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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易達致力在四個核心範疇履行企業社會
責任，分別是：環境、社區、股東及員工。

2



產品規劃

在產品周期中，環境管理從設計及策
劃開始。偉易達在開發及設計新產品
或改良現有產品時，除了重視產品的
商業價值外，亦着眼產品對環境構成
的影響。

我們的工程師及產品設計師以提升
產品的環保效益為己任。透過創新
的設計，我們致力減少零件數目，並
使用更有效的物料，令偉易達每一代
的新產品，均可降低成本並提升能源 

效益。

偉易達的產品全部符合最嚴格的國
際安全及環保條例。例如，偉易達
於歐美銷售的電訊產品和電子學習
產品全部符合 R oHS（歐盟危害物質
使用限制）環保指令，而於歐洲銷售
的電訊產品及電子學習產品則全部 

環境
偉易達的目標是為全球各地的消費者提供優質、創新的
產品，以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在實踐這個目標的過程
中，不忘愛護環境，因此在整個產品設計及生產周期中
採取各項措施，致力在每一環節減少營運對環境的影響。

符合REACH (Registration, Evaluation, 

Au t h o r i s a t i o n  a n d  R e s t r i c t i o n  o f 

Chemicals)的規定。 

我們亦致力達致比法例規定更嚴謹的
環保標準。偉易達出口美國的 2011 

DECT無線電話，全部取得能源之星
(Energy Star®)認證，表示這些無線電
話在充電時的能源消耗比傳統電話為
少。在歐洲及部分亞太區市場，偉易
達為愈來愈多的無線電話加入「省電
模式 (EcoMode)」功能，以減少能源 

消耗。

生產

在產品周期的第二階段，偉易達以對
環境負責的方式進行生產。我們從環
保角度出發，審慎管理廣東省東莞及
清遠工廠中每個生產環節。

在採購材料及零件的過程中，偉易
達只選擇重視環保的供應商，並且
與他們通力合作，減少營運過程對環
境的影響。偉易達要求所有電訊產品
和電子學習產品的供應商簽署供應商
企業社會責任同意書，當中列明所
須遵守的企業社會責任相關條件。
承包生產服務的供應商亦須簽署同
意書，在某些情況下更須簽署行為 

守則。集團每年均對主要供應商進行
審核。

我們在生產電訊產品和電子學習產品
的過程中，採用合適的最佳環保準
則，並達致國際標準。我們亦與承包
生產服務的客戶合作，致力縮小產品
體積、不用有毒物料，並加強回收再
造。偉易達採用嚴謹的國際基準程序
來處理有害物料。

偉易達電訊產品的生產設施均取得
ISO14001認證，並根據香港特區政府

研發

設施

設計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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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東省政府共同推出的計劃，獲得
粵港清潔生產伙伴地位。此外，集團
亦榮獲廣東省政府評為廣東省清潔生
產企業，以及榮獲東莞市政府評為東
莞市清潔生產企業。偉易達亦獲批符
合東莞市政府的「十二五節能規劃」。

集團電子學習產品的營運遵守國際
玩具工業協會 ( IC T I )所訂立的 CARE 

(Caring、Awareness、Responsible、
Ethical)守則。偉易達的電子學習產品
生產設施最近參與由世界自然基金會
香港分會創立的低碳製造計劃，以改
進能源效益及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頻器，減少耗電。承包生產服務則改
善了空調系統的管理、安裝具能源效
益的燈泡，以及減低日常耗電量。

分銷

由於產品分銷亦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不斷尋求更有效率的方式，
將貨品運往世界各地。

在電訊產品方面，我們與以低碳低硫
燃料作遠洋輪燃料的航運公司合作。
集團大部分產品現在經由深圳鹽田港
出口，而非距離生產廠房較遠的香
港，此有助減少碳排放及資源消耗。
我們審慎編排原料進口與發貨的時
間，使同一船程能處理進貨與發貨，
同時與客戶合作整合訂單，以減少浪
費。而承包生產服務方面，集團採用
可再造鋁質貨盤和可回收再造紙盒，
運送貨物往來香港與東莞。

循環再用

包裝、推廣及回收再造是產品周期的
最後階段。

為進一步減少這個環節對環境的影
響，我們力求避免不必要的包裝材
料。每年，我們都會檢討主要產品的

包裝，務求縮小包裝體積。我們還加
強採用環保印刷程序。

電訊產品的包裝材料均可百分百回收
再造，而在北美銷售的電訊產品均採
用美國食物及藥品管理局認可的水性
塗層。 

集團在歐洲出售的電子學習產品，其
包裝均符合有關廢棄電器及電子設備
(WEEE)的指令。我們亦積極鼓勵客戶
進行回收。電子學習產品的卡紙包裝
材料均可百分百回收再造，而這些卡
紙的原料含有最少八成消費後再造物
料。在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電子學習
產品把塑膠包裝物料用量減少49%。
而由二零一二年初開始，我們逐步以
PET（聚對苯二甲酸乙二酯）取代 PVC

（聚氯乙烯）物料，作為電子學習產品
的包裝材料。

集團的承包生產服務亦致力縮小包裝
體積、增加使用可再造物料，以及避
免使用塑膠包裝。

在市場推廣方面，偉易達繼續增加 

採用電子及數碼形式的推廣活動及產
品目錄，取代傳統印刷本，從而節省
用紙。

集團承包生產服務的生產設施則取得
ISO14001及SA8000認證。

我們並作出投資，以減少生產營運對
環境的影響，包括採用可節約能源的
設備及程序、減少碳排放、減少廢物
及保護自然環境。此外，我們還採取
一系列減少耗電的措施，包括以節能
或發光二極管裝置取代傳統照明裝
置。電訊產品生產設施的宿舍採用更
具效益的熱泵熱水器來取代柴油熱水
器，並使用變頻器空調系統。電子學
習產品生產設施的注塑機已安裝了變

工序

運輸

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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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
偉易達力臻成為勇於承擔的企業公民，以不同方式為業務據點的廣大社群服
務，專注於贊助推動創意的活動、參與兒童相關的項目，及支持公益事業等。

服務及支援

一如既往，偉易達於二零一一年贊助
香港「設計營商周」、香港工商業獎等
活動，以鼓勵本土市場的創新精神。

在美國，偉易達及員工捐助兒童癌
病協會。偉易達亦贊助國際醫療隊
(Medical Teams International)、道基
哀傷兒童中心 (The Dougy Center for 

Grieving Children)及美國癌症協會。

偉易達義工亦積極對香港的慈善和青
少年機構作出貢獻。偉易達員工與香
港青少年服務處合作，為弱勢家庭兒
童及青年人舉辦活動。此外，他們又
夥拍香港青年協會為長者舉行生日及
畢業派對，並參與香港耆康老人福利
會舉辦的類似服務。

集團為各種公益事業所付出的努力，
獲得香港社會服務聯會頒發「商界展
關懷」標誌。

於本財政年度，偉易達繼續支持香
港紅十字會的捐血活動，協助拯救 

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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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
偉易達與股東及投資者積極聯繫，促進關
係，讓他們充分了解我們對提升股東價值
及管理風險的努力。

股東價值

偉易達旨在透過各種方式，長遠地提
升股東價值，尤其專注於：

• 提升集團業務的競爭優勢

• 繼續致力爭取股東回報及投資回
報持續增長

• 確保適時、準確、全面及非選擇
性地披露集團的財務資料及營運
表現

股份表現及股息

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偉易達股份的
最高收市價為99.55港元（於二零一二
年三月三十日錄得），而最低收市價
為63.75港元（於二零一一年十月四日
錄得）。

集團的派息比率取決於其經營收入表
現、財務狀況和未來的投資機會。於
二零一二財政年度，派息比率是本公
司股東應佔溢利的 98.8%，而上一財
政年度為96.2%。 

企業管治 

偉易達堅守良好的企業管治原則，因
為集團深明出色的企業管治是集團實
踐策略、增加股東價值及保障股東長
遠利益的關鍵。

集團董事會的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
行董事，確保妥善監察企業發展。董
事會已成立職權範圍明確的審核委員
會、提名委員會、薪酬委員會、及風
險管理委員會。

公司訂立了行為守則並要求員工切實
遵守，同時設立舉報者政策，讓員工
表達他們關注的事宜。

投資者溝通

偉易達的投資者關係計劃，讓投資者
掌握集團的最新發展，並歡迎他們提
出建議。

年內，偉易達與投資者進行會議、安
排他們參觀集團內地的生產設施，並
參與投資者會議。我們亦於新加坡、
香港及英國舉行路演活動。 

偉易達在網上廣播其業績公布會，
並上載詳盡的簡報及其他重要財務
資料。集團的最新發展、財務數據及
股份資料均刊載於偉易達集團的網站
www.vtech.com，所有重要資訊均可
從網站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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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
偉易達對員工關懷備至，並明白良好的員工關係及充滿
熱誠的工作團隊對集團的成功至關重要。

員工數目及成本

於二零一二財政年度，集團僱員的平
均人數為31,600名，而上一財政年度
為32,300名。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員工相關成本約為2億3,800萬美
元，而二零一一財政年度則約為 2億
1,000萬美元。

工作環境

偉易達致力締造一個互相支持及愉快
的工作環境，並尊重每位僱員。我們

重視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確保集團
內，特別是在中國內地生產設施的員
工關係和諧融洽 。

平等機會

公司為所有員工提供平等的僱用及晉
升機會，讓他們盡展所長。

我們訂立了嚴格的政策，使員工免受
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殘障及其他
與工作無關的因素歧視。而僱員所得
的薪酬是按個別員工的表現、資歷及
經驗釐定。

溝通

我們重視內部溝通，並鼓勵員工表達
意見。我們透過網頁、內部通訊及會
議等渠道傳遞公司的計劃與政策，與
各級員工保持坦誠溝通。

個人發展

我們重視員工，並相信讓他們於工作
中發揮潛能，至為重要。集團提供切
合不同需要的培訓計劃， 鼓勵員工加
強個人發展。員工亦可申請外間專業
教育課程資助。

員工關係

於本財政年度內，偉易達舉辦多項康
樂活動，以提升團隊精神和提倡均衡
生活。 

在香港，這些康樂活動包括我們第十
年參與的渣打馬拉松、一年一度的龍
舟競賽、員工聖誕聯歡會、於海洋公
園舉行的公司開業三十五周年慶祝活
動、往韶關、澳門和中山的旅行，以
及各項體育活動。除了這些大型項目
外，全年我們還舉辦各種興趣班，涵
蓋焗蛋糕以至跑步等各種活動。在海
外，集團位於美國的電子學習產品辦
事處以八十年代為主題，舉辦了周年
野餐及派對，以慶祝在美國開業三十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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