伏電池板和太陽能熱水
器系統。在中國大陸的一些裝瓶廠，我們從廢水
處理過程中獲取甲烷氣體用來生產蒸汽。 

今年，我們在中國大陸厦門的綠泉裝瓶廠完成
了光伏系統的安裝。這些電池板安裝在三個建築
物上，也可用作遮陰溫度調節，從而减少空調
負荷。這些電池板在2018年8月至12月期間產生
了120萬千瓦時(kWh)的電力，節省了106,000
港元。 

2018年，我們的雲南裝瓶廠榮獲領先能源與
環境設計(LEED)金級認證。我們在母公司的
“太古可持續建築設計政策”框架下對設施進行
了升級，該政策概述了一定規模建築的綠色建築
認證要求。此外，太古可口可樂在中國大陸和美
國擁有並經營五家獲得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認證
的裝瓶廠。

中國大陸綠泉裝瓶廠的光伏電池板

獲得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金認證的中國大陸雲南裝瓶廠

7家
裝瓶廠

每年產生約
1,280萬千瓦時
的電力

每年節省
1,006,319港元

我們裝瓶廠使用的可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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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能效改善計劃 － 清華大學項目 

2016年7月，太古可口可樂與清華大學簽署了為期三年的合作夥伴關係，合作提高中國大陸五家
選定裝瓶廠的能效。我們共同確定了占能源總使用量80％左右的五項核心工序：瓶坯製造、瓶坯
吹制、生產綫、高壓壓縮機和製冷系統(如下圖中棕色條所示)。在這些工序中，製冷具有最顯著
的改進機會。 

注釋：以上帕累托圖顯示了基于中國大陸五家裝瓶廠收集的數據，按核心工序分類的單家裝瓶廠的平均能量耗用

單家裝瓶廠按核心工序拆分的平均能量耗用(kWh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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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下 來 的 步 驟 將 是 另 外 三 個 試 點 項 目 的 實
施：(a)惠州改造製冷系統，(b)能量監測標
準化，以及(c)通風系統改造。

據估計，惠州改造製冷系統每年可减少10％，
或約170萬千瓦時的能源耗用，相當于每年節
省約102萬港元。至于能源監測標準化，將在
五家裝瓶廠安裝監測設備，届時將采用《能效
表現指南》和《能源管理手冊》中概述的監測
方法。該手冊由清華大學創建和設計，旨在支
持裝瓶廠能量耗用監測的標準化。通風系統改
造在廣西, 閔行，湖北和杭州的裝瓶廠進行。
作為該項目的一部分，清華大學協助改善溫度
控制和濕度以及空氣流動的機制，以改善空氣
質量。

漯河廠在PET綫混比板換冰水進出水管及溶糖UHT冰
水進出水管加裝溫度錶和壓縮空氣流量計

2018年，太古可口可樂和清華大學探索了五家生產製造工廠中另外三個領域的能源效率：計量裝
置、製冷系統和熱處理。探索目標和最新進展(截至2018年底)見下表。

調查領域 目標 進展/調查結果

計量裝置
為裝瓶廠提供適當的監測
設備，以便系統地分析和
評估每個組件的能效。

儀錶安裝在杭州、江蘇和漯河裝瓶廠。壓力計、
溫度計和氣壓錶。實施了溫度計和壓力計安裝使
用說明書以標準化各項流程。

製冷系統 優化製冷系統的能效。

在上海閔行裝瓶廠安裝了改進的冷却系統。該系
統具有位于中央的水冷却塔，通過保持最佳溫度
實 現 更 高 的 冷 却 效 率 。 在 一 年 的 時 間 內 ， 該 系
統可以節省高達495,000千瓦時的電力，節省約
398,000港元。

熱處理
調查熱處理系統的節能潜
力。

在杭州裝瓶廠進行了全面評估。通過加强管道的
隔熱來確定節能潜力。在原始狀態下，泄漏和較差
隔熱造成的熱量損失約為每年5,920吉焦。該調查
的結論是，通過改善隔熱和管道，每年的能量損失
可降至2,000吉焦以下，相當于每年節省175,000
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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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雲南裝瓶廠的電動汽車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在香港投入使用的歐盟五型和歐盟
六型卡車車隊

配送

我們自有管理車輛向客戶配送產品占我們總能耗的22％，總排放量的10％。7 這屬範圍1排放，並未考
慮承包商產生的排放。

每個專營區域按車輛類型劃分的數量

香港 中國大陸 臺灣 美國

電動 2 12 0 0

混合動力 6 0 0 54

歐盟五型/二級標準 129 145 25 907

歐盟六型/三級標準 18 0 0 181

7 該數字不包括我們自營配送中心，第三方配送中心，第三方一級運輸和二級運輸(即從客戶到終端消費者)的營運排放。 
8 新區域數據未包括在我們《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

我們的歐盟五型/二級標準車隊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增長顯著，主要是由于新增專營區域。8至于香港，
我們的歐盟六型卡車車隊從2017年的11輛增至2018年的18輛。到目前為止，在香港所有自有
卡車中有97％是歐盟六型或歐盟五型。 

2018年，我們繼續檢視配送路綫，以縮短行程
時間並提高燃油效率。在香港，我們檢視了92條
路綫，加上將11輛歐盟三型卡車升級為歐盟六
型，將柴油耗用量减少了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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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估冷飲設備整個生命周期中的碳足迹，需要考慮四個因素：

1. 用電量

2.設備製造 - 整個生命周期的設計

3.製冷劑類型

4.報廢管理和回收

電力耗用占碳排放的主要組成部分。製冷劑泄漏和報廢帶來的排放被視為範圍1排放，而設備的電力耗用被歸類為範圍3。

範圍1 = 製造、報廢和製冷劑泄漏

範圍3 = 客戶耗用的電量

冷飲設備(CDE)

冰櫃、自動售賣機，水機和現調機均是我們配送業務中的關鍵組成部分。這些領域也將是業務增長點 
－ 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我們報告的冷飲設備由太古可口可樂擁有並放置在我們的客戶所在地。由于這
些資產為我們所有，故維修維護以及報廢均是我們負責。但冷飲設備所消耗的電力是我們客戶負責。
冷飲設備是太古可口可樂最大的資產，超過了我們對製造工廠和配送車隊的投資。

冷飲設備碳生命周期分析

個案研究：帶來冷飲設備可持續的未來

2018年，我們在所營運的四個區域擁有818,710台設備。我們計劃到2020年將這一數字大幅增加
超過100萬台。這也意味著我們的總體碳排放量將增加 － 主要在範圍3。因此，我們在“可持續
冷飲設備未來願景”白皮書中詳細回顧了我們的冷飲設備。該白皮書中設定了三個目標： 

(1)提高內部意識，特別是在我們的供應鏈、冷飲設備營運以及銷售和營銷團隊。

(2)確定太古可口可樂在實現可持續冷飲設備使用方面所面臨的潜在挑戰。

(3)向管理層提出如何推進冷飲設備管理。

設備製造
4%

製冷劑泄漏
0.1%

報廢 
1%
(拆解和回收)

設備設備耗電量
95%
(受制于電網能量組合)

注釋：生命周期分析結果參考了可口可樂公司的碳核算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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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項工作幫助我們認識到，冷飲設備種類組合中僅有19％使用“天然”製冷劑(即二氧化碳或
碳氫化合物)，與氟氯化碳、氟氯烴和氫氟碳化合物這樣的製冷劑相比，天然製冷劑被認為危害
較小。 

製冷劑類型 縮寫 全球變暖潜力 臭氧消耗潜力

氯氟烴 CFC 高 高

氫氯氟烴 HCFC 高，但低于氯氟烴 高，但低于氯氟烴

氫氟烴 HFC 中高，低于氯氟烴 可以忽略

碳氫化合物 HC 低 可以忽略

二氧化碳 CO2 低 可以忽略

氫氟烯烴 HFO 低 可以忽略

 
過去二十年，冷飲設備對全球變暖的影響一直是可口可樂公司議程的一部分，並且已經作出承諾
逐步淘汰有害製冷劑，特別是氫氟碳化合物，氟氯化碳和氟氯烴。以下總結了太古可口可樂如何
針對可口可樂公司的不同目標做出響應，以及我們如何應對可口可樂公司的2020年目標。 

區域

此前可口可樂政策/目標 即將推出的可口可樂政策/目標

到2015年底，大于
300公升新采購的冰
櫃，自動售賣機和現

調機的冷飲設備應100
％不含氫氟碳化合物

到2017年底， 大于
150公升新采購的冷飲
設備應100 %不含氫

氟碳化合物

到2020年底，所有
新采購的冷飲設備

應100％不含氫氟碳
化合物

到2020年底，所有新
采購冷飲設備應比現
有冷飲設備提高15％

的能效

中國大陸 目標未達成 (6) 目標達成 追踪中 追踪中 (8)

香港 目標未達成 (1-3) 目標未達成 (2-4) 追踪中 Uncertain (8)

臺灣 目標未達成 (5) 目標達成 追踪中 追踪中 (8)

美國 目標未達成 (7) 目標達成 追踪中 追踪中 (8)

注釋：

(1) 目標未達成，因為Lancer Delta III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現調機型號，2016年第一季度Lancer Delta III仍然在可口可樂批准
設備清單中，很可能當時沒有可供使用的不含氫氟碳化合物現調機型號。2016年1月，香港購買了兩款該型號，此後未再購
買。

(2) 目標未達成，因為沒有用于“紙包裝”的不含氫氟碳化合物自動售賣機型號。目前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替代品，故問題仍
未解决。

(3) 目標未達成，因為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的“零食自動售賣機”型號。目前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替代品，故問題仍未解
决。

(4) 目標未達成，因為目前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的水機。目前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替代品，故問題仍未解决。

(5) 截至2015年底，目標未達成。臺灣從日本購買了24台使用R-407C製冷劑(氫氟碳化合物變體)的自動售賣機。這是因為沒有支
持110V/60HZ不含氫氟碳化合物型號。自2015年以後，未再額外購買此機器。

(6) 從技術角度講，目標未達成。但是，中國大陸提交了針對一些沒有不含氫氟碳化合物替代品的現調機和自動售賣設備的延期
豁免。

(7) 目標未達成，因為缺少可用設備，並且美國政府還提供了使用氫氟碳化合物-R134a的延期。然而，美國冷飲團隊成功地購買
了50％的二氧化碳製冷劑設備。

(8)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最終目標，每個區域均反饋在“追踪中”的中，但缺乏提供事實證據來支撑其主張。鑒于目前以及追溯
至2012年的可用于設備能效的數據較少，故各地區很難對此政策作出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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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以下三個表格可以深入瞭解我們的三個冷飲設備市場。香港和美國多年來一直使用冷飲
設備，因此擁有大量陳舊設備，而中國大陸屬新興冷飲設備市場，具有的型號組合反映出屬
近期購買。

香港冷飲設備細分

設備類型 天然製冷劑(二氧化碳或氫碳)的
百分比

其他製冷劑(氫氟碳化合物，
氟氯化碳和氟氯烴)的百分比

冰櫃 42% 58%

現調機 3% 97%

自動售賣機 14% 86%

水機 0% 100%

總計 13% 87%

美國冷飲設備細分

設備類型 天然製冷劑(二氧化碳或氫碳)的
百分比

其他製冷劑(氫氟碳化合物，
氟氯化碳和氟氯烴)的百分比

冰櫃 5% 95%

現調機 0% 100%

自動售賣機 0% 100%

總計 5% 95%

中國大陸冷飲設備細分

設備類型 天然製冷劑(CO2或HC)的
百分比

其他製冷劑(氫氟碳化合物，
氟氯化碳和氟氯烴)的百分比

冰櫃 22% 78%

現調機 10% 90%

自動售賣機 9% 91%

總計 22%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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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如果我們想要積極地影響溫室氣體排放，即碳排
放，我們將需要探索新方式，以平價或比現有更
優惠的價格購買源自100％可再生來源的電力。
其次，為了解决我們在使用冷飲設備過程中造成
的範圍3排放問題，我們將依賴于我們的客戶獲
得更清潔的電網供電。由于我們在四個各相迥异
的專營區域中運營，而所有這些專營區域都在脫
離使用煤炭作為主要發電來源，，因此目前的關
注點在于何時能够在這些專營區域中見證其電網
能源構成發生顯著變化。第三，通過减少配方中

不同國家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總量

的糖含量，以及最後通過在中國大陸采用更潔淨
能源的配送車隊，並减少使用購買蒸汽，目前這
些蒸汽由燃煤鍋爐生產。

我們將在2019年 － 與顧問一同 － 分析我們是否
可以設定科學基礎减碳目標並受科學基礎减碳目
標組織可接受，並且不會妨礙公司發展。

來源：美國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

注釋：排放數據已使用3.67的轉換係數，從碳轉換為二氧化碳(CO2)為單位。表示為“其他”的區域為區域總數减去歐盟28國、美國、
中國和印度的排放量。在這裏，為清楚起見，我們將“燃料庫”這一術語改為“國際航運和海運”。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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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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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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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統計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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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地區(其他)

中國

印度
非洲
中東

美洲(其他)

美國

歐洲(其他)

歐盟28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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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們在包裝和廢棄物管理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太古可口可樂促進
免“廢”暢飲(#DWW)倡議在香港推出，並將繼續與關鍵利益相關方合作，
提出並實施對於行業、一般公眾、非政府組織和政府而言務實且包容的解決方
案。方案包括安裝用於加水的飲料現調機、規範包裝標準，以及在香港地區回
收設施上的配備。在中國大陸，我們開始與當地回收商合作，旨在製定策略，
利用再生循環PET(rPET)薄片。我們將繼續支持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廢棄的世
界”的承諾和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新塑料經濟。

我們在香港推行了改善廢棄物管理倡議，成功將大量廢棄物循環利用，不再送
入垃圾填埋場。 2018年，總體廢棄物中僅有19％被送往垃圾填埋場。

包裝和廢棄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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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裝 ， 特 別 是 一 次 性 紙 張 、 紙 板 、 玻 璃 、
金屬、多層(利樂包/康美包)和塑料(主要是
PET、LDPE、MPE、PP和HDPE)的全球性使用
近年來急劇增加。回顧以往，很容易看出這些廉
價高效的包裝材料如何成為當今的問題：(a)這
些包裝材料設計不再循環利用，(b)塑料不能夠
生物降解，以及(c)收集和再加工在大多數情況
下是有限的。儘管如此，包裝在飲料的製造、配  
送、銷售和儲存過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此
外，在便於批量運輸小包裝飲料容器的同時，有
助於保護產品的質量和安全。

除包裝以外，我們運營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主要
是製造過程中的副產品以及托板、飲料桶、報廢
設備和辦公廢棄物等相關物品。這是另一關鍵領
域，需要仔細衡量、進行來源分離並提供給適當
的回收商和處理商，從而最大限度地進行重複 
使用。 

管理我們的包裝用途

我們的目標是僅使用100％技術上可回收的包
裝，並以每種飲料為基礎將包裝重量降至最低。
我們通過改進包裝設計、使用新技術，並與關鍵
利益相關方建立夥伴關係以實現閉環經濟來實現
這一目標。對於初級、二級和三級包裝，實現起
來較為容易，但在諸如利用促銷品和標識的商品
推銷等領域，挑戰持續存在。

儘管對消費後初級包裝和“其他”包裝(定義請
參閱以下“我們的包裝簡介”)的回收再用率的
控制有限且幾乎沒有可獨立核實的數據，我們知
道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回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
到位，並輔以能夠提高回報率的經濟激勵措施。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與政府、回收商和其他
感興趣的利益相關方合作，以促進消費後材料的
收集和回收。 

我們的承諾

將我們的初級包裝目標與可口可樂公司“沒有廢
棄的世界”的承諾保持完全一致，從而實現以下
願景：

 −到2025年，100％的初級包裝將是可循環再造的

 −到2030年，50%的初級包裝中再生材料含量
達50%

 −到2030年，對於棄置於環境中的每個飲料瓶將
逐個被取出 

有關“沒有廢棄的世界”的最近更新以及世界各
地其他裝瓶商採取何種行動，請訪問此處。

除了內部流程外，我們還做出了外部承諾，簽署
加入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領導的新塑料經濟全
球承諾，以及在香港推行的免“廢”暢飲倡議。
有關更多信息，請參閱以下《新塑料經濟全球承
諾》部分和《免“廢”暢飲》部分。

https://www.coca-colacompany.com/stories/progress-against-a-world-without-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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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包裝簡介

我們在業務中使用四種類型的包裝。每種包裝類型都服務於不同的功能，包括確保產品安全、保障飲
料質量以及產品運輸。

包裝類型 功能 詳細信息
太古可口可樂是
否追踪所使用材
料的重量？

初級包裝 保護個人飲料的

安全和質量

這是我們業務中最重要的問題，我們採購

的絕大部分原材料均用於包裝。最常用的

是PET塑料。鋁、玻璃、無菌纖維包裝和

糖漿桶襯袋盒(BIB)佔所使用材料的一小

部分。初級包裝的回收再用率很難追踪，

因為初級包裝的生命週期末期超出了我們

的直接控制範圍。

是

二級包裝 便於少量飲料的

處理

這包括收縮膜、瓦楞紙箱和紙托盤。我們

通過採購數據追踪這種包裝類型所使用的

材料數量。

是

三級包裝 便於大量飲料的

運輸或配送

果汁的鋼桶、滑輪托盤、硬塑膠箱以及木

板屬於此類別。

是

其他 營銷 這種包裝類型包括節日商品包裝、與商店

標識、日曆、筆記本、衣服、雨傘等相關

的營銷材料。與初級包裝類似，我們無法

追踪這種包裝類型的收集和回收。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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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年份 – 2018年

初級包裝

我們的主要包裝品類型以塑料為主，其中包括
PET，HDPE和PP，其次是鋁。玻璃瓶(可回收
和不可回收)以及無菌纖維包裝構成餘下的一小
部分。

為了更全面地了解每個區域中初級包裝的回收和
重複使用潛力，我們已經標識出對於不同類型的
初級包裝的可回收性以及回收基礎設施的可用
性。雖然這些信息已在《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
告》中提供，但是由於缺乏可用信息，下表中呈
現的信息並未發生變化。

2018年在香港使用的初級包裝類型詳情

在技  術上是
否可循環再

造？

可回收物質
含量比例

回收再用率 是否有當地回收
基礎設施？

是否在
當地壓
碎？

是否為了循
環再造而打
包成捆和出

口？

可回收玻璃瓶 是 0% 95% 部分是 5%  -

不可回收玻璃瓶 不在香港生產

PET 是 0% 7% 否  - 7%

桶裝水 是 0% 95% 否  -  -

無菌纖維包裝 部分是 0%  - 否  -  -

馬口鐵 是 0%  - 否  -  -

鋁罐 是 50-60%
非正規部門 –
約佔50%，但
是未能核實

否  - ~50%

糖漿桶襯袋盒 否 0%  - 否  -  -

套袋 否 0% 0% 否  -  -

註釋：

- 可回收玻璃瓶和桶裝水的回收再用率減損是由於客戶的破損、無法接受的划痕或損失導致的

- 隨著2018年1月1日“國家亮劍行動”的實施，香港無法再向中國內地出口打包成捆的PET

- 利樂包，一種由香港批准的FSC無菌纖維包裝品牌

- 香港環保署(EPD)僅有2016年以前公佈的市政固體廢棄物數據(http://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waste/data/
stat_treat.html)，亦無說明PET的出口數量。每天有157噸的PET(飲料瓶、托盤等)進入垃圾填埋場，並且通過我們的實地調查， 
我們相信每天有10噸的廢棄物經循環再造後轉化為片狀/顆粒狀聚酯作工業用途。

- 將可回收玻璃瓶交給玻璃回收商作壓碎處理。玻璃不是閉合迴路的一部分，而是下降性循環的。

2018年用於初級包裝的材料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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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中國內地使用的初級包裝類型詳情

在技  術上是
否可循環再

造？

可回收物質
含量比例

回收再用率 是否有當地回收基礎設施？

可回收玻璃瓶 是 30% 95% 是

不可回收玻璃瓶 不在中國大陸生產

PET 是 0%
非正規行業 – 所佔比例
應很高， 但是未能核實

是 – 將成為片狀和顆粒狀，主
要用於工業聚酯

桶裝水 是 0% 95% 是 – 非正式

無菌纖維包裝 - 0% 0% 部分是

馬口鐵 是 0% 0% 是

鋁罐 是 0%
非正規行業 – 所佔比例
應很高， 但是未能核實

是

糖漿桶襯袋盒 否 0% - -

套袋 - - - -

註釋： 

- 我們的代工裝瓶廠之一的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生產無菌纖維包裝飲料和錫罐咖啡

- 可回收玻璃瓶和桶裝水的回收再用率減損是由於客戶造成的破損、無法接受的划痕或損失導致的

- 食品包裝相關法律禁止使用可循環再造材料

- 我們自行回收可回收玻璃瓶和桶裝水。數據是以我們的計算為依據

- 我們不生產或出售在套袋中包裝的產品

2018年在台灣使用的初級包裝類型詳情

在技  術上是
否可循環再

造？

可回收物質
含量比例

回收再用率 是否有當地回
收基礎設施？

是否在當
地壓碎？

是否為了循環
再造而打包成
捆和出口？

可回收玻璃瓶 是 55% 72% 是 是 否

不可回收玻璃瓶 是 55% - 是 是 否

PET 是 0% 72% (1) 是 - 否

桶裝水 是 0% - - - -

無菌纖維包裝
是 0% 50%  

(來自供應商)
是 - 否

馬口鐵 是 0% 72% 是 - 否

鋁罐 是 0% 72% 是 - 否

糖漿桶襯袋盒 是 0% 0% 是 - 否

套袋 - - - - - -

註釋： 

- 可回收玻璃瓶和桶裝水的回收再用率減損是由於客戶造成的破損、無法接受的划痕或損失導致的

- 食品包裝相關法律禁止使用可循環再造材料

- 我們不生產或出售在套袋中包裝的產品

(1) 數據來源於台灣環境保護署https://recycle.epa.gov.tw/epa/ShowPage2.aspx?key=6&sno=1010&subsno=293&subsubsno=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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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在美國使用的初級包裝類型詳情

在技  術上是
否可循環再

造？

可回收物質
含量比例

回收再用率 是否有當地回
收基礎設施？

是否在當地
壓碎？

是否為了循環
再造而打包成
捆和出口？

可回收玻璃瓶 不適用

不可回收玻璃瓶
是 26% 40%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未知

PET 
是 2% 30%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未知

桶裝水 - - - - - -

無菌纖維包裝 否 - - - - -

馬口鐵 不適用 - - - - -

鋁罐
是 80% 49%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根據地區
而不同

未知

糖漿桶襯袋盒 否 - - - - -

套袋 不適用 - - - - -

註釋：

- 可回收玻璃瓶和桶裝水的回收再用率減損是由於客戶造成的破損、無法接受的划痕或損失導致的

- 在我們的業務中，我們不生產玻璃包裝，但是出售不可回收玻璃瓶

- 可回收物質含量的數據源於可口可樂裝瓶商銷售和服務(CCBSS)

- 回收率的數據源於美國飲料協會(美國平均數)

- 我們不生產或出售在套袋中包裝的產品

按重量劃分的初級包裝百分比

區域 vPET BioPET HDPE PP 不可回收玻
璃瓶

鋁罐 無菌纖維
包裝

香港 38% 4% 3% 1% 5% 39% 10%

中國大陸 78% - 7% - 2% 13% -

台灣 70% - 7% - - 20% 2%

美國 32% 11% - 6% - 50% -

總計 68% 2% 5% 1% 2%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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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級包裝

用於二級包裝和三級包裝的材料總重量(噸)

香港 中國大陸 台灣 美國

瓦楞紙箱、紙托盤 3,563 11,974 1,158 13,233

收縮薄膜 439 16,701 729 540

標籤 1,011 2,800 30 424

而氣泡飲料需要容器承受施加到其上的壓力。自
2010年以來，所取得的成果令人印象深刻，但
從技術角度而言，我們似乎已經達到了極限。

香港自2010年以來的輕量化成果

包裝和產品類型 減少的包裝重量

PET飲用水 23% - 39%

PET氣泡軟飲 3% - 12%
PET不含汽產品 5% - 12%

所有PET瓶的瓶蓋 46%

鋁罐 8%

二次包裝設計 - 輕量化

我 們 減 少 了 在 香 港 紙 托 盤 材 料 的 使 用 量 。 自
2018年5月起，我們將紙托盤的高度從65毫米縮
短至55毫米。這令我們每年可以節省1,500公斤
紙板。我們在台灣採用了類似的方法，將托盤高
度從70毫米縮短到50毫米，每年節省116,000公
斤紙板。 

對於紙托盤上的印刷圖案，我們已經開始直接印
刷在托盤上，而不再為某些產品訂購預先印刷的
托盤。對於其他產品，我們已停止在托盤上印刷
圖案，而是改用空白托盤。這些變化將令紙托盤
更為通用，可以容納更多樣化的產品。

 

管理我們包裝的使用 

以下舉措和計劃介紹了我們支持消費後包裝收
集和促進減少廢棄物的方法，其中大部分始於
2018年。

初級包裝設計 - 輕量化

輕量化是重新設計初級包裝以減少所需原材料
量。自2010年以來，我們一直在香港，中國大
陸和美國為一些飲料品牌所使用的塑料瓶和鋁罐
應用輕量化技術。這包括減少PET容器、瓶蓋和
瓶頸長度所需的材料。我們已經成功地將這種方
法應用於三個飲用水品牌：香港的飛雪，中國大
陸的冰露和美國的達沙尼（Dasani）。對於熱
充填飲產品和氣泡飲料，由於這些產品的性質而
存在一些限制，熱充填飲產品需要容器耐高熱，

2018年與二級包裝相比初級包裝的
產量(噸)

57,317
噸

278,036
噸

初級包裝

二級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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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循環再造材料在食品初級包裝中的應用

僅有香港和美國的當地法規允許在食品包裝中使
用可循環再造材料。2018年我們在香港取得了
重大技術進步，增加我們飛雪飲料瓶中的rPET
量。由於在針對輕量化瓶坯設計合適的瓶坯形狀
以及在瓶胚生產場地保證產量方面遇到了技術障
礙，330毫升和500毫升尺寸仍然面臨挑戰。我
們計劃在2019年克服這些問題。

我們正致力於將香港的碳酸PET飲料從100％原
生PET(vPET)轉換為25％rPET。在中國大陸和
台灣，當地法規不允許在食品初級包裝中使用
rPET。

在 美 國 ， 通 過 可 口 可 樂 瓶 裝 商 銷 售 和 服 務
(CCBSS)，rPET正處在積極討論中。但是存
在供應問題。2017年，美國平均rPET使用率為
2％。 

飛雪水站 － 香港

太古可口可樂進一步採取行動，安裝飛雪加水
站。計劃將在2019年推出300個付費水站，但首
先需要克服一些地方監管程序問題。

收集、回收和重複使用

太古可口可樂通過各種合作關係支持消費後初級
包裝以及所有其他形式包裝的收集、回收和重
複使用。我們還認識到，各方各面必須相結合
才能實現以上目標，並提供高收集、回收和處
理速率。首先，包裝必須100％技術上可回收。
其次，當地的回收基礎設施需要在通過監管的同
時，最大限度地減少回收途徑中的污染物。最
後，最為複雜的組成方面之一是適合用途的本地
收集基礎設施的可用性。理想情況下，本地收集
基礎設施將包括來源分離以提供高質量的給料，
這些給料將是用於生產塑料的原料。

來自不同專業領域的關鍵利益相關方通力合作對
於實現循環經濟至關重要。包裝生產商、收集
商、回收商和政府需要各自發揮專長、協同一
致，促進形成閉環系統。太古可口可樂深知我們
自己的專業領域不足以單獨實現初級包裝的循環
經濟，因此，我們一直與關聯利益相關方合作，
共同解決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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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的塑料 每天2,124噸

1.3%的PET瓶 每天137噸

25g(平均) 1噸1瓶 40,000
瓶

每天
1.37億個PET瓶

每天
550萬個PET瓶

香港 美國

每天
10,733噸
都市固體
廢棄物

24%

3%
2%

12%

6% 34%

紙

玻璃

金屬

其他

其他易腐爛物質

廚餘

塑料

免“廢”暢飲 - #DWW

免“廢”暢飲(#DWW)倡議自2017年推出，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
限公司屬於創始成員。免“廢”暢飲是由有關利益相關方組成的
聯盟，大家匯聚一堂，實現共同目標 – 降低飲料消費產生的廢棄物
並努力減少所有軟飲初級包裝運送到垃圾填埋場。這一聯盟組成
成員包括主要飲料生產商以及包括太古可口可樂在內的裝瓶商、
零售商、非政府組織和廢棄物管理行業。

超過80％的飲料包裝最終作為廢棄物出現在香港垃圾填埋場，在香港每天廢棄的塑料瓶估計在520萬
個左右。這座城市完全依賴垃圾填埋場處理都市垃圾，預計這些垃圾填埋場將在2020年達到處理極
限。 9從2018年初開始，由於中國大陸禁止進口塑料進行回收利用，香港再次面臨著挑戰  。 

9《免“廢”暢飲研究報告》。獲取地址:https://drinkwithoutwast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deloitte-cn-ra-drink-without-
waste-en-181204.pdf

來源：香港政府環境保護署統計數據 
與美國有關的數據引用自美國海洋保護協會

2017年香港垃圾填埋場處理的城市固體廢棄物組成

https://www.epd.gov.hk/epd/english/environmentinhk/air/data/air_dat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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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初，工作小組委託第三方顧問就香港如何
有效管理一次性飲料容器進行獨立研究。該研究於
2018年12月公開，涵蓋：

 −對香港飲料市場和包裝管理實踐的分析

 −國際最佳實踐回顧（重點關注美國加利福尼
亞、德國、南非、韓國和台灣）

 −利益相關方與超過75位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進行
接觸，探討香港可持續飲料包裝管理

 −對兩種不同潛在情景的經濟、社會和環境影響
評估 

調查結果用於製定該小組的立場文件，並提出減
少、重新設計、回收和循環利用一次性包裝的切
實建議。提議的解決方案對於行業、一般公眾、
香港政府而言務實且包容，例如安裝用於加水的
飲料現調機、規範包裝標準、實施現金返還計
劃，以及香港在回收設施上的配備。

 

 
 

 
 
 
 
 
 
 
 
 
 
 
 
 
 
 
 
 
 
 
 
 
 
Drink Without Waste  
Research Report  
 
Deloitte Risk Advisory - December 2018 

2018年12月
策略及行動

“清理和更好的廢棄物管理本身不足以阻
止塑料污染，我們需要從源頭解決這個問
題。我們需要通過消除我們不需要的塑料
並進行創新來創造循環經濟，以便我們所
需的所有塑料都可以在系統中輕鬆循環，
並且從不首先成為污染。令人鼓舞的是，
各利益相關方正共同努力，針對香港飲料
包裝實現這一願景。”

工作小組的下一步驟將是製定策略實現計劃，詳
細列出具有明確時間表的具體行動。不久的將
來，將出現大量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身體力行
以及通過社交媒體，以提高社區認知度。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全力支持免“廢”暢
飲倡議，我們已製定進一步承諾，減少一次性使
用包裝，除了立場文件中列出的目標和策略，我
們正在做出額外承諾。我們計劃在未來五年內投
資超過1.5億港元用於生產設備和包裝，以支持
更多地可補充和可重複使用包裝，包括可回收玻
璃瓶、水機和現調機。我們將繼續改進包裝設計
工作，以便提高初級包裝的循環利用率，這包括
將rPET納入瓶裝水和碳酸飲料的PET包裝中。在
回收的最前沿，我們將繼續與相關利益相關方合
作，通過公眾教育、創新業務解決方案和替代包
裝選項幫助促進回收。我們將捐助200萬港元用
於開發收集設施和其他機制。這包括在香港安裝
有償自動回收機，以通過貨幣激勵措施鼓勵和支
持消費者將塑料瓶丟棄到收集點。有關更多詳細
信息，請參閱本報告附錄。

德 勤 中 國 總 監 翁 介 中 ； 綠 色 地 球 創 始 人 兼 執 行 董 事
Edwin Lau；免“廢”暢飲倡議主席司馬文以及太古可口
可樂香港有限公司常務董事利偉達。

https://drinkwithoutwast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deloitte-cn-ra-drink-without-waste-en-181204.pdf
https://drinkwithoutwaste.org/wp-content/uploads/2018/12/DWW_PositioningPaperCH.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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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PET和HDPE塑料回收設施： 
通過合作回收塑料

太古可口可樂與歐綠保集團(亞洲)有限公司
(ALBA)及碧瑤廢物處理及回收有限公司(碧瑤)
合資，在香港開設塑料回收工廠。該工廠將處理
來自消費後飲料容器和個人護理產品容器的PET
和HDPE，這些容器主要由碧瑤從香港不同地區
收集。ALBA的回收知識將應用於分類和加工這
些容器，並將其轉換為食品級rPET薄片和非食
品級rHDPE顆粒。加工完成後，最終產品將在
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目的是將食品級rPET薄
片重新用於食品初級包裝。該工廠每天可處理約
100噸消費後PET和HDPE。

我們在工廠設計中考慮了環保因素。我們的目標
是獲得LEED金獎認證，這意味著，工廠將配備
最先進的廢水處理技術、太陽能水容量和光伏電
池，以現場生成可再生能源。該設計將利用當地
的風力模式，自然降低夏季工廠內的溫度。工廠
一小塊區域將用作教育和公眾意識目的，允許參
觀者了解這一過程如何進行。我們預計該工廠將
在2020年第三季度全面投入運營。

PET和HDPE塑料的回收再用過程

消費後PET
(軟飲瓶)

PET薄片 
(食品級)

在國際市場上出口
和銷售

HDPE顆粒

回收廠收集
使用後個人
護理HDPE
(洗髮水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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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大陸的本地PET回收商合作

在任何國家獲取能夠核實的廢棄物收集數據都
是具有挑戰性的，對中國大陸而言也無二致。
稍有不同的是，纖維業務  對1型PET需求巨大。
因此，多年來出現了眾多小型、中型，乃至大型
PET回收商。雖然沒有關於收集率的公開數據，
我們還是親身觀察過相當大規模的PET加工廠。

自“國家亮劍行動”以來，打包成捆的消費後
PET需求價格一直居高不下。政府還對回收商的
環境認證，包括廢水處理等，實施了嚴格的檢查
制度。這導致許多小型PET回收商歇業關閉，因
此rPET回收行業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整合。

2018年，我們訪問了中國大陸的許多中型以及
大型PET回收商，並分析了他們的rPET薄片質
量。我們希望能夠在將來就這一問題制定策略，
同時考慮到對於將rPET納入食品初級包裝目前
沒有明確的法律和監管框架。

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的新塑料經濟 － 全球承諾 

太古可口可樂於2017年年中加入艾倫•麥克阿
瑟基金會，推行新塑料經濟。應用循環經濟原
理，新塑料經濟倡議匯集了關鍵利益相關方，從
包裝開始，重新思考和重新設計塑料的未來。該
倡議由艾倫·麥克阿瑟基金會發起，與眾多領
先公司、城市、慈善家、政策制定者、學者、學
生、非政府組織和市民合作推廣。

新塑料經濟報告《重新思考塑料和催化作用的未
來》成為全球頭條新聞，在世界範圍內廣受參考
引用。 

新塑料經濟倡議正在推動企業和政府的行動。 
2018年10月，與聯合國(UN)環境部合作， 
啟動了新塑料經濟全球
承諾(太古可口可樂作
為簽約方)，將250多個
組織團結在一起，朝向
共同願景，邁向一系列
雄 心 勃 勃 的 2 0 2 5 年 目
標，從源頭上解決塑料
廢棄物和污染危機。

NEW PLASTICS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 

CONTEXT 
Plastic waste and pollution have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governments, and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 The search for solutions has started, and there is growing recognition that addressing the 
symptoms through clean-ups is not enough. A systemic shift tackling the root causes is required: a transition 
towards a circular economy for plastic, in which plastic never becomes waste. 

Over the past four years, th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the Foundation’) has been rallying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behind this positive vis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for plastic. Its 2016 and 2017 New Plastics 
Economy reports captured worldwide headlines and became a global reference. The Foundation’s New 
Plastics Economy initiative is driving action with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In January 2018, it brought 
together 11 leading companies committed to work towards 100% reusable, recyclable, or compostable plastic 
packaging by 2025. It has also created the Plastics Pact, a network of national New Plastics Economy 
implementation initiatives aligned around a common vision and set of ambitious targets. The first Plastics 
Pact has been launched in the UK, implemented by the UK charity WRAP, and others will follow soon. 

UN Environment provides leadership and encourages partnerships in tackling marine pollution by inspiring, 
informing, and enabling governments, the public, civil society, and the private sector. Its Global Partnership 
on Marine Litter was launched in 2012 and its #CleanSeas campaign in February 2017 with the aim of 
engaging these groups in the fight against marine plastic litter. 

By launching 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 (‘Global Commitment’), the Foundation and UN 
Environment have taken this momentum to the next level. 

INTRODUCING THE NEW PLASTICS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  
The Global Commitment draws a line in the sand in the fight against plastic waste and pollution. It unites 
over 250 businesses, governments, NGO, universities, and other organisations from around the world 
behind a common vision that addresses the issue at its root cause.  

To help make this vision a reality,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commit to a set of ambitious 2025 targets.                                   
They will work to eliminate the plastic items we don’t need; innovate so all plastics we do need are                                     
designed to be safely reused, recycled, or composted; and circulate everything we use to keep it in the                                   
economy and out of the environment. 

Credibility and transparency will be ensured by setting a clear minimum level of ambition for signatories, 
common definitions underpinning all commitments, and annual reporting on progress. The minimum 
ambition level will be reviewed every 18 months, and become increasingly ambitious over the coming years 
to ensure the Global Commitment continues to represent true leadership. 

The Global Commitment will build on, and reinforce, amongst others, the G7 Plastics Charter, the EU strategy 
for plastics in a circular economy, the Commonwealth Blue Charter, and the Community of Ocean Action 
established by the UN. It will aim to contribute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UN Environment Assembly 
resolutions on marine litter and microplastics, and seve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including 
SDG 12 and 14. The Global Commitment does not aim to replace any potentially binding multilateral treaty 
process, but equally recognises that we cannot wait to act until such a process concludes. 

The Ellen MacArthur Foundation and UN Environment call on all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s across the 
world to sign the Global Commitment and embark on a race to the top in the creation of a circular economy 
for plastic. 

1 

廣東裝瓶廠的打包機

https://www.ellenmacarthurfoundation.org/assets/downloads/Global-Commitment-Document-to-download-on-website-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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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管理

除了包裝外，生產設施和我們運營的其他方面產
生的廢棄物也屬於我們的責任，我們將廢棄材料
分為五種類型：

 −生產茶飲和豆製品飲料產生的有機廢棄物

 −裝瓶廠廢水處理設備產生的污泥

 −維修成本高的自動售賣機、冰櫃和現調機

 −廢棄的車輛

 −我們的裝瓶廠產生的其他廢棄物(托板、濃縮
果汁桶、滯留的二級包裝和初級包裝)以及辦
公廢棄物。

維修成本高的自動售賣機、冰櫃和現調機以及廢
棄的車輛仍然是我們無法獲得信息的領域。 

下面介紹的兩個項目發生在2018年，通過這兩個
項目我們有效地減少了裝瓶廠產生的廢棄物量。 

不再將廢棄物投入垃圾填埋場 - 香港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有限公司多年來一直與香港政
府合作，尋求改善處理我們裝瓶廠有機副產品的
方法，而不是將其送往垃圾填埋場。香港有機資
源回收中心(ORRC)的成立使我們找到了一個切
實可行的解決方案，將我們的有機廢棄物轉化為
堆肥和沼氣。香港有機資源回收中心每天可通過
厭氧消化和堆肥等生物處理工藝處理多達200噸
的有機廢棄物，估計單沼氣一項就可產生1400
萬千瓦時的電力。

在不再將我們的有機廢棄物投入垃圾填埋場的同
時，我們還找到了針對廢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污
泥的回收解決方案，這些污泥此前也被送往垃圾
填埋場。 

另外，我們開始拆除損壞的木板，供給香港的
回收商用作生物質燃料。這三種解決方案令否
則將最終投入垃圾填埋場的廢棄物量百分比大
幅降低。2017年，我們香港工廠由生產 
製造產生的總廢棄物中有49％被送往 
垃圾填埋場，而2018年，這一數字
為19％。30％的下降相當於每月約 
65噸。2019年，我們計劃進一步減少這一 
數字。有關香港工廠產生的廢棄物的詳細劃分， 
請參閱附錄。

香港有機資源回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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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49% 51%

2018 19% 81%

2019
針對剩餘19%(或者每月42噸)送往垃圾填滿場的廢棄物在2019年將
會實施大規模減量計劃

展望未來

隨著包裝和一次性包裝仍然屬於高度熱門議題，
我們將通過以下進一步努力解決這一問題：

 −增加初級包裝中可回收原材料含量。我們應在
美國和香港市場看到相關實質性進展。

 −在香港推動免“廢”暢飲第二階段策略實施。

 −就消費後PET加工在美國和中國大陸探索成立
合作夥伴關係。

 −努力嘗試並影響合作夥伴，使用第三方核實我
們營運所在地區的回收再用率 - 理想情況是在全
球範圍內，原因是目前的收集數據非常主觀。

在廢棄物管理方面，我們將在中國大陸和美國開
展計劃以進行測量，同時(a)將計劃著重點盡可
能地從垃圾填埋場轉移到再處理，以及(b)推行
廢棄物減少計劃，從而減少我們飲料製造和配送
過程中產生的廢棄物的絕對量。

香港裝瓶廠產生的廢棄物

銷售量

每月550萬標箱沙田工廠

廢棄物

每月218噸

廢水

收集回收垃圾填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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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家負責任的企業意味著我們需要積極影響我們營運所在的當地社區。 

太古可口可樂做出建設性貢獻，鼓勵積極樂觀的精神面貌，為世界各地帶來正

面的改變。除了《水資源管理》、《碳》和《包裝和廢棄物管理》部分中提及

涉及社區的倡議外，我們還參與並支持一系列有助於當地社區可持續發展的 

計劃。

我們的《社區參與企業社會責任(CSR)政策》指
導相關社區倡議的開展，並概述社區倡議的四大
核心領域。這些核心領域反映了我們企業的文化
和價值觀，我們也積極通過多方合作、員工志願
服務和捐贈等途徑履行這些承諾。

四大關注領域：

現金捐贈

HK$ 930K +

志願服務

61,515小時

CSR活動

120+項目

註釋：包括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數據

社區參與

水資源管理和
環境保護

青少年發展

女性賦能 緊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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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資源管理和環境保護

水是我們產品的關鍵成分，亦對社區和生態系統至關重要。為了保護這珍貴的資源，我們與各地政府
和非政府組織合作，開展和落實保護當地水資源並解決其他關鍵環境問題的項目。

為愛同行(中國大陸)

自2013年以來，太古可口可樂開始在包括廈門、杭州、浙江和廣東在內的多個中國城市組織“為愛同
行”活動。這是一項善款募集行走活動，旨在改善中國貧困地區的水質和飲用水供應。這些年來，太
古可口可樂組織了13場慈善行走活動，超過44,000名參與者籌集了超過1,200萬元，用於支持壹基金
和可口可樂發起的“淨水計劃”，以在農村學校推廣淨水設備。

雨水收集系統(台灣)

自2014年以來，台灣太古可口可樂一直與台灣綠色建築協會合作，改善台灣偏遠地區的淡水供應。通
過安裝雨水收集系統儲存雨水，以便在乾旱和惡劣天氣條件下使用。該系統配備水淨化過程，確保用水
清潔，同時可以使用水泵輕鬆獲取清潔水。這些系統已在台灣新北市、基隆市、花蓮縣和桃園市安裝， 
為7,000多人供水。該項目接下來會在台灣中部偏遠地區安裝公共雨水收集系統，服務當地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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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發展

我們相信教育是社區不斷發展壯大的基石，並希望通過教育年輕一代，讓他們成為社會上積極投入的
一員。

可口可樂希望小學(中國大陸）

20年來，太古可口可樂在中國大陸資助了28所希望小學的建設。每年，希望小學通過為兒童提供圖書
館、教室和其他教育設施，支持農村地區青少年的教育需求。我們來自附近裝瓶廠的員工志願者會在
節日期間前往這些學校，看望孩子們，並參加各種活動。

可口可樂紅房子計劃(合肥）

“可口可樂紅房子計劃”於2017年啟動。自啟動以來，我們已將兩棟廢棄的村屋改造成可口可樂 
紅房子，為兒童提供了一個相互學習交流的場所，並在農村培養社區意識。來年，下一所可口可樂紅
房子將在江淮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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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霸凌計劃(台灣)

台灣太古可口可樂和可口可樂基金會聯手，與台灣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合作，開展為期三年
的“反霸凌計劃”，以打擊校園欺凌行為。該計劃旨在鼓勵人們不再容忍霸凌，並通過向家長和學生
提供解決方法來採取行動反對霸凌。首年活動包括校園活動、以特別設計的自動故事售賣機分享罐裝
霸凌故事，還有各種公眾交流。這一計劃贏得了2018年SABER Awards亞太區頒發的“金級SABRE企
業社會責任獎”。第二年活動包括校園活動、帶有諸多霸凌圖案從而引起共鳴的象徵性隧道公共展，
以及一個對展覽予以宣傳的新聞發布會。在這兩年中，該計劃引起了人們對這一社會問題的廣泛關
注。計劃已經引發了200多次媒體報導，通過舉辦的展覽和活動影響到13,280人，並通過社交媒體覆
蓋超過920萬人。

“藝形機”計劃(香港)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於2018年推出“藝形機”計劃。計劃為期兩年，旨在透過社區參與、藝術創作、穩定
收入來源和企業贊助等益處，為學校和非政府組織帶來嶄新合作模式，為他們的青少年服務提供支持。
參與組織免費獲得我們包括自動販賣機、飲料產品供應和機器維護在內的全套售賣服務。參與本計劃，
合作團體需要為自動販賣機提供一個靠牆、帶電力供應的空間，同時還需要就藝術創作決定主題及挑選
合適人士參與作畫，以確保最終藝術作品將我們的自動販賣機融入設計一部分，從而使「藝形機」能夠
為大家帶來有趣、新穎及愉快體驗。銷售佣金將捐贈給合作團體，為其提供收入來源，以協助應付營運
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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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賦能 – 520計劃

釋放全球婦女的潛力對實現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世界各地的婦女為可口可樂系統做出了重要的貢
獻，可口可樂公司關注到她們所面臨的挑戰，通過制定520計劃，致力在2020年之前為全球價值鏈中
五百萬女性企業主賦能。該計劃為女性提供了商業技能培訓課程、財務服務、以及學習夥伴或導師計
劃，為她們提供相關工具和技能，建立成功事業。

可口可樂520媽媽大學(中國內地)

“可口可樂520媽媽大學”是可口可樂公司創建並主導的一個項目，旨在為中國大陸女性提供專業和
個人發展培訓。通過該項目，我們在13家裝瓶廠為超過200,000名女性提供了459場課程。課程內容
涵蓋了一系列主題，包括會計和財務、管理、創業和家庭事業平衡。“可口可樂媽媽大學”為學員提
供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質量所需的知識，從而為中國大陸女性創造價值

可口可樂獎學金基金會(美國)

可口可樂獎學金基金會投放資源於具有領導能力
和正面影響力的傑出高中學生，每年向150名年
輕創新者提供20,000美元的獎學金，資助他們接
受高等教育。過去30多年，太古可口可樂一直通
過捐款來支持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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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急救援 

中國大陸經歷過各種不同程度的自然災害。當災情發生時，淡水供應往往受到中斷，缺乏飲用水成為
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在這些情況下，太古可口可樂與非政府組織和當地政府合作，及時向受
影響的人群提供飲用水。

“淨水24小時”是一個旨在自然災害發生後24小時內向受影響居民提供瓶裝水的項目。自2013年啟
動以來，太古可口可樂累計啟動75次，為超過163個受災地區提供了696萬瓶水。在此過程中，我們
有3,050名工作人員志願參與。

展望未來 

我們將繼續加強與當地社區的聯繫，以了解他們的需求。我們期待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進一步探討合
作機會，為當地社區的環境、青少年和婦女帶來切實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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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和商業環境下實現性別均衡正在引起全球
關注。對於公司而言，多元化且均衡的工作團隊
將創造更多的創新機會並保持公司競爭優勢。性
別均衡方面的商業案例很具說服力。研究表明，
如果女性和男性在勞動力市場中發揮同等作用，
到2025年將為全球經濟帶來28萬億美元額外效
益。10

在太古可口可樂，我們相信在工作場所實現性別
多元化和共融的商業模式。我們關於人員流動

率和女性銷售代表績效的內部數據表明，性別
多元化的工作團隊可以帶來顯著商業利益。我
們的數據證明：(1)女性銷售代表更不傾向於辭
職；(2)女性銷售代表比男性銷售代表更擅長實
現關鍵績效指標；並且(3)女性銷售代表的參與
積極性高於男性。我們將這些調查結果予以溝通
分享，以獲得管理團隊和員工的支持，從而促進
和實現性別均衡。2018年，我們一直在積極推
動性別更加均衡的工作團隊。

10 https://www.mckinsey.com/featured-insights/employment-and-growth/how-advancing-womens-equality-can-add-12-trillion-to-global-growth

太古可口可樂於2018年初成立了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就整體性別均衡戰略
向公司提供建議。在未來五年將要達到的既定目標指導下，截至2018年底， 
我們已經成功提高了中國大陸女性銷售代表的比例。我們進行了性別薪酬差
異分析，以更好地了解女性和男性是否同工同酬。我們還在中國大陸和台灣 
提供“無意識性別偏見培訓”。我們繼續在中國大陸開展女才薈，並舉辦了“ 
遇見最好的自己”培訓和女性領導力論壇。2019年，我們將製定《太古可口可
樂多元和共融政策》，擴展我們的企業承諾，為不同種族和年齡的員工以及殘
疾人士提供公平的工作環境。

性別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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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承諾 

我們旨在通過提供共融的工作環境為所有員工帶
來平等的機遇。我們在公司內部推行性別均衡倡
議，並於2018年開始啟動嶄新計劃。太古可口
可樂高級管理層對於這一議題予以了認真對待，
並意識到為了推動變革，自上而下的承諾勢在必
行。因此，我們制定了明確的方向，訂明了成功
因素，並建立了正確的管理結構，以實現性別均
衡。在報告時，我們的人力資源部門正在製定
太古可口可樂內部多元和共融政策，該政策將
於2019年推出並全面實施。我們性別均衡的管
理方法與母公司一致，均是為所有人提供平等
機會。

2018年進展

今年，太古可口可樂在實現性別均衡方面逐步取
得進展。2017年到2018年，我們員工隊伍中女
性的比例從23.9％增長到24.6％。在我們所營運
的四個市場中，員工仍然以男性為主，特別是在
美國，當中女性員工只有14％。2018年我們所
營運的四個不同區域中男女員工的比例與2017
年相約。

每個市場中按性別劃分的勞動力百分比

 
25%

75% 8311,433
29%

71%

20,618
28%

72%

14%

86%
6,848

台灣

總員工數目

香港

中國大陸

總員工數目總員工數目

美國

總員工數目

女性

男性

註釋：上述數字僅包括長期員工。固定期限和臨時期限員工未包括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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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們看到高層/高級管理人員、用户端員
工和非用户端的经營/技術員工中女性比例有所
增加。相反，中層/基層管理和監督人員中女性
比例略有下降。

實現性別均衡的途徑 

2018年是我們在中國大陸積極實施多項舉措的
一年，包括成立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女才薈，
以及在所營運的四個市場中進行員工培訓和性別
薪酬差異評估。 

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

太古可口可樂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於2018年1月
成立。該委員會由來自高級管理團隊的11名成員
組成，並由行政總裁擔任主席。委員會負責在兼
顧企業目標和業務重點的同時，制定實現性別均
衡的總體戰略。我們已經制定了定量目標以推動
切實的變革。例如，我們選定了七個關鍵職位
(總經理、銷售總監、銷售營運經理、區域銷售
經理、製造總監、物流總監以及厂长)，希望增
加女性在其中的比例並為此制定了五年目標。目
標包括在2022年之前為銷售總監職位找到兩名
女性繼任者，為物流總監職位找到四名女性繼任
者。我們每兩個月監測一次進展，每家裝瓶廠均
建立了自己的指導委員會來做出支持。 

太古可口可樂性別均衡指導委員會下共設有三個
性別均衡工作小組：

 −第1組負責女性銷售代表招聘。我們正通過推
出在線招聘系統，轉向更加以數據為導向的招
聘方式。我們還在嘗試將招聘流程外包給招聘
公司。與此同時，我們採用兼職和分工方法招
募更多女性。 

 −第2組負責發展女性員工。主要活動包括“遇
上更好的自己”培訓計劃、女性領導力論壇。 

 −第3組負責營造女性友好工作環境。主要活動
包括彈性工作安排，“無意識偏見培訓”計劃
和內部/外部溝通。

按性別劃分的勞動力百分比

21% 高層／ 
高級管理人員

28% 中層／ 
基層管理和監督人員

26% 用户端的員工

16% 非用户端的經營／ 
技術員工

60% 支援職能部門 
(人力資源、公共事務、財務等)
員工

25%
全體員工

女性
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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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銷售代表招聘

我們在招聘女性銷售代表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
以平衡這一職業類別中男性和女性的比例。我們
在2018年2月制定了一個五年目標，在我們的銷
售代表人員中實現30％的女性代表。首先，我們
需要達到30％的女性招聘比率。

我們認為招聘流程有助提高員工中的男女比例。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我們的女性銷售代表比
例達到了24％，超過了2018年23％的目標。女
性銷售代表的招聘比率比2017年高出5％。一些
瓶裝廠在這方面表現突出，合肥廠的女性銷售代
表招聘比率達至31％，而2017年為7％。該廠女
性銷售代表比例達到16％，而2017年為11％。
鄭州裝瓶廠也取得了顯著進步，女性銷售招聘比
率達到25％，而2017年為9％。今年，鄭州廠銷
售代表人員中女性佔17％，而2017年為11％。

女才薈

在中國大陸舉辦的女才薈是我們的內部交流平
台，用以分享故事、激發內在能量。2018年發
出了100多個帖子，其中包括我們第一位女性裝
瓶廠經理的故事。每個帖子的平均瀏覽量超過
3,500次。  

今年，我們繼續舉辦女性領導力開發活動，“遇
上更好的自己”和女性領導力論壇。我們邀請了
來自13家裝瓶廠的515名女性經理，作為我們在
中國大陸和台灣“遇上更好的自己”培訓的參與
人員。這些活動旨在幫助女性領導者提高對性別
均衡相關問題的認識，並讓他們了解賦能周圍其
他女性的必要性。我們還邀請一名外聘專家在各
大裝瓶廠培訓25名內部培訓師，再由內部培訓師
在各自裝瓶廠進行培訓。

今年是我們第二年舉辦女性領導力論壇。這項活
動使我們有機會慶祝並感謝在太古可口可樂工作
的廣大女性，並慶祝我們在實現性別均衡方面取
得的成就。本次活動有365人參加，有三位女性
領導者分享她們到達今天的成就的經驗和智慧。



69性別均衡

無意識偏見培訓

我們在中國大陸和台灣的10家裝瓶廠為經理級別
的員工提供“無意識偏見培訓”。培訓為經理們
提供了消除歧視行為所需的工具。這項培訓共有
450名經理參加，我們將在2019年繼續將該計劃
延伸到主管級別。

性別薪酬差異

最新的“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估計，按照目前變化速度，完全消除性別薪酬差異需要202年。11 歷史上
以及現今，從事同一類型工作的女性得到的報酬低於男性。為了更好地了解在太古可口可樂工作的女
性和男性是否獲得平等報酬，我們計算了我們所營運的四大市場中的性別薪酬差異。我們測量了男性
員工月均薪酬與女性員工月均薪酬之間的差異。

展望未來

我們正在製定《多元和共融政策》，該政策不僅將概述我們對性別均衡的承諾，而且還將這一承諾延
伸至不同種族和年齡的員工以及殘疾人。作為男性同盟計劃的一部分，我們將邀請男性領導者提倡並
帶動他們周圍的女性。這些男性同盟項目將共同致力於在整個太古可口可樂及其個人網絡中倡導性別
均衡。

調查結果顯示，在台灣和美國，男性員工和女性
員工的平均薪酬接近。在中國大陸，男性的平均
薪酬比女性高4.3％。相反，在香港，女性的平
均薪酬比男性高出近10％。

11 https://www.weforum.org/reports/the-global-gender-gap-report-2018

月均薪酬差異 =
（男性員工月均薪酬 –女性員工月均薪酬）

男性員工月均薪酬

美國 月薪差異

中國大陸 4.3%

香港 -9.39%

台灣 -0.61%

美國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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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見證報告更務實的一年，反映了企業為營造誠實開放報告文化所做出的
努力。2017年新增專營業務所涉及區域尤為如此。 

在中國大陸和美國成功推行了兩項針對安全意識項目，這些項目將在2019年
繼續推行。我們相信，隨著項目趨于成熟，這兩項項目將進一步减少損失工時
事故。 

與2017年相比，香港和臺灣的2018年損失工時事故率呈上升趨勢，遺憾
地，2018年我們有三起死亡事故，高于2017年的一起。 

保護員工的健康和安全至關重要，我們的目標是
通過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來實現零傷害。將我們
所營運的不同區域的文化差异納入考慮範圍，更
好地瞭解工作環境，以便我們實施適當的安全措
施從而减少事故。

安全

健康與安全管理 

在裝瓶廠內，管理層負責執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
系統標準OHSAS 18001，該標準概述了太古股
份有限公司健康安全委員會制定的要求。每家裝
瓶廠都設有一位專職安全經理負責處理相關事
宜，並提出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通過《月度安
全報告》追踪健康和安全績效，報告將每個市場
的信息進行彙集，再向供應鏈執行董事和行政總
裁彙報(有關我們的安全管治架構的詳細信息，
請參閱《2017年可持續發展報告》第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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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與安全能力建設

可口可樂公司的質量安全與環境(QSE)理事會
由可口可樂公司和來自太古可口可樂在內的裝瓶
合作夥伴代表組成，每年舉行一次會議。在會議
上，可口可樂系統為可口可樂公司提供有關安
全、質量和環境相關事宜的策略指導。太古可口
可樂供應鏈執行董事苗彼得自2017年起擔任質
量安全與環境理事會的聯合主席。 

另外，我們繼續參與太古集團和太古股份有限公
司健康安全年度會議。這一活動為太古公司旗下

安全相關指標

指標 中國大陸 香港 台灣 美國

員工總數 20,618 1,518 873 6,848

銷售和營銷人員人數 11,093 240 260 3,730

裝瓶廠數量 18 1 1 6

配送中心數量 228 0 3 48

自有車輛數量 911 274 131 1993

安全績效可能受到員工人數和他們所參與的活動類型影響。上表中提供的信息概述了與我們安全績效
相關的指標。例如，中國大陸的銷售和營銷人員騎摩托車往返客戶所在地。因此，中國大陸聘有大量
銷售人員這意味著涉及摩托車的交通事故概率更高。 

的眾多營運公司創造了一個學習平臺，令讓大家
能够共聚一堂，分享最佳實踐、健康安全創新舉
措以及管理技巧。

衡量我們的安全績效 

我們的員工能够開誠布公是創造我們所需安全文
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還為收集我們所需的數
據進行適當分析提供支持。這有助于我們改善管
理方法，也是我們必須培育相關公司文化、鼓勵
公開交流這些指標的原因。太古可口可樂以多種
方式對事故進行衡量。我們記錄總損失工時事故
(LTI)及其嚴重程度;損失日數比率(LDR)及其頻
率;以及損失工時事故率(LTIR)。最後，我們報
告頻率指標，總事故率(TIR)。

我們針對每個區域提供過去兩年特定損失工時事
故率的安全表現，以便我們保持信息質量，否則
如果綜合呈現四個區域的損失工時事故率, 很容
易導致信息質量下降。損失工時事故報告涉及當
地環境和文化，因此以下四張圖表按照三年時間
窗口更好地反映各自區域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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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我們對所報告事故的分析，在香港，事故的
發生主要由于工具使用不當和個人疏忽。數據還
表明，大約30％的受傷員工在公司服務的時間不
到一年。

香港損失工時事故率細分

職能部門 損失工時事故

2017 2018

製造 2 11

物流 14 10

其他 0 8

總計 16 29

因此，預防性措施在2019年實施，其中包括對新
入職員工的廣泛培訓並引入Pristine Condition。
(有關Pristine Condition的更多信息，請參閱以下
部分)。在臺灣，損失工時事故的上升是由員工
上下班途中交通事故所引起，2017年數據不在
我們報告範圍內。需要注意的是，臺灣高雄工廠
于2018年4月關閉。 

臺灣損失工時事故率細分

職能部門 損失工時事故

2017 2018

製造 2 2

物流 0 3

其他 2 3

總計 4 8

死亡事故

我們報告與太古可口可樂營運直接相關任何與工
作有關的死亡事故。範圍包括我們的員工、承包
商、客戶或其他第三方。遺憾的是，今年太古可
口可樂有三起死亡事故，均發生在中國大陸。一
起發生在裝瓶廠，另外兩起屬工作場所外的交通
事故。針對我們裝瓶廠內發生的死亡事故進行了
全面的內部調查。召開了事故後糾正舉措總結大
會，所有糾正舉措在公司內部分享。與交通有關

的兩起死亡事故涉及太古可口可樂的承包商，他
們在卡車超載的情况下快速行駛。地方當局對此
進行了調查，並已將糾正舉措傳達給我們的合同
承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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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意識項目

我們為實現零傷害而實施的項目反映了歷史安全績效和來自事故報告的發現。基于我們在2017年積累
的安全數據，我們推行了兩個特定的安全意識計劃，以針對兩大主要問題積極推動變革。.

Total Lost Time 
Injury across 

4 markets 

= 148hours

Total 
66 hours

U.S. Mainland
China
Total 

59 hours
58%43%

2017年按區域劃分的損失工時事故 12

總損失工時事故 

= 159 cases

另外兩個
營運區域 
13%

美國

50%

43% 58%
美國

總損失工時事故
80 例

中國大陸

總損失工時事故
59 例

中國大陸

37%

與人體工學有
關傷害

34 例

兩輪運輸安全

34 例

Pristine Condition - 美國

在 美 國 ， 我 們 于 2 0 1 8 年 推 行 了 P r i s t i n e 
Condition，以减少因搬運造成的人體工學傷
害，在2017年造成43％的損失工時
事故。四大工作類別受到這些傷害的影響：
倉庫理貨員、駕駛員、業務員以及現場服務
技工/冰櫃搬運工。

兩輪防禦性駕駛安全培訓項目 － 中國大陸

2017年，與道路汽車、摩托車以及電動自行
車相關的損失工時事故達到59起，占當年損
失工時事故起數的58％。這59起數中有34
起涉及兩輪車輛，受傷人員主要來自銷售團
隊。為了解决這問題，2018年啓動了一項防
禦性駕駛培訓項目，目的在于通過預期危險

12 中國大陸數據涵蓋2017年全年除西安外的已有和新增專營區域，而美國數據涵蓋2017年全年已有專營區域以及始自2017年中期新增
專營日期以來的新增專營區域。香港和臺灣在2017年沒有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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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而不論是存在不利狀况或他人失誤，
將碰撞風險降低。該項目旨在提高我們中國
大陸銷售團隊中兩輪車輛駕駛員的安全意識
和安全駕駛技能。

我們中國大陸的質量安全和環境團隊開發了兩
部分防禦性駕駛課程：移動應用程序在綫培
訓，其中包括培訓視頻，通過“Konnector”
平臺進行測試，以及外部專家現場課堂培
訓。該課程于2018年3月推出。有關培訓完
成率，請參閱第76頁。

截至2019年1月，約有7,000名來自銷售團隊
的員工完成了在綫培訓，超過7,300名員工
參加了課堂培訓。自該計劃啓動以來，由兩
輪車輛意外造成的損失工時事故急劇减少。
在2018年4月至2019年2月期間，
與 兩 輪 車 輛 相 關 的 事 故 總 數 為 1 6
起，而在此之前的11個月中，這一
數字為34，意味著損失工時事故减
少到了47％。

基于舉重原則，側重于四種基本技術。通過
視頻提供培訓，並輔以後續一綫領導的觀察
和指導，從而推動改進。

我們在2018年進行了4,000多次觀察和指導
評估。我們將2017年7月至12月的表現與
2018年7月至12月的表現進行比較，從安全
績效指標中看到了切實的成果。在2017年
的6個月期間，我們發生了38起與體
力處理操作有關的損失工時事故。
而在2018年的同一六個月窗口期
間 ， 我 們 發 生 了 1 8 起 性 質 相 似 的
損 失 工 時 事 故 ， 相 當 于 將 與 體 力
處理操作相關的損失工時事故减少
了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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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管理試點項目

我們在南京和杭州裝瓶廠完成了兩個交通管理試點項目，系統地組織現場交通，以(a)將行人與車流
分離，(b)創建單向管理車道，(c)提升視覺管理，以及(d)在抵達時跟進安全和許可檢查。 項目獲得
了成功，因此，我們未來幾年內在更多的裝瓶廠實施類似的交通管理措施。

杭州交通管理試點項目

展望未來

公開誠實的報道鞏固了我們在太古可口可樂培育
的安全文化。。前路漫漫，將這種文化融入我們
的承包商仍是這一征程中尤其具有挑戰性。

此外，在公司推進其持續改進之旅的同時建立
我們的領先指標，以及將安全指標與人員流動率
和針對性培訓交叉參照，仍然是優先事項，隨著
公司員工數量的增加將此前推行的安全培訓納入
正式培訓體系。

之前

之後

我們經常會發現更具風險性的職位流動率較高，
例如，中國大陸經常在路上奔波的銷售和營銷
人員。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改進，但是仍需時間。
同時，兩輪安全培訓計劃和Pristine Condition仍
然是令人興奮的計劃，我們將繼續推進並報告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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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可口可樂持續為我們所營運的四個市場中的消費者提供多元化的飲料品類
組合。我們的產品選擇和貼標方式遵循可口可樂公司的“Our Way Forward”
戰略。我們與可口可樂系統携手對飲料瓶內部和外部做出改進。

我們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推出了“可口可樂纖維+”，一款含有膳食纖維的無糖、
無卡路里飲料。“雪碧纖維+也在中國大陸推出，同時推出的還有全新無糖茶飲
品牌“淳茶舍”。 

在世界各地，人們越來越在意他們享用的食品
和飲料的營養成分。2015年，世界衛生組織
(WHO)發布了一項指南，建議成人和兒童將每
日糖攝入量限制在不超過所消耗總能量的10％。
與此同時，我們發現消費者的口味不斷變化，同
時他們對飲料的喜好也變得更加多樣化，不僅局
限于汽水和果汁類飲料。

我們的承諾

太古可口可樂全力支持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我
們致力于為消費者提供更多的選擇和信息，滿足
他們的飲料需求。

產品選擇和貼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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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為應為消費者提供多重選擇，讓他們根據
口味和營養，從各式飲料中做出符合他們偏好的
决定。我們向消費者提供容易獲得的飲料成分和
營養成分信息，幫助消費者做出選擇。為了幫助
消費者實現健康的生活方式，我們致力于全力支
持可口可樂公司，探索减少糖含量而不影響口感
的方式以及使飲料更具營養性的不同方法。

  

飲料品類組合

太古可口可樂不斷變換公司飲料品類組合，以滿
足不同地區的消費者口味。為此，我們不斷研發
推出新產品種類，包括茶飲料、乳製品等等。
我們在所營運的四大市場中製造和配送61種飲
料品牌，包括汽水、能量/運動飲料、果汁類飲
料、茶飲料、乳製品/豆製品/草本飲料、咖啡和
飲用水。

我們生產的低糖/無糖飲料的比例因營運市場而異。這取決於每個市場中的消費者偏好。

12%62%

6%

11%

2%

7%

汽水

飲用水

能量/運動飲料、其他

乳製品/豆製品飲料、咖啡、
草本飲料

茶飲料

果汁類飲料(包括維他命水)

2018年按銷售量劃分的總體產品組合

2018年按銷售量計算的無糖和低糖飲料百分比

市場

47%

香港

26%

中國大陸

27%

台灣

35%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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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方式 –  
“Our Way Forward”

配合可口可樂公司的“Our Way Forward”策
略，我們決意成為一家全品類飲料公司，以世界
各地消費者喜歡的方式提供更多樣化的選擇－ 
無論是更少糖含量、更加純天然、還是有機化。
我們與可口可樂系統攜手合作，從內至外全面提
升我們的飲料。

飲料瓶內部

可口可樂公司負責我們製造和銷售的所有飲料的
配方。因此，我們在生產飲料過程中需要按照可
口可樂公司的要求。可口可樂公司不斷調整配方
以減少糖分和熱量，同時尋求能令飲料營養更豐
富的方法，包括添加維生素、礦物質和電解質。
此外，通過使用新甜味劑替代品來降低糖含量，
同時保證消費者所喜愛的絕佳口味。我們將繼續
多樣化飲料品類組合，包括推出全新低糖/無糖
飲料選擇，以滿足消費者不斷變化的口味需求。 

2018年，我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推出了“可口
可樂纖維+”，一款每瓶含有5克膳食纖維的無
糖、無卡路里飲料。在進食的同時飲用“可口
可樂纖維+”將有助於抑制
脂肪吸收並且在飯後調節
血液中甘油三酯的水平。
在中國大陸，我們還推出
了 “ 雪 碧 纖 維 + ， 它 具 有
與“可口可樂纖維+”類似
的功能性益處。

在中國大陸，我們擴大了
低 糖 / 無 糖 飲 料 產 品 線 ，
為消費者提供更健康的選
擇。2017年至2018年間，
我們的低糖/無糖飲料數量從28個增加到41個。
全新無糖茶品牌“淳茶舍”也於2018年推出，
並同時推出了三種不同的風味。 

低糖和無糖產品數量

市場 2017 2018

香港 75 86

中國大陸 28 41

台灣 58 58

飲料瓶外部

提供更小容量的包裝令消費者更容易控製糖份攝
入量。在中國大陸，我們已經使用稱為細長罐的
250毫升易拉罐包裝一些可口可樂商標產品。 

我們主動提供易於獲得的卡路里信息，讓消費者
可以很便捷地做出決定。我們努力確保所有的營
養信息均是真實、有意義、容易理解的，並且
所有的產品標籤都完全符合當地市場的規定和要
求。在美國，我們提供每份飲料咖啡因和卡路里
含量，以及每個包裝所含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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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我們正致力執行政府新推出的無糖或低
糖飲料標籤計劃。我們共有二十一種產品符合相
關標籤的資格，我們將逐漸將這些徽標展示到我
們的標籤上。

展望未來

太古可口可樂將繼續與可口可樂公司攜手合作，
引入新配方來降低飲料中的糖含量。我們將繼續
擴大我們的飲料品類組合，增加我們所製造的飲
料的選擇，特別是在中國大陸。我們擴大飲料品
類組合的目標將尤為針對引入全新低糖/無糖飲
料選項。另一需要我們關注的領域是產品標籤。
我們將會迎合新的標籤趨勢 - 特別是關於一致地
公開有關收集、回收和循環利用，以及初級包裝
中可回收成分的信息。

負責任的營銷

我 們 遵 守 可 口 可 樂 公 司 的 負 責 任 營 銷 政
策，致力於對我們的產品進行負責任的營
銷。我們尊重父母和看護人的選擇，不會
針對12歲以下兒童通過媒體宣傳我們的產
品，包括電視節目、平面媒體、網站和社
交媒體。我們不會在小學里為我們的產品
做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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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質量和食品安全

我們非常重視保持產品的質量，令消費者每次
選擇可口可樂飲料時，既能够滿足他們的飲用需
求，又不失無可挑剔的品質。我們擁有流程和管
理系統來支持及滿足高質量要求，並確保我們的
產品符合當地相關法律法規。

作為可口可樂系統的一員，我們也必須達到可口
可樂操作要求(KORE)中規定的標準。可口可樂
操作要求概述了標準和政策，規範及計劃，以確
保產品安全和質量、職業安全以及健康和環境標
準。可口可樂操作要求會定期回顧，以確保標準
的相關性和及時性。除遵守可口可樂公司的要求
外，我們還確保專營區域遵守當地法規和標準。

質量和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我們在所有裝瓶廠實施國際認可的管理系統。
我們的代工裝瓶廠和製造合作夥伴也同樣需要
獲得國際標准化組織(ISO)，食品安全體系認證
(FSSC)和職業健康安全評估系統(OHSAS)認
證。前述包括：

 − ISO 9001質量管理 － 確保始終如一的優質產品 

 − 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 － 儘量减少我們營運
所產生的負面環境影響

 − ISO/FSSC 22000食品安全管理體系 － 確保製
造過程的食品或飲料的食用安全

 − OHSAS 18001 － 確保職業健康和安全的系統
能够充分體現

作為太古集團旗下的營運公司，我們的合規及管
理系統亦符合太古集團的標準。我們向太古集團
和可口可樂公司匯告我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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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產品管理系統

全面產品管理(TPM)系統整合到我們的整個營運
中，涵蓋采購、製造、倉儲和客戶配送。該系統
確立了保護產品免受損壞或污染的程序。首先，
該系統對裝瓶廠在不同經營階段如何管理和處理
產品的表現進行評估。然後，管理層利用這些評
估結果來制定年度全面產品管理計劃。這些計劃
概述了領導人員、團隊行動、所需之培訓、管治
架構和回顧流程，以更好地處理和管理產品，以
確保質量和產品安全。

違規事件

2018年，在美國發生了兩次主動召回產品。

 −第一起事件是由于內部流程屏幕故障所導致的
异物－金屬屑。根本原因分析程序確定檢查屏
幕狀况步驟存在，但在觀察到孔洞時沒有進行
屏幕更換。為防止事件再次發生而采取的糾正
舉措包括更新程序手冊，重新進行培訓以及重
新設計屏幕，使檢查屏幕狀况和更換屏幕更為
便捷。

 −第二次產品召回是由于供應商錯誤地向我們提
供已不再使用的12件裝包裝標簽。廠房進行了
根本原因分析，並實施了糾正舉措計劃，防止
已停用材料進入我們的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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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購與進貨

隨著消費者要求强化問責機制，我們有必要在
價值鏈中對誠信和質量作出承諾，並保持公開透
明。我們以負責任的方式采購商品及服務，在不
破壞自然環境同時，也需落實工作場所的負責任
管理。

供貨商指導原則(SGP)是可口可樂公司發布的
一套指引，向我們的供貨商提出針對工作場所政
策、健康和安全、人權、環境保護和商業誠信等
方面的標準要求。可口可樂系統內包括太古可口
可樂的所有裝瓶商都必須遵循供貨商指導原則。
這種治理模式有助于確保可口可樂系統供應鏈在
遵守法律法規同時也能堅持對質量、安全和可持
續發展的承諾。

 

直接物料

遵循可口可樂公司
的供應商指導原則

飲料和包裝所
需要的原料和
材料

• 糖

• 二氧化碳

• 濃縮液

• 水

間接物料

遵守可口可樂公司的供貨商指導原
則和太古公司的供應商企業社會責
任行為守則

生產設備和冰櫃

• 自動售賣機

• 現調機

• 冰櫃

• 機械零件

營銷和銷售材料

• 營銷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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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采購的物料分為兩類，直接物料包括用
于生產或包裝的原材料，而間接物料是用于營銷
飲料的產品。涉及可口可樂公司的直接和間接物
料采購必須遵循供應商指導原則。此外，所有原
材料采購都來自經可口可樂公司批准的供貨商名
單，從而確保所生產的飲料產品符合可口可樂公
司的標準要求。

在可口可樂系統下，我們的主要供應商必須進行
第三方審核，以評估並提升其可持續發展表現。
進行全方位的審核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瞭解供應商
的可持續發展進展，幫助其績效提升。

除了供貨商指導原則之外，我們還遵守太古公司
的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守則。我們同時執行
這兩份主旨相似的文件：這兩份文件都涉及監
管合規、强迫勞工/童工、健康和安全、環境問
題、薪酬和工作時間。除了供應商指導原則之
外，太古公司的供應商企業社會責任行為準則還
鼓勵供應商以清晰、準確和適當的方式，報告他
們在實現自身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的進展。

與中國大陸的其他裝瓶商合作

2004年，太古可口可樂與中國內地的相鄰裝瓶
商成立組織，集中裝瓶商之間的資源和知識，共
同管理供應商和采購流程。這種安排鼓勵了裝瓶
商保持公開透明，共享供應商的信息資源，以優
先考慮那些與供應商指導原則保持一致的供應
商。通過合作，所有參與該協議的公司能保持協
議完全透明及行動决策必須與各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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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向前

要成為當今世界的領先企業，公司應當徹底瞭解
它們如何對周圍環境和社區的影響。這需要制定
並傳遞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具有在未來既定
日期能够實現的清晰關鍵績效指標和目標。此
外，該策略還應該面向未來，涵蓋聯合國可持續
發展目標所涉及的17項實質性領域。到目前為
止，我們還未具有此策略，但我們正在努力實現
這一目標，並納入在來年其報告中。

在本報告中，我們分享了目前如何處理飲料生
產生命周期中關鍵的環境、安全和社會的議題。 
2018年是我們業務經營中的重要一年，我們透
過2017年的新增專營區域獲得了長足的增長。
我們的絕對環境指標有所增加，但同時許多效率
指標也有所改善。

塑料包裝和一次性塑料仍然是高度熱門，且具爭
議性的議題，我們希望針對這一議題在2019年
能够加深公眾意識、加大宣傳力度。 

2018年底，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發布了一份報告，將“較工業化前水平
相比, 將全球變暖控制在1.5°C 1.5攝氏”的閾值
作為新基準，該基準在2019年被科學基礎減碳
目標倡議組織接受為“准入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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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太古可口可樂朝向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做出了
不懈的努力，但同時我們仍然擁有巨大潜力，在
未來幾年增加我們的產能。明年將是我們報告的
第三年，我們期待與您分享我們的進展。

戴維昕 
可持續發展總經理

2018年，極端天氣事件史無前例，毀滅性熱帶
風暴、創歷史紀錄的乾旱和森林大火頻繁。公眾
終于意識到過去40年來喪失生物多樣性的急劇惡
化。隨著世界繼續面臨氣候變化和不斷增長的人
口，專家們預計這一情况還會加劇，隨著自然生
態系統的破壞，這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生活質量。

2019年還有許多工作要完成，希望針對我們業
務最具實質性影響的議題提出一系列關鍵舉措。
我們的目標是：

 −發布明確的可持續發展策略，涵蓋我們業務的
環境、安全和社會方面，並具有明確目標、具
體時間表和關鍵績效指標來追踪進展。 

 −站在减少碳排放的最前方，我們計劃進行一
項試點研究，研究我們可否建立一套符合科學
基礎減碳目標倡議組織要求的科學基礎減量目
標，但該目標將不會阻礙我們正努力實現的增
長，尤其是隨著我們品類組合以及冷飲設備數
量在中國大陸的增長。 

 −與上述相關，根據本報告第34至第36頁，管理
我們的冷飲設備組合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我們的目標是開展一項試點研究，將與氣候相
關的財務披露指標納入公司風險管理。 

 −包裝，特別是一次性塑料包裝仍然是一個需要
高度關注的領域，我們希望全球能够制定出
針對使用後包裝的收集和處理的適當和可驗證
指標。13

 −在香港，達到免“廢”暢飲倡議的第二階段，
即策略實現階段。

 −在我們所有的裝瓶廠，積極减少廢棄物的產生 
－並找到再處理這些廢棄物的場所，從而最大
限度地减少垃圾填埋。

 −試圖在美國啓動試點簽訂能源購買協議(PPA)，
以便能够100％獲取可再生來源電力。

13 可口可樂公司宣稱在2018年購買了300萬噸PET樹脂，不到每年3.5億噸塑料包裝進入環境的1％，仍然意義非凡。太古可口可樂在
2018年采購了300萬噸PET樹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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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準則和報告範圍

本部分概述了數據收集和計算的範圍和方法。數
據收集和整合自各大裝瓶廠，並在我們的總部進
行分析。 

代工裝瓶廠是生產和供應飲料的第三方合作裝瓶
商。以下是我們在每個專營區域中合作的裝瓶廠
列表。

香港：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中國大陸：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

 −廣州市聖八寶礦泉水飲料實業有限公司

 −常州市鵬氏水業有限公司

 −輝煌富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湛江中富容器有限公司

 −海口富利食品有限公司

 −太倉泰富飲用水有限公司

 −無錫市眾聯飲料有限公司

臺灣：

 −金車股份有限公司

 −宏全國際集團

 −東久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的進口供應商是組成美國全國產品供應組織
(NPSG)的供應商。

水資源 

有關水耗用、回收再用和回饋的數據涵蓋了太古
可口可樂全資擁有的裝瓶廠。太古可口可樂耗用
的所有水資源均來自市政供水和地下水。 

生產量是指我們所製造的飲料的體積(標箱)。

製造量是指支持我們生產過程但不會最終進入我
們飲料所耗用的水。這包括清潔衛生、沖洗用水
以及裝瓶廠耗用的水。

水耗用率按太古可口可樂製造業務中耗水總量
(L)除以生產量(L)計算。這符合可口可樂公司
的可口可樂操作要求製造標準。 

回饋的總水量定義為經過處理並返回自然系統的
水。對于一些回饋項目，我們與可口可樂公司和
其他當地非政府組織合作，因此對于這些回饋水
量，我們並不享有100%的功勞。 

碳 

本報告披露的碳排放數據涵蓋了太古可口可樂全
資擁有的裝瓶廠的核心業務營運。我們報告了來
自核心業務營運所導致的範圍1和2溫室氣體排
放，其中包括來自三個領域的排放：生產製造、
配送和冷飲設備。 

範圍1：來自鍋爐中燃料燃燒或者我們自營或管
理的裝瓶廠、自有或營運的車輛產生的直接排
放，以及我們的冷飲設備(CDE)中使用的製冷劑
造成的逸散排放。

固定源頭的直接排放來自我們在裝瓶廠使用的天
然氣、煤氣、柴油和液化石油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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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涵蓋我們用于從裝瓶廠向客戶或配送中心遞
送飲料的自有車輛。直接排放包括來自我們車輛
所使用柴油和汽油。我們的範圍中不包括從客戶
向客戶運輸飲料造成的排放。 

臭氧消耗物質包括我們自有冷飲設備中消耗的氫
氟碳化合物。排放因子是指“香港建築物溫室氣
體排放及清除說明和報告指引”。

範圍2：來自自有和運營的裝瓶廠購買電力、蒸
汽和煤氣的間接排放。這不包括來自不在製造場
所的配送中心、營業所，以及代工裝瓶廠、可口
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和其他參與配送的第三
方購買的電力造成的排放。也不包括冷飲設備在
我們客戶所在地耗用的電力。

我們根據世界資源研究所/世界可持續發展工商
理事會溫室氣體(GHG)協議計算範圍1和範圍2
的碳排放量。我們的二氧化碳當量計算包括二氧
化碳、甲烷和一氧化二氮。我們使用與來源數
據相關的排放因子，包括2017年中國光電排放
因子、用于香港營運的香港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
指南2010年版、中國區域電網基綫排放因子、
用于臺灣營運的2017年英國環境、食品和農村
事務署(Defra)和2017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
(EPA)排放和發電資源綜合數據庫(eGRID)。 

我們的數據彙集自我們自營和管理裝瓶廠的計量
來源、賬單以及供應商發票。

能源耗用

我們的能源包括用于電力、為鍋爐提供動力的
燃料、天然氣、煤氣和購買的蒸汽。耗用能源的
記錄收集自我們裝瓶廠和辦公室的賬單。我們
收集能源、燃料和逸散性氣體數據並將其轉換為
二氧化當量(CO2e)，並乘以可公開獲得的溫室
氣體排放因子，具體取决于地點。溫室氣體排放
因子可以來源于2017年中國光電排放因子、
中國區域電網基綫排放因子2015年版、2015年
英 國 環 境 、 食 品 和 農 村 事 務 署 ( D e f r a ) 指 南
(2.0版)、2018年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EPA)排
放和發電資源綜合數據庫(eGRID)，以及香港
環境保護署溫室氣體指南2010年版。

能 源 耗 用 率 是 生 產 一 公 升 飲 料 製 造 過 程 中 所
耗 用的平均能量。能源耗用率通過總製造能
源耗(MJ)除以生產量(L)來計算。這包括使用的
柴油、天然氣、液態石油產品、蒸汽、電力和
煤氣。 

包裝

我們製造和配送過程中耗用的初級、二級和三級
包裝均包括在我們報告的範圍內。我們從采購數
據中確定初級、二級和三級包裝耗用的原材料的
數量。 

初級包裝包括原生PET、植物PET、玻璃、鋁、
瓶蓋/封口、桶襯袋盒(BIB)、桶裝水和無菌纖維
包裝。 

二級包裝包括瓦楞紙箱、紙托盤、收縮薄膜和
標簽。

三級包裝包括板條箱和拉伸膜(在運輸時,纏繞在
托盤上飲料的塑料薄膜)。 

廢棄物 

廢棄物處理

危險廢棄物、污泥、茶渣和大豆渣以及我們自營
和管理裝瓶廠中產生的商業/工業廢棄物。這根
據每家裝瓶廠的廢棄物收集承包商的發票計算
得出。

廢棄物循環利用

作為原材料回收和循環再用、焚燒用于能量回收
和堆肥的廢棄物量。這根據每家裝瓶廠的廢物收
集承包商的發票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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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均衡

員工總數根據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數據計
算。這包括長期合同員工以及臨時和固定期限合
同員工。員工總數中僅包括我們雇傭的員工，因
此不包括我們的代工裝瓶廠和可口可樂裝瓶商生
產有限公司的員工。

各類資歷中婦女的百分比分為以下幾類：

 −高層/高級管理人員 

 −中層/基層管理和監督人員

 −用戶端員工

 −非客戶端經營/技術員工

 −支援職能部門(人力資源、公共事務、財務等)
員工

女性在每個類別中的百分比計算為：

類別中女
性百分比 =

女性在Y類別
中的數量

x 100
員工在Y類別

中的數量

安全

與健康和安全相關的數據根據截至2018年12月
31日的數據計算得出。這包括長期合同員工以及
臨時和固定期限合同員工。數據中僅包括我們雇
傭的員工，因此不包括我們的代工裝瓶廠、承包
商的員工，以及中國大陸勞務派遣工。

損失工時事故率計算為：

損失工時
事故率 =

損失工時事故數量
x 200,000

報告期間的工時數

計算基于200,000小時(100名雇傭員工工作50
周，每周40小時)

損失日數比率計算為：

損失工時
事故率 =

損失工作日數量  
x 200,000

報告期間的工時數

損失日數比率表示每200,000小時的損失日數，
而不是每次損失工時事故的損失日數。

總事故率計算為：

總事故率 =

(醫療救治事件 + 
損失工時事故) 

x 200,000 

報告期間的工時數

報告的死亡事故包括從事與太古可口可樂工作任
務相關的員工，還包括我們的承包商在為太古可
口可樂工作期間發生造成死亡的事故。應當注意
的是，對于我們獲得有限鑒證的數據點，我們僅
驗證了我們自己員工的死亡事故。

產品選擇

我們報告的範圍包括我們配送和營銷的所有飲
料。這包括在我們全資和部分擁有（可口可樂裝
瓶商生產有限公司）裝瓶廠生產的飲料以及我們
代工裝瓶商根據合同生產的飲料。

每個專營區域中的無糖/低糖比例是指我們銷售
的不含糖或被認為是低糖產品的銷售量(標箱)
的百分比，這包括少糖版本的茶飲料和果汁類
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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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與認證

2017年及2018年的獎項 

装瓶厂／
地点

獎項名稱 頒獎机构

香港

香港 香港環境卓越大獎 - 2017 銀獎 環境運動委員會

香港 2018年「商界展關懷」計劃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香港 社會資本動力獎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

香港 2018年度「貼心企業」嘉許計劃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香港 2018年度「優質食品源頭追蹤計劃」– 鑽石企業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中国大陸

湛江 2018年中國飲料協會節能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湛江 湛江市愛心企業
湛江市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湛江市團委、湛
江市志願者聯合會

湛江 湛江市誠信企業 湛江市文明辦、商務局、工商局、誠信協會

浙江
可口可樂浙江省體壇十佳評選活動。可口可樂“我們
在乎”大眾傳播獎

可口可樂中國

浙江
“純悅”青少年安全守護計劃，杭州市消防安全宣傳
公益活動最佳項目獎

杭州市公安消防局

浙江 浙江省外商投資企業履行社會責任2016年度示範企業 浙江省商務廳

浙江 浙江省飲料工業十强企業 浙江省飲料工業協會

浙江 可口可樂榮獲《群衆喜愛飲品》 浙江省飲料工業協會

浙江 美汁源果粒橙榮獲《浙江十佳飲品》 浙江省飲料工業協會

浙江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浙江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浙江 中國商貿物流標準化成效突出企業 中國倉儲與配送協會

浙江 杭州市物流標準化試點優秀項目 杭州市物流標準化試點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溫州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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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瓶厂／
地点

獎項名稱 頒獎机构

溫州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惠州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惠州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惠州 餐飲服務食品安全等級A級 惠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惠州 先進集體 惠州市仲愷高新區消防安全委員會

惠州 公益愛心單位
惠州市統一戰綫志願者大隊                           

惠州市愛相隨公益服務中心

黃埔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黃埔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河南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河南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河南 綠色工廠 國家工信部

河南漯河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河南漯河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厦門 中國飲料行業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厦門 中國飲料行業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上海申美 企業可持續發展潜力評比五星級企業 上海市浦東新區金橋管委會

湖北 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湖北 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湖北 2017年度安全生產優秀單位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漢南區人民政府

湖北 消費維權先進單位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漢南區人民政府

湖北 最佳經濟突出貢獻企業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 漢南區人民政府

江蘇 綠色工廠 國家工信部

江蘇 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江蘇 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江蘇 江蘇省級工業旅游示範區 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

海南 海南省食品安全誠信單位 海南省食品安全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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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瓶厂／
地点

獎項名稱 頒獎机构

海南 善德企業 北京德行天下工業基金會

雲南 雲南省“綠色食品十强”企業 雲南省人民政府

雲南 美國LEED金獎認證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

合肥 節水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合肥 節能優秀企業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合肥 合肥市安全文化示範企業 合肥市安全生產委員會

合肥 安徽省勞動保障誠信示範單位 安徽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合肥 2018安徽企業評選——最佳雇主獎 新安人才網

合肥 2018模範職工之家、優秀自願者組織稱號 經開區總工會

台灣

桃園 ISO 14001 環境績效管理典範獎 台灣SGS驗證及企業優化事業群

桃園
i運動企業認證 - 運動企業運動卡路里、運動里程雙冠
軍獎

體育署

美国

猶他州 水資源管理行業領袖獎 猶他州 "省水資源局"

外部倡議

市場 名稱 年份

香港

香港綠色机构 2018

香港註冊─廚餘回收 2018

可持續產品供應商 2018

中国大陸
廣東省食品安全學會 2017

中國飲料協會 2017

台灣 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2018

美国
清洁猶他州，猶他州DEQ的一个項目2016 2017

与可口可樂公司共同实施的雨桶項目，和河道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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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會成員

市場 協会 名稱

香港

綠十字組 會員

香港飲料協會有限公司 會長

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 會員

香港食品、飲料及雜貨協會 會員

香港貨品編碼協會 - 全球業務語言 理事單位

有效消費者回應主 主席

貨車車隊聯會有限公司 執行委員會成員

免「廢」暢飲 會員

中國大陸

江西省消防協會 理事單位

湛江外商投資協會 理事單位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成員

浙江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會員

浙江省飲料協會 副會長

杭州市食品工業協會 會員

廣東省質量檢測協會 會員

廣東省食品安全學會 會員

廣東英國商會 會員

華南美國商會 會員

廣東省食品行業協會 會員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理事

河南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副會長

河南省企業聯合會 副會長

鄭州市企業聯合會 副會長

鄭州市食品工業協會 副會長

鄭州市消費者協會 會員

厦門市友好協會 理事

厦門市質量協會 會員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理事

安徽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會員

上海市飲品行業協會 副會長

上海市食品協會 副會長

上海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會員

上海市浦東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會員

上海金橋經濟技術開發區企業協會 理事

上海市工業經濟聯合會 會員

浦東新區金橋企業社會責任促進會 理事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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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 協会 名稱

中國大陸

武漢市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理事

武漢市飲料工業協會 理事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理事

安徽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會員

江蘇省飲料協會 副會長

江蘇省外商投資協會 副會長

海南省企業家協會 會員

海南省食品飲料協會 會員

中國飲料工業協會 會員

雲南省外商投資企業協會 副會長

雲南省工業企業協會 會員

雲南省消費者協會 會員

臺灣

台灣食品產業發展協會 執行董事

護理師公會 會員

歐洲在台商務協會 會員

飲料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

美國

美國飲料協會 會員

州飲料協會 會員

可口可樂裝瓶協會 會員

波尼維爾環境基金會 合夥人

猶他州開闊土地協會 合夥人

鮭鱒類保護協會 合夥人

河道網協會 合夥人

科羅拉多州水資源信托基金 合夥人

UCAIR (猶他州清潔空氣合作夥伴) 合夥人

水資源管理事務 合夥人

改變河道 會員

所有市場 艾倫麦克阿瑟基金会「全球新塑胶经济承諾」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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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標準內容索引

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准

披露編號和標題 章節 頁碼/解釋/從略的原因

GRI 101：2016年通用信息披露

GRI 102：2016年一般信息披露

102-1 組織名稱 關於本報告 第6頁

102-2 活動、品牌、產品和服務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7頁

102-3 總部位置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8頁

102-4 經營位置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8頁

102-5 所有權與法律形式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6頁

102-6 服務的專營區域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7頁

102-7 組織規模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7頁

102-8 關於員工和其他工作者的信息 表現摘要 第103頁

102-9 供應鏈 採購與進貨 第84頁

102-10 組織及其供應鏈的重大變化 -
位於台灣高雄市的裝瓶廠於2018年
年中已不屬於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旗
下，有關項目不包括在此報告。

102-11 預防原則或方針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3頁

102-12 外部倡議 表現摘要 第93頁

102-13 協會成員資格 表現摘要 第94頁

102-14 高級決策者的聲明 行政總裁寄語 第4頁

102-16 價值觀、原則、標準和行為規範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3頁

102-18 管治架構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13頁

102-40 利益相關方群體列表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覽 第12頁

102-41 集體談判協定協議 -

在香港，不存在與工會進行集體談
判的法律框架。在中國內地，我們
通常被要求與官方工會保持聯繫。
員工可以通過現有管道表達不滿和
報告不當行為和違反行為準則的行
為。

102-42 識別和遴選利益相關方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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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准

披露編號和標題 章節 頁碼/解釋/從略的原因

102-43 利益相關方參與方針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2頁

102-44 提出的主要議題和關切問題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2頁

102-45 合併財務報表中所涵蓋的實體 -
欲瞭解更多信息，請參見太古公司
的2018年年度報告

102-46 界定報告內容和議題邊界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88頁

102-47 實質性議題列表 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12頁

102-48 信息重述 -

由外購蒸汽所產生的碳排放已添加
到今年的報告中。冷飲设备中的臭
氧消耗物質所產生的范圍1碳排放，
由于計算方式的改变而進行了重
述。由煤气公司產生的范圍1及范圍
2碳排放，亦因采用最新的排放因子
數据而進行了重述。

102-49 報告變化 - 沒有重大變化

102-50 報告期 關於本報告 第6頁

102-51 最近報告的日期 -
2 0 1 7 可 持 續 發 展 報 告 涵 蓋 了 由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
的報告範圍

102-52 報告週期 關於本報告 第6頁

102-53 可回答報告相關的問題的連絡人信息 關於本報告 第6頁

102-54 符合GRI標準進行報告的聲明 關於本報告 第6頁

102-55 GRI內容索引 GRI標准內容索引 第96頁

102-56 外部鑒證
關於本報告；
太古可口可樂公司概
覽；附錄

第6頁；第22頁；第107頁

實質性議題

GRI 200：經濟議題2016

GRI 204：採購實踐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採購與進貨 第84頁

204-1 向當地供應商採購支出的比例 -

在可口可樂公司系統下，太古飲料
的供應商名單已經由可口可樂公司
預先確定。太古飲料只從該名單中
選擇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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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准

披露編號和標題 章節 頁碼/解釋/從略的原因

GRI 300：環境議題2016

GRI 301：物料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包裝和廢棄物管理 第46頁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體積
包裝和廢棄物管理；
表現摘要

第48頁；第101頁

GRI 302：能源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碳 第35頁

302-1 組織內的能源消耗量 碳；表現摘要 第35至36頁；第100頁

302-3 能源強度 碳 第35頁

GRI 303：水資源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水資源管理 第28頁

303-1 依來源劃分的提水量 水資源管理；表現摘要 第27頁；第101頁

303-3 水資源回收及再利用 水資源管理；表現摘要 第28頁

GRI 305：排放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碳 第36頁

305-1 直接(範圍1)溫室氣體排放 碳；表現摘要 第36頁；第41至43頁；第100頁

305-2 能源間接(範圍2)溫室氣體排放 碳；表現摘要 第36頁；第40頁；第101頁

305-6 臭氧消耗物質(ODS)的排放 表現摘要 第100頁

GRI 306：污水和廢棄物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包裝和廢棄物管理 第57頁

306-2 按類別及處理方法分類的廢棄物總量
包裝和廢棄物管理；
表現摘要

第57頁; 第105頁

GRI 307：環境合規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2頁

307-1 違反環境法律法規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3頁

GRI 400：社會議題2016

GRI 403：職業健康與安全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安全 第70頁

403-2
工傷類別，工傷、職業病、損失工作
日、缺勤等比率

安全；表現摘要 第72至74頁；第10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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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報告
倡議組織
標准

披露編號和標題 章節 頁碼/解釋/從略的原因

GRI 405：多元化與平等機會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性別均衡 第66頁

405-1 管治機構與員工的多元化 性別均衡；表現摘要 第103頁

GRI 413：當地社區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社區參與 第59至60頁

413-1
有當地社區參與、影響評估和發展計
劃的運營點

社區參與；表現摘要 第59至64頁；第104頁

GRI 417：營銷與標籤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產品選擇和貼標 第80至81頁

417-1 對產品和服務信息與標籤的要求 產品選擇和貼標 第80頁

GRI 419：社會經濟合規2016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2頁

419-1 違反社會與經濟領域的法律和法規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3頁

議題專項標準未涵蓋的其他實質性議題

糖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產品選擇和貼標 第78頁

指標
在每個專營區域上低糖產品組合所占
的比例

產品選擇和貼標 第79頁

指標
按產品類別分類平均每100毫升的卡
路里

產品選擇和貼標 第80頁

食品安全和產品質量

GRI 103 管理方法2016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2頁

指標 違反相關法律和法規的項目 產品質量與食品安全 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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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摘要

環境績效表

單位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合計

能源

固定源頭 － 直接

柴油 兆焦耳 13,434,086 0 0 0 13,434,086

煤氣 兆焦耳 0 72,028,021 0 0 72,028,021

天然氣 兆焦耳 181,937,913 0 38,798,080 203,057,421 423,793,413

液化石油氣 兆焦耳 8,858,400 0 0 0 8,858,400

移動源頭 － 直接

柴油 兆焦耳 136,035,606 33,096,390 20,552,747 323,447,383 513,132,126

汽油 兆焦耳 13,547,548 3,709,090 6,311,001 137,635,459 161,203,098

能源 － 間接

電力 兆焦耳 1,200,899,853 99,702,115 31,573,715 201,339,706 1,533,515,389

蒸汽 兆焦耳 319,485,758 0 0 0 319,485,758

總能源消耗 兆焦耳 1,874,199,165 208,535,616 97,235,543 865,479,968 3,045,450,293 (R)

溫室氣體包括碳

範圍1 － 固定源頭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柴油 公噸 909 0 0 0 909

煤氣 公噸 0 3,823 0 0 3,823

天然氣 公噸 9,307 0 1,985 10,386 21,678

液化石油氣 公噸 583 0 0 0 583

範圍1 － 移動源頭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柴油 公噸 9,177 2,259 1,398 21,992 34,826

煤氣 公噸 856 287 397 8,681 10,221

範圍1 － 總直接溫室氣
體排放 公噸 20,832 6,369 3,780 41,059 72,040

範圍1 － 製冷劑產生的逃逸性排放

臭氧消耗物質 公噸 7,512 901 868 2,179 11,460

注釋：

- 我們冷飲设备產生的消耗臭氧層物質，与2017年數据相比因計算方法的改变而進行了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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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合計

範圍 2 － 間接溫室氣體排放

蒸汽 公噸 17,509 0 0 0 17,509

煤氣 公噸 0 888 0 0 888

電力 公噸 286,743 14,124 5,711 22,886 329,464

範圍2 － 間接溫室氣體
排放 公噸 304,252 15,012 5,711 22,886 347,861

總溫室氣體排放(包括
臭氧消耗物質的排放) 公噸 325,084 21,381 9,491 63,945 419,901 (R)

總溫室氣體排放(不包
括 臭 氧 消 耗 物 質 的 排
放)

公噸 332,596 22,282 10,359 66,124 431,361

水資源

總市政供水耗水量 平方米 10,329,390 753,180 307,545 2,475,300 13,865,415 (R)

總地下水耗水量 平方米 190,228 0 0 0 190,228

總耗水量 平方米 10,519,618 753,180 307,545 2,475,300 14,055,643

廢棄物

回收 － 紙張/紙板箱 千克 424,320 1,907,365 46,521 1,708,202 4,086,408

回收 － 玻璃 千克 113,801 1,542,338 58,480 54,669 1,769,288

回收 － 瓶蓋 千克 15,658 28,535 0 0 44,193

回收 － 塑膠 千克 164,915 1,714,255 34,814 2,054,076 3,968,060

回收 － 金屬 千克 145,104 1,345,373 7,122 1,249,230 2,746,829

回收 － 鋁 千克 15,532 125,446 1,046 515,286 657,310

回收 － PET 千克 72,113 1,116,380 23,744 17,055 1,229,292

回收 － 木材/木板 千克 155,210 327,072 19,395 3,404,000 3,905,677

回收 － 淤泥 千克 58,820 589,430 109,980 0 758,230

回收 － 茶葉殘渣 千克 38,490 0 0 0 38,490

回收 － 食物殘渣 千克 0 191,652 0 0 191,652

回收 － 潤滑油和油 升 3,954 0 0 0 3,954

有害廢棄物(液體) 升 550 19,182 0 0 19,732

有害廢棄物(固體) 千克 1,775 71,613 500 0 73,888

商業/工業廢棄物 公噸 1,053 7,423 131 381,584 390,191

廢棄物 － 淤泥 公噸 181 3048 0 0 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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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合計

包裝 － 初級包裝

vPET 噸 164,092 3,848 6,045 16,116 190,101

植物PET 噸 0 357 0 5,759 6,116

新可回收玻璃 噸 4,233 521 0 0 4,754

鋁 噸 26,998 3,984 1,743 25,090 57,815

封口 － PP 噸 0 127 0 3,222 3,349

封口 － HDPE 噸 13,764 286 611 0 14,661

無菌纖維包裝 噸 0 1,047 193 0 1,240

初級包裝 － 總重量 噸 209,087 10,170 8,592 50,187 278,036

包裝足迹 － 二級和三級包裝

瓦楞紙箱、紙托盤 噸 11,974 3,563 2,763 14,141 32,441

收縮薄膜 噸 16,701 439 837 581 18,558

標簽 噸 2,800 1,011 2,051 456 6,318

二級包裝 － 總重量 噸 31,475 5,013 5,651 15,178 57,317

注釋：

- 不包括位于臺灣高雄市的裝瓶廠。 

- (R)表示可持續發展數據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驗證。 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獨立鑒證報告。

- 在2018年，我們聘請了第三方對已確定的關鍵績效指標(KPI)進行獨立鑒證。 因此，對數據的收集和質量進行了大量更新，而這可能
會影響與2017年數據的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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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績效表

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合計

員工概况

長期合同的員工人數

男性 14,861 992 625 5,870 22,348

女性 5,757 394 206 978 7,335

總長期員工人數 20,618 1,386 831 6,848 29,683

臨時和固定期限合同的員工人數

男性 0 74 21 0 95

女性 0 11 21 0 32

總臨時員工人數 0 85 42 0 127

總員工人數 20,618 1,471 873 6,848 29,810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員工比例

30歲以下 5,042 258 93 1,904 7,297

30－50歲 14,536 961 587 3,601 19,685

50歲以上 1,040 214 151 1,343 2,748

20,618 1,433 831 6,848 29,730

按就業類別劃分的員工比例

高層/高級管理人員 92 34 12 13 151

中層/基層和監督人員 1,451 310 197 1651 3,609

客戶端員工 11,653 130 191 3340 15,314

非客戶端經營/技術員工 6,069 858 225 1844 8,996

其他員工 1,353 101 206 0 1,660

20,618 1,433 831 6,848 29,730

性別平等

女性員工人數 5,757 405 227 978 7,367

女性員工百分比 28% 29% 25% 14% 25%

按就業類別劃分的女性員工人數

高層/高級管理人員 16 9 3 13 41

中層/基層和監督人員 387 132 61 172 752

客戶端員工 3,659 37 39 391 4,126

非客戶端經營/技術員工 837 693 17 402 1,949

其他員工 858 49 86 0 993

5,757 920 206 978 7,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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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 香港 臺灣 美國 合計

按就業類別劃分的女性員工比例

高層/高級管理人員 17% 26% 25% 100% 27%

中層/基層和監督人員 27% 43% 31% 10% 21%

客戶端員工 31% 28% 20% 12% 27%

非客戶端經營/技術員工 14% 81% 8% 22% 22%

其他員工 63% 49% 42% - 60%

董事局成員人數

按性別劃分

男性 0 1 0 0 1

女性 0 0 0 0 0

按年齡組別劃分

30歲以下 0 0 0 0 0

30-50歲 0 0 0 0 0

50歲以上 0 1 0 0 1

安全

死亡事故總計 (1) 0 0 0 0 0(R)

工時損失率 0.29 1.52 0.89 1.03 0.54(R)

社區參與

現金捐款(港幣)  $592,888 $84,092 $254,148 $931,128

慈善活動次數 115 4 8 127

志願者團隊的員工人數 3,763 49 0 3,812

在工作時間外的志願服務時數 42,391 1,075.75 0 43,467

在工作時間內的志願服務時數 18,046 2 0 18,048

志願服務總時數 60,437 1,077.75 0 61,515

注釋：

- 不包括位于臺灣高雄市的裝瓶廠。 

- (R)表示可持續發展數據由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驗證。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獨立鑒證報告。

- 在2018年，我們聘請了第三方對已確定的關鍵績效指標(KPI)進行獨立鑒證。因此，對數據的收集和質量進行了大量更新，而這可能
會影響與2017年數據的可比性。

(1)在此報告的死亡事故總計是指太古可口可樂員工與工作有關的死亡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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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香港設施的廢棄物概覽

廢棄物詳情
廢棄物量
(平均) 

(千克/月)

供應商如何處理
廢棄物? 狀態

2018 年情況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鋁 1289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紙板箱/紙張 35360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PE薄膜/收
縮薄膜

2177

永順：廢棄物被打包
成捆並出口中國大陸
春記：PE薄膜將被
回收並在香港作為原
材料迴圈再利用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瓶蓋 1504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其他非PET
塑膠(包括
HDPE，紅
色空託盤等)

14380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金屬
(不包括鋁和 
冷飲設備) 

8288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冷飲設備 6133
廢棄物被打包成捆並
出口中國大陸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PET瓶 20986

慈濟：PET被打包成
捆並售予劉財記
漢江：PET將被回收
利用做捆綁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回收
商於2018年
7月3日轉換

為漢江

回收

玻璃 9483
碧瑤：將玻璃壓碎並
作為製造玻璃磚成分
的一部分進行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回收
商於2018年
7月3日轉換

為碧瑤

回收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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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詳情
廢棄物量
(平均) 

(千克/月)

供應商如何處理
廢棄物? 狀態

2018 年情況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木質託盤
(完整的)

12525 重用託盤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回收

損壞的木制
託盤

4335 託盤作為燃料被分解 回收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
埋場

回收 回收

有廢棄物
(含水60%)
(包括大豆/
茶葉殘留物)

39580
有機廢棄物將被送去
有機資源回收中心用
於生產生物氣。

回收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
埋場

於2018年
9月1日後開

始回收
回收

污泥餅
(含水70%)

20450
垃圾填埋場/污泥餅
將被送去有機資源回
收中心生產生物氣。

回收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埋場

於2018年
10月

1日後開
始回收

垃圾 42238 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
埋場

垃圾填埋場
垃圾填
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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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證報告

獨立鑒證報告

致：太古飲料有限公司董事局

我們受太古飲料有限公司(「貴公司」)董事局委託，對貴公司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的可持續發展報告中以下選定的可持續發展資料(「選定資料」)，執行了有限保證的
鑒證工作。

選定資料
由貴公司選定的可持續發展資料如下︰

環境績效
 1. 總能源
 2.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3. 市政用水總量

社會績效
 1. 與工作有關的死亡事故總計
 2. 工時損失率

選定資料以[R]標示並載列於附錄I選定資料表中。

標準
貴公司編制選定資料所採用的標準按照報告標準，載於二零一八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全球
報告倡議組織及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章節下標題為「匯報準則」及

「匯報範圍」(「標準」)內。

我們的獨立性和質量控制
我們已遵守國際會計師道德準則理事會頒布的《專業會計師道德守則》中對獨立性及其他職
業道德的要求，有關要求基於誠信、客觀、專業勝任能力和應有的審慎、保密及專業行為的
基本原則而制定的。 

我們應用《國際質量控制準則第1號》，因此保持一個全面的質量控制制度﹐包括制定與遵
守職業道德要求、專業準則以及適用的法律及監管要求相關的政策和程序守則。

責任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我們的責任是根據我們簽訂的工作條款，執行相應的獨立鑒證工作，就選定資料對貴公司
董事局發表有限保證結論。本報告乃為貴公司董事局而編制並僅供其使用，除此之外不得作
為其他用途。我們不會就本報告的內容向任何其他人士負上或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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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貴公司的董事有責任根據標準編制選定資料。此責任包括設計、實施和維護與編制和準備選
定資料有關的內部控制，運用恰當的基準準備資料，作出合理的估算，及確保選定資料的準
確性及完整性。

鑒證準則
我們根據國際審計與鑒證準則理事會頒佈的《國際鑒證業務準則》第3000號(修訂)歷史財
務信息的審計或審閱以外的鑒證業務，以及《國際鑒證業務準則》第3410號溫室氣體排放
聲明的鑒證業務(「鑒證準則」)的規定，執行鑒證工作。

鑒證準則要求我們遵守職業道德要求，及計劃和實施鑒證工作，以就是否發現任何事項使我
們相信選定資料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按照「標準」編制取得有限保證。

目的
我們執行各鑒證程序的目的是評核選定資料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標準」編制。

已實施的鑒證程序
我們所實施的鑒證程序僅限於以下方面：

 • 訪談參與提供貴公司二零一八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選定資料的管理層及部門人員； 
 • 於貴公司的集團層面對文檔類證據進行抽樣測試；
 • 實施分析性程序；
 • 重新計算。

對於貴公司二零一八年可持續發展報告中包含的其他數據，我們未有為此實施任何鑒證程
序。此外，我們的鑒證工作並不包括對貴公司的內部控制的有效性發表任何意見。

於有限保證的鑒證業務中所執行的程序在性質和時間上，與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有所不同，
且其範圍小於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範圍。因而有限保證的鑒證業務所取得的保證程度遠低於
合理保證的鑒證業務中應取得的保證程度。

固有限制
由於考慮、計算、抽樣及估算選定資料的性質及方法有所不同，非財務表現資料(包括選定
資料)，比財務資料受較多的固有限制影響。這可能會重大地影響其可比性。選定資料的相
關性、重大性及準確性的定性理解受個別的假設及判斷影響。

鑒證結論
基於我們已實施的程序以及取得的證據，我們未有發現任何事項使我們相信貴公司選定資料
在所有重大方面未有按照標準編制。

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
執業會計師
香港
二零一九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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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績效

 單位 合計

總能耗 兆焦耳  3,045,450,293 R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 公噸  419,901 R

市政用水總量 立方米  13,865,415 R

社會績效

與工作有關的死亡事故總計   0 R

工時損失率   0.54 R

註釋：

1. 報告所有裝瓶廠，不包括臺灣高雄工廠。

R. 表示該等績效已由德勤有限公司作出報告，詳情請參閱獨立有限保證鑒證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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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古可口可樂香港承諾支持「一次性飲品包裝工作小組」(「工作小組」)的提案，並深信必須透過
政府、業界、非政府組織等各方面衷誠合作，以及社會各界鼎力支持，才能解決相關問題。我們謹此
承諾，將盡己所能，繼續參與和全力支持「工作小組」 日後的計劃和工作。

對於「工作小組」以「免『廢』暢飲」為題的獨立研究報告發表後所擬定的「立場意向書」，我們表示
全力支持其所建議的目標和策略，並進一步承諾如下：

1. 減少

我們將繼續為一次性飲品包裝積極尋求改善及替代方案，並計劃在未來5年，投資1億5千萬港元在生
產設備及包裝上，以支持我們飲品系列的全面發展，增加使用可回收再造的包裝。相關措施包括：

(a) 旗下產品將採用更環保及更多樣化的包裝，我們會生產更多可回收玻璃樽飲品(returnable glass 
bottle)、大桶裝水(carboy)、糖漿桶飲品機(post-mix beverage dispenser)等產品：

• 我們每年銷售750,000箱可回收玻璃樽飲品，超過90%的玻璃樽會回收至廠房，經清洗及充裝
後再銷售。在未來5年，我們將致力提升銷售量達1.5倍，並繼續保持逾90%的玻璃樽回收率。

• 我們每年銷售4,500萬公升糖漿桶飲品，100%的糖漿桶會回收至廠房，經清洗及充裝後再銷
售。在未來5年，我們計劃提升25%的銷售量。

• 我們每年銷售1,400多萬箱不同口味的鋁罐裝飲品，根據「德勤」顧問報告數字，本地約80% 
的鋁罐經回收再造。在未來5年，我們計劃提高10%鋁罐裝飲品的生產量，並投資設立新生產
線，製造不同款式及容量的鋁罐裝飲品。除此之外，我們將與政府、非政府組織、回收商及供
應商通力合作，致力於2020年底前提高我們的鋁罐回收率逾95%，並確保我們的鋁罐超過50% 
是再造物料。

• 在未來10年，我們計劃增加大桶裝水的市場份額，在銷售方面提升15%，並將致力開拓商用及
家用消費市場，在為消費者提供高品質飲用水之餘，同時提供另一環保產品包裝選擇。目前
我們的大桶裝水樽，超過98%會回收至廠房，經清洗及充裝後再銷售。

(b) 我們早前推出2部Bonaqua冷熱水加水站*作營運測試，如相關牌照審批程序配合得宜，我們將於 
2019年底前，在全香港合適地點增設約300部加水站，為顧客提供Bonaqua冷熱飲用水。

 * Bonaqua 冷熱水加水站使用大桶裝水，水樽100% 回收至廠房，經清洗及充裝後再銷售。

(c) 我們將繼續奉行「綠色贊助」宗旨，支持、主辦和參與各類型項目及活動，提供「零膠樽」支
援，以盡量減少使用一次性飲品包裝。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進一步減少一次性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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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更新設計

我們確信，優良的包裝設計，與減少棄置同樣重要。因此我們將繼續改善旗下產品的包裝，使其更環
保。詳情如下：

(a) 全線於香港生產的Bonaqua礦物質水，將於2019年底前全面使用rPET再造膠料；

(b) 所有於香港生產的膠樽裝有氣飲品，將於2020年底前加入25%再造膠料；

(c) 所有PET及rPET膠樽，其招紙及樽蓋均不含PVC膠料。

(d) 我們採用的PET膠樽，當中絕不含任何可堆肥或生物降解膠料。除非香港已具備有效處理此類物
料的基礎設施，並能確保在回收過程中與不可堆肥或生物降解膠料嚴格分開處理，在此之前將不
予採用。

長遠目標

(e) 與紙盒飲品包裝供應商緊密合作，共同推進使用可再造及沿自負責任來源的材料，並在可行的情
況下，盡快淘汰如塑膠飲管等附件；

(f) 「水動樂」水份及電解質補充飲品(粉末裝)目前使用的鋁袋包裝，由於在回收再造方面仍有限制，
因此我們將於2020年底前，漸次改用其他包裝物料取代。

(g) 在符合食用安全法規及相關技術許可情況下，我們會繼續減輕包裝重量。過去數年，我們的產品
包裝重量正逐步下降*。

* 自2010年起，我們產品的包裝重量，減幅如下：

• PET 膠樽水：23% - 39%;
• PET 膠樽有氣飲品：3% - 12%;
• PET 膠樽無氣飲品：5% - 12%
• PET 膠樽封蓋：46%
• 鋁罐：8%

3. 回收

適切的回收制度和循環再造設施，是成功減廢過程中重要的環節。若回收過程處理不當，可回收物便
無法有效循環再造。因此我們將繼續與各有關單位緊密合作，在公眾教育、創新營商模式，以及提供
其他包裝方式和物料選擇等方面，加強推廣工作，提高各界對回收的認識。我們將有以下行動：

(a) 繼續與有關當局、非政府組織、環保團體，以及社福機構合作，加強推廣教育工作，提高公眾對
可回收再造物品源頭分類的認識，以免削弱投放在回收及循環再造方面的努力；

(b) 斥資至少2百萬港元，增設回收網絡和設施(包括使用逆向自助膠樽回收機)，並將該等設施設置
於公眾泳灘、郊野公園、遠足郊遊徑等地點，以鼓勵市民大眾參與回收工作；

(c) 在2019/20年度，繼續支持環保教育項目，在社區推行「現金回贈」膠樽回收試驗計劃等，提高
公眾回收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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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循環再造

一個有效的循環再造機制，可確保可回收物得以適當地重新再造，而不會被棄置於堆填區。我們將在
可行情況下盡量使用回收再造物料，以減少對原材料的需求。我們將推行下列措施：

(a) 保持逾90%可回收玻璃樽的回收率；

(b) 所有來自辦公室及廠房的可回收再造物，均交予合資格回收商處理；

(c) 我們深信，在香港本地循環再造PET膠，是邁向建立完整回收循環系統的一大步，亦是任何生產
者責任制能否有效落實的重要一環。有見及此，我們將透過各種可行的方式，大力支持發展本地
PET膠循環再造設施；

(d) 若獲得政府支持，我們將支持在香港推行由業界推動的生產者責任制回收計劃。

我們全力支持政府實施「都巿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惟必須強調，政府在推行有關計劃之際，須大幅
改善本地可回收再造物的分類及收集系統和模式，以及基礎設施，確立簡單便捷的回收方式及渠道，
以建立大眾信心，讓市民確信經分類和交回的可回收再造物品，能得到適當的處理。

5. 其他

(a) 每年撰寫「可持續發展報告」，提供包裝、回收、循環再造方面的工作資訊。

(b) 所有贊助、主辦和參與的項目，例如慈善、體育、教育、社區等活動，均須按照「零廢棄物」原
則，以盡量減廢為目標。

(c) 繼續為減廢活動提供贊助及支援，鼓勵公眾積極參與；亦同時承諾，與夥伴機構鼓勵義務工作，
每季度最少一次前往郊野公園、遠足郊遊徑、泳灘等地點，參與清潔活動。

(d) 在2019年底前，我們將在旗下位於香港的辦公室及廠房內，加強推廣可持續發展活動，例如停
止採用一次性使用的PET膠樽裝飲用水、塑膠飲管，以及其他使用此類塑料的食物和飲品包裝
等，並同時確保在香港廠房內，繼續實行「零堆填」辦公室廢物處理政策。

(e) 可口可樂公司於2018年1月19日，公布一個展現遠大雄心、名為“World Without Waste”的願
景，訂下2030年的工作目標，務求旗下所有出售產品的包裝物料，100%會回收及循環再造，並
在飲品包裝方面採用至少50%的循環再造物料。作為可口可樂公司的香港合作夥伴，我們將與其
緊密合作，為達到目標共同努力。

(f) 承諾將繼續與本地非政府組織合作，確保一次性使用塑膠可免於堆填或焚化，並推動以符合成本
效益的營運模式在本地處理，使之最終製成為再造物料，供生產商使用。

(g) 承諾將繼續以工作小組成員身份，參與「免『廢』暢飲」的落實工作。

(h) 承諾將繼續秉持誠摯態度，與政府當局合作，為落實「免『廢』暢飲」的目標共同努力。

 
利偉達  
董事兼總經理  
太古可口可樂香港

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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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可持續發展報告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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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語

無菌纖維包裝 一種多層(包含紙張和其他物料)初級包裝，例如利樂包和康美包。

無菌生產線 無菌處理是指產品經消毒後在無菌容器和低溫條件下進行灌裝的過程。

BIB
糖漿桶襯袋盒(Bag In Box, BIB)是指在現調機中使用的包含飲料糖漿的包裝材料。

在紙板箱中的低密度聚乙烯類型－類型4－塑膠袋。

飲水機桶 在飲水機中用於儲存大容量水的初級包裝，屬於第7類型塑膠。

CCBMH 可口可樂裝瓶商生產有限公司(Coca-Cola Bottlers Manufacturing Holdings Limited)

冷飲設備 冷飲設備(Cold Drink Equipment, CDE)包括自動售賣機、冷櫃和現調機。

氯氟碳

氯氟碳(Chlorofluorocarbons, CFC)是甲烷、乙烷和丙烷的揮發性衍生物，僅含碳、

氯和氟，是完全鹵代烷烴碳氫化合物，以杜邦品牌名「氟利昂」為人所熟知。許多

氯氟碳(CFC)被廣泛用作製冷劑、推進劑(氣溶膠應用)和溶劑。由於氯氟碳(CFC)

會破壞高空的臭氧層，根據《蒙特利爾議定書》，其製造正被逐步淘汰，並由其他

製冷劑如氫氟碳化合物(Hydrofluorocarbons, HFCs)等取代。

CIP
就地清洗(Clean In Place, CIP)指當生產線從一種飲料類型轉換到另一種飲料類型時

對生產設備進行清潔衛生工作。

二氧化碳 應用於冷飲設備中，二氧化碳是一種不會破壞臭氧層的製冷劑替代品。

二氧化碳當量

二氧化碳當量(CO2e)是用來量度《京都協定》所指定六種可能引致全球暖化的溫

室氣體排放的單位。這六種溫室氣體為二氧化碳(CO2)、甲烷(CH4)、一氧化二氮

(N2O)、氫氟碳化物(H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6)。

直接物料 用於製造或包裝飲料所採購的原材料。

勞務派遣工
由勞務派遣公司聘用並派遣至裝瓶廠工作的人員，任職臨時性、輔助性或替代性的

工作崗位。

現調机
現調碳酸飲料的設備。能將商品口味糖漿或糖漿濃縮物和二氧化碳和冷凍的純淨水

混合製成汽水。

息稅前利潤 息稅前利潤(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and Tax, EBIT)是扣除利息和稅項前的盈利。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
稅息折舊及攤銷前利潤(Earnings Before Interest Tax, 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 

EBITDA)是扣除利息、稅項、折舊和攤銷前的盈利。

EUR
能源耗用率(Energy Use Ratio, EUR)是指生產一升飲料的耗能，是可口可樂用來衡

量能耗量的一個指標。

歐盟五期/歐盟六期 歐洲對私家車及設計重量逾3.5公噸以上的巴士及重型貨車的廢氣排放標准。

全職工作的僱員
全職工作的僱員是按國家立法和有關工作時間的慣例確定「全職工作的僱員」(例

如，國家立法規定「全職」指每年至少9個月，每週最少30個小時)。

GDP 本地生產總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Greenhouse Gases, GHG)是指能在大氣中捕獲熱量的氣體類型。

GRI
全球報告倡議組織(Global Reporting Initiative, GRI)是一個獨立的國際標準組織，協

助 企業瞭解和傳播在環境和社會議題上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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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MC 集團風險管理委員會(Group Risk Management Committee, GRMC)

HC

碳 氫 化 合 物 (Hydrocarbon, HC)製 冷 劑 被 歸 類 為 零 臭 氧 破 壞 潛 勢 能 值 (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ODP)和 絕 對 最 小 的 全 球 暖 化 潛 勢 能 值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因此為氟氯化碳、氟氯烴和氫氟碳化合物提供了更環保的替

代品。

HDPE
高密度聚乙烯(High-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是第2類型塑膠，用於PET塑膠

瓶的封口和封口拉環。

HFC

含有氟原子和氫原子的有機化合物是最常見的有機氟化合物。它們通常用於空調和

製冷劑，取代如R-12等舊式氯氟碳和R-12等氫氟氯碳化物，相比被取代的化合物能

減少對全球變暖的影響和對臭氧層的消耗。 

HFO

氫 氟 烯 烴 (Hydrofluoro-Olefin, HFO)製冷劑被歸類為零臭氧破壞潛勢能值(Ozone 

Depletion Potential, ODP)和低全球暖化潛勢能值(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因此為氟氯化碳、氟氯烴和氫氟碳化合物提供了更環保的替代品。

熱充填 產品進行消毒並在高溫下灌裝的過程，以便對容器內部進行消毒。

間接物料 採購用於營銷飲料產品的材料。

LEED
領先能源與環境設計(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 LEED)是

美國綠色建築委員會制定的評級系統。

輕量化 重新設計初級包裝，降低包裝材料的重量。

損失工作日

在按照醫師的意見和記錄認為僱員不能工作的情況下，會產生損失工作日。損失工

作日按自然日計算，從發生工傷後第一天起算，直到該僱員重回工作崗位、永久調

崗或離開職位。

引致損失工時的工傷 導致一天或一天以上的工作日或工作班次損失的工傷事故。

生產用水 飲料生產過程的耗水量，例如用於清洗的水，但不包括用於飲料本身的。

市場 指太古可口可樂開展業務的地理區域。

醫療救治事件 工作導致的傷害或疾病，在標準的急救處理後仍然需要專業醫療機構救治。

NEPC 全球新塑膠經濟承諾(New Plastics Economy Global Commitment, NEPC)

NPSG
美國全國產品供應組織(National Product Supply Group, NPSG)是一個由多個裝瓶商

聯合組成的聯盟，旨在優化美國可口可樂系統內裝瓶商之間的合作。

‘其他’包裝
包括用於節日商品包裝和隨贈品，以及與商店標識、冰櫃、筆記本、衣服、雨傘等

相關營銷材料的包裝材料。

兼職工作的僱員
兼職工作的僱員是指每週，每月或每年的工作時間少於上述「全職工作的僱員」的

員工。

長期僱員
與僱員在不定期間從事全職或兼職工作的合同(中國大陸除外，定期工作人員被視為

長期僱員)。

PET 聚對苯二酸酯(聚酯)是第1類型塑膠，在本報告指汽水塑膠瓶的原材料。

rPET 回收的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酯)

鋁箔袋
一種由多層鋁箔紙擠壓而成的初級包裝，一般連同塑膠螺旋蓋一起使用。若裝入粉

末，可用於包裝裂口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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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 聚丙烯(Polypropylene, PP)是第5類型塑膠，本報告中主要指製作標籤的原材料。

初級包裝 直接接觸和盛裝產品的材料(即飲料瓶、標籤、封口和封口拉環)。

生產量 飲料的生產量(標箱)。

銷售量 在會計期內出售飲料實際標箱的數量。

範圍1排放 來自於公司自有或控制來源(即車輛和鍋爐)所產生的直接溫室氣體排放。

範圍2排放 來自間接來源，例如在我們經營活動和設施中使用的購買電力。

範圍3排放 其他間接溫室氣體排放，並非來自公司自有或控制來源，但產生自公司的活動。

二級包裝 用於將單個飲料容器組合在一起。

SGP

供應商指導原則(Suppliers Guiding Principles, SGP)是可口可樂公司發佈的一套指

引，向我們的供應商提出針對工作場所政策、健康和安全、人權、環境保護和商業

誠信等方面的標準要求。

SwireTHRIVE

全新的集團環境可持續發展策略「SwireTHRIVE」，將對太古業務運作各方面帶來

影響。「SwireTHRIVE」策略的理念是「努力為業務所在地的環境帶來蓬勃生機，

也是在為本公司帶來興旺」，這套策略涵蓋六個確認對我們的業務至關重要的改進

目標範疇，包括碳排放、廢棄物、水資源、可持續材質、生物多樣性及氣候變化

復原力。此等目標預期於二零三零年前達到，首階段則集中於實現「二零二零年里

程碑」。

廢水淤泥 廢水處理過程中所產生的半固體副產物。

TCCC 可口可樂公司(The Coca-Cola Company)

臨時期限僱員
有限期限的合同，由特定事件終止，包括項目或工作階段結束，更換人員返回崗位

等。

三級包裝 
用於散裝搬運(如果汁的鋼桶、滑輪託盤、木板、硬塑膠箱等)、倉庫儲存和運輸的

包裝。

Tier 2

美國聯邦汽車部門排放標準，第2級標準，即燃料中性標準，適用於汽油，柴油和

替代燃料汽車，於1999年達成協議，實施期從2004年至2009年。第2級標準適用

對更廣泛的車輛(包括中型乘用車(MDPV))排放實施更嚴格的限制，這些車輛被

指定為用於個人交通工具的車輛，其車輛總重量等級(GVWR)超過8,5000磅但是

小於10,000磅。

Tier 3

美國聯邦汽車行業排放標準，第3級標準，於2014年通過，及2017年實施，收緊汽

油的硫含量限制，但遵循第2級標準的結構，包括認證箱和車隊平均標準。標準也

更加嚴格，排放耐久性/車輛壽命也從120,000英里增加到150,000英里。第3級標

準涵蓋了屬於第1級和第2級類別的所有新車輛以及其車輛總重量等級(GVWR)低於

14,000lbs的所有重型車輛。

TPM

全面產品管理(Total Product Management system, TPM)系統整合了我們的業務運

營，包括採購、生產、倉儲和消費者經銷等環節，並明確保護產品、使其不受損害

或污染的必要程式。

WUR 水耗用率(Water Usage Ratio, WUR)是生產一升飲料的用水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