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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香港

A. 環境

排放物  — 有關廢氣及 
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
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
害廢棄物的產生等的：

空氣污染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311章)；廢物處置條例(香港法例第354章)；廢物處置(化學廢物)(一般)規例1992(香港法例第354C章)；水污染管制條例 
(香港法例第358章)；噪音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400章)；有毒化學品管制條例(香港法例第595章)；產品環保責任條例(香港法例第603章)；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和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僱傭條例(香港法例第57章)；最低工資條例(香港法例第608章)；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香港法例第485章)；僱員補償條例(香港法例第282章)； 
性別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0章)；殘疾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487章)；家庭崗位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527章)；種族歧視條例(香港法例第602章)； 
合約(第三者權利)條例(香港法例第623章)；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

僱用兒童規例(香港法例第57B章)；僱用青年(工業)規例(香港法例第57C章)；香港人權法案條例(香港法例第383章)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關鍵職效指標

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香港法例第509章)；職業安全及健康規例(香港法例第509A章)；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香港法例第59章)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貨品售賣條例(香港法例第26章)；商品說明條例(香港法例第362章)；管制免責條款條例(香港法例第71章)；不合情理合約條例(香港法例第458章)； 
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486章)；消費品安全條例(香港法例第456章)；消費品安全規例(香港法例第456A章)；電氣產品(安全)規例(香港法例 
第406G章)；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香港法例第598章)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反貪污–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防止賄賂條例(香港法例第201章)；廉政公署條例(香港法例第204章)；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條例 
(香港法例第615章)；販毒(追討得益)條例(香港法例第405章)；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香港法例第455章)；聯合國(反恐怖主義措施)條例(香港法例 
第5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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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中華人民共和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噪音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 
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壤污染防治法；環境保護稅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環境保護稅法實施條例；上海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 
上海市環境保護條例；廣東省環境保護條例；企業事業單位環境信息公開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按日連續處罰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查封、
扣押辦法；環境保護主管部門實施限制生產、停產整治辦法；排污許可證管理暫行規定；環境影響評價法；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突發環境事件 
應急管理辦法；大氣污染物綜合排放標準(GB16297–1996)；江蘇省大氣污染防治條例；污水綜合排放標準(GB8978–1996)；排污許可管理辦法(試行)；
電子訊息產品污染控制管理辦法；電子廢物污染環境防治管理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環境監察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關於管理外國企業常駐代表機構的暫行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工資 
支付暫行規定；企業職工檔案管理工作規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拒不支付勞動報酬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
社會保險費徵繳暫行條例；企業職工生育保險試行辦法；工傷保險條例；失業保險條例；廣東省職工生育保險規定；關於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 
通知；在中國境內就業的外國人參加社會保險暫行辦法；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關於改進住房公積金繳存機制進一步降低企業成本的通知；上海市住房 
公積金繳存管理辦法；上海市住房公積金提取管理辦法；上海市住房公積金個人住房貸款管理辦法；企業年金辦法；關於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實施 
辦法；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關於深圳市規範《深圳經濟特區性別平等促進條例》有關行政處罰 
自由裁量標準的公告；江蘇省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關於實行勞動合同制度若干問題的通知；工傷保險條例；企業職工患病或非因工負傷醫療期 
規定；關於本市勞動者在履行勞動合同期間患病或者非因工負傷的醫療期標準的規定；外國人在中國就業管理規定；關於全面實施外國人來華工作許可制
度的通知；關於廢止<臺灣香港澳門居民在內地就業管理規定>的決定；關於香港澳門臺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就業有關事項的通知；就業服務與就業 
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勞務派遣暫行規定；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上海市集體
合同條例；重大勞動保障違法行為社會公佈暫行辦法；關於在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領域推廣隨機抽查規範事中事後監管的通知；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實施
辦法；關於規範本市勞務派遣用工若干問題的意見；上海市勞務派遣用工單位調整用工方案備案辦法；關於開展用工單位調整勞務派遣用工方案備案的 
通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勞動爭議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四)；企業勞動保障守法誠信等級評價辦法；關於全面推進生育保險和職工基本醫療
保險合併實施的意見；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關於貫徹落實《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綜合方案》的通知；香港澳門台灣居民在內地(大陸)參加社會保險
暫行辦法；廣東省人民政府關於印發支持自由貿易試驗區深化改革創新若干措施分工方案的通知；關於進一步規範招聘行為促進婦女就業的通知；關於本
市應對極端天氣停課安排和誤工處理的實施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網絡安全法；國家標準GB/T 35273-2017《信息安全技術個人信息安全規範》；互聯網 
個人信息安全保護指南

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禁止使用童工規定；未成年工特殊保護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廣東省安全生產條例；廣州市職業衛生監督管理規定；工貿企業有限空間作業安全管理與 
監督暫行規定；企業安全生產風險公告六條規定；用人單位職業病危害防治八條規定；用人單位職業病危害因素定期檢測管規範；勞動密集型加工企業 
安全生產八條規定；生產安全事故應急預案管理辦法；職業衛生檔案管理規範；生產安全事故應急條例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流通領域商品品質監督管理辦；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網路安全法；侵害消費者權益行為處罰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標準化法；認證認可條例；強制性產品認證管理規定；節約能源法；能源 
效率標識管理辦法；消費品召回管理暫行規定；產品品質監督抽查管理暫行辦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關於禁止商業賄賂行為的暫行規定；嚴重違反失信企業名單暫行管理辦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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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韓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清潔空氣保護法；
水環境保護法；及
廢棄物管制法
環境政策框架法；
環境污染損害賠償及恢復法；
電氣與電子設備及汽車資源循環法；及
資源節約及回收促進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勞工準則法；
最低工資法；
僱員保險法；
國家健康保險法；
工業意外補償保險法；
性別平等僱傭法；
性別平等僱傭及工作家庭平衡支援法；
派遣員工保障法；
員工參與及合作保障法；
固定合約及兼職僱員保障法；
工會及勞資關係調整法；
僱員退休福利保障法； 
國家退休金法；及
個人資料保障法

勞工準則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工業安全及健康法；及
職業安全及健康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韓國民法典；
產品責任法；
產品安全框架法；
消費者基本法；
公平標籤及廣告法；
電器及消費品安全監管法；
環保科技及行業支援法；
壟斷監管及公平貿易法；
電子商務交易消費者保障法；
標準合約規定法；
個人資料保障法；及
資訊及通訊網絡使用及資料保障促進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韓國刑法典；
特殊罪行法；
禁止不當索取及提供/收取金錢和貴重品法；
舉報者保障法；及
隱藏犯罪收益監管及懲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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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台灣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環境基本法； 
空氣污染防制法；
水污染防治法；
廢棄物清理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公害糾紛處理法；及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勞動基準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勞工退休金條例；處理違反勞工退休金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職工福利金條例；處理違反職工 
福利金條例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大量解僱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就業保險法； 
工會法；勞資爭議處理法；處理違反勞資爭議處理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就業服務法；處理違反就業服務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性別工作平等法；處理 
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個人資料保護法

勞動基準法處理；違反勞動基準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法；處理違反勞工安全衛生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處理違反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消費者保護法；
商品標示法；
商品檢驗法；
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
個人資料保護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刑法；
貪污治罪條例；
公務員服務法；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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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越南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2014年6月23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環境保護的第55/2014/QH13號環境保護法；
2010年11月1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環保稅的第57/2010/QH12號環保稅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2013年11月16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僱傭關係的第38/2013/QH13號僱傭法；
2012年6月18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動關係的第10/2012/QH13號勞動法典；
2014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社會保險的第58/2014/QH13號社會保險法；
2008年11月14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健康保險的第25/2008/QH12號健康保險法；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2012年6月18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動關係的第10/2012/QH13號勞動法典；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2015年6月2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勞工安全及衛生的第84/2015/QH13號勞工安全及衛生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2007年11月21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產品質量管理的第05/2007/QH12號產品質量法；及
2010年11月14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消費者保障的第59/2010/QH12消費者保障法；
2005年6月14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商業活動的第36/2005/QH11號商業法；
2012年6月21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廣告的第16/2012/QH13號廣告法；
2006年6月29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標準及技術規定的第68/2006/QH11號標準及技術規定法；
2015年11月19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網絡資訊安全的第86/2015/QH13號網絡資訊安全法；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2018年11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反貪污的第36/2018/QH14號反貪污法；
2008年11月13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幹部及國家官員的第22/2008/QH12號幹部及國家官員法；
2010年11月15日越南國會頒佈規管公務員的第58/2010/QH12號公務員法；及
2015年11月27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00/2015/QH13號刑法典及2017年6月20日越南國會頒佈的第12/2017/QH14號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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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澳洲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澳洲聯邦

2011年清潔能源監管法 
1999年環境保護和生物多樣性保護法
1998年國家環境保護措施(實施)法 
2011年國家環境保護(二手包裝材料)措施
2007年國家溫室和能源報告法
2008年國家溫室和能源報告條例
1989年臭氧保護和合成溫室氣體管理法
1995年臭氧保護和合成溫室氣體管理條例

新南威爾士州

1997年污染土地管理法
1985年危害環境化學品法
2017年危害環境化學品條例
1979年環境規劃和評估法
1989年臭氧保護法 
1997年保護環境行動法
1994年悉尼水資源法
2017年悉尼水資源監管條例
2001年廢物避免和資源回收法
2000年水管理法

維多利亞州

1985年危險品法 
2012年危險品(貯存和處理)條例
1978年環境影響法
1970年環境保護法 
1987年規劃和環境法 
1989年水資源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澳洲聯邦

2004年年齡歧視法
1992年殘疾歧視法
2009年公平工作法
2009年公平工作(註冊組織)法
2009年公平工作條例
1982年信息自由法
1986年附帶福利稅評估法
1993年勞資關係改革法
1988年勞資關係(相應規定)法
2010年有薪育兒假期法
1988年私隱法
2013年私隱條例
1975年種族歧視法
1984年性別歧視法
1992年退休金保障(管理)法
2012年工作場所性別平等法 

2018年現代奴隸制法(聯邦)

新南威爾士州

1977年反歧視法
1955年長期服務假法
2005年工作場所監督法

維多利亞州

2010年平等機會法
2001年種族和宗教寬容法
1982年信息自由法
1992年長期服務假法
1999年監視器材法

昆士蘭州

1991年反歧視法
2009年信息權法
2016年勞資關係法
1971年隱私入侵法

南澳州

1984年平等機會法
1996年種族歧視法
1991年信息自由法
1987年長期服務假法
2016年監視器材法

西澳州

1984年平等機會法
1992年信息自由法
1958年長期服務假法
1998年監視器材法

塔斯馬尼亞

1998年反歧視法
2009年信息權法
1976年長期服務假法
1991年監聽器材法

北領地

1992年反歧視法
2002年信息法
1981年長期服務假法
2007年監視器材法

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

1991年歧視法
2016年信息自由法
1976年長期服務假法
2011年工作場所隱私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工作健康與安全法(聯邦)；2011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法(新南威爾士州)；2017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條例(新南威爾士州)；2012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條例 
(南澳州)；1984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西澳州)；及2004年職業安全與健康法(維多利亞州)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澳洲消費者法(聯邦)；2010年競爭及消費者法(聯邦)；1988年私隱法(聯邦)；2013年私隱條例(聯邦)；2003年垃圾郵件法(聯邦)；2017年氣體和電力 
(消費者安全)法(新南威爾士州)；1998年電力安全法(維多利亞州)；2002年電氣安全法(昆士蘭州)；2000年能源產品(安全和效率)法(南澳州)；1947年
電力條例(西澳州)；1997年電力工業安全和管理法(塔斯曼尼亞州)；2000年電力改革法(北領地)；及1971年電力安全法(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1995年刑法(聯邦)；1914年犯罪法(聯邦)；1900年犯罪法(新南威爾士州)；1958年犯罪法(維多利亞州)；1899年刑法(昆士蘭州)；1913年刑法編纂法 
(西澳州)；1935年刑法合併法(南澳州)；1924年刑法(塔斯曼尼亞州)；2002年刑法典(澳大利亞首都直轄區)；1983年刑法(北領地)；及1988年反貪污 
獨立委員會法(新南威爾士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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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紐西蘭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991年資源管理法；2008年廢物最小化法；1996年有害物質和新生物法；2002年氣候變化應對法；1996年臭氧層保護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2000年就業關係法；2003年假期法；1983年最低工資法；1983年工資保護法；1987年育兒假和就業保護法；1993年人權法；2006年KiwiSaver法； 
1993年隱私法；2001年事故賠償法

1999年聯合國“最惡劣形式童工公約”(第182號)於2001年6月14日批准；1999年聯合國廢除強迫勞動協議(第182號)，於1968年6月14日批准； 
1978年12月28日批准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89年教育法；1961年犯罪法；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2015年工作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1986年公平交易法；1993年消費者保障法；2010年電力(安全)條例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1961年犯罪法；1910年秘密委員會法；2009年反洗錢和打擊恐怖主義融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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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美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聯邦清潔空氣法
聯邦清潔水法
CERCLA(綜合環境響應補償和責任法)又名超級基金RCRA(資源保護和恢復法)，最著名的是字幕C，D和I
應急計劃和社區知情權法（EPCRA報告）
NFPA — 國家消防協會條例
IBC — 國際建築規範和當地規範

聯邦法規(CFR)標題19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
聯邦法規(CFR)標題40 EPA(環境保護局)環境保護
聯邦法規(CFR)標題44應急管理(洪水保險等)
聯邦法規(CFR)標題49運輸部(運輸、包裝等)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家庭醫療休假法(FMLA）
美國殘疾人法(ADA）
公平勞工標準法（FLSA）
2009年海關和便利和貿易執法再授權法(修訂與人口販運和強制勞動有關的關稅法)
第七章1964年民權法
懷孕歧視法
1967年就業年齡歧視法(ADEA)
2008年遺傳信息非歧視法(GINA)
工人調整及再培訓通告法案(WARN法案)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CFR 29 OSHA(職業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美國消費者保護安全法案(CPSA)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反海外貪污法(197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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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加拿大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加拿大環境保護法
工作場所危險材料信息系統(WHMIS)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加拿大權利和自由憲章
省人權法典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省職業健康與安全法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加拿大消費品安全法(CCPSA)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加拿大反貪污法和合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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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歐洲／歐盟*

B. 社會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一般產品安全指令
機械指令
市場監督與產品合規條例及2006/42指令等的修訂
EMC指令
低電壓指令
無線電設備指令
測量儀器指令
簡單壓力容器指令
壓力設備指令
室外噪聲指令
爆炸環境設備指令
RoHS指令
廢棄電子電氣設備指令
廢棄物框架指令
電池指令
包裝和包裝廢物指令
生態設計指令
個人防護設備條例
能源標籤條例
非道路移動機器(NRMM)條例
規管相關交易的野生動植物物種保障條例
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REACh)條例
物質和混合物的分類，標籤和包裝(CLP)條例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POP)條例
殺菌劑條例
洗滌劑條例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歐洲委員會貪污問題刑法公約(ETS 173)(1999年1月27日簽署，2003年12月9日批准)。
反貪污國家集團(GRECO)監督該公約的執行情況；
 “刑法公約”附加議定書(ETS 191)(2003年5月15日簽署，2003年12月9日批准)；
歐洲委員會貪污民法公約(ETS 174)(2000年6月8日簽署但尚未批准)；
歐洲共同體官員或歐洲聯盟成員國官員參與打擊貪污公約(1997年5月26日簽署，1999年10月11日通知)；和
 “保護歐洲共同體財政利益和議定書公約”(1995年7月26日簽署，於2002年10月17日生效)。

* 於是，與產品安全相關的法律和條例都改由國家層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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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奧地利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環境信息法
2005年環境影響評估法
2000年環境影響評估法，BGBl 1993/697 idF BGBl I 2009/87；貿易法，BGBl 1994/194 idF BGBl I 2010/66；
2002年聯邦廢物管理法，BGBl I No 2002/102 idF BGBl I 2009/115；各省的廢物管理法；
廢物登記條例，BGBl II 2003/570，idF BGBl II 2008/498；
水法，BGBl 1959/215 idF BGBl I 2011/14以及超過35項關於水的條例；清除受污染的場地法，BGBl 1987/79 idF BGBl I 2009/52；
關於資助清理受污染場地的指令2008；森林法案，BGBl 1975/440 idF BGBl I 2007/55；
化學品法案，BGBl I 1997/53 idF BGBl I 2009/88；化學品條例，BGBl II 2000/81 idF BGBl II 2008/393；
公共行政刑法，BGBl 1991/52 idF BGBl I 2009/135；刑法，BGBl 1974/60 idF BGBl I 2010/38；
空氣污染影響法案，BGBl I 1997/115 idF BGBl I 2010/77；臭氧法，BGBl 1992/210 idF BGBl 2003/34；
關於交易配額制度的聯邦法，BGBl 2004/46 idF BGBl 2010/111；“工業事故條例”，BGBl II 2002/354 idF 2010/14；
環境補貼法，BGBl 1993/185 idF BGBl 2009/52；鍋爐設施空氣污染法，BGBl 150/2004 idF 2010/65；礦產資源法，BGBl 1999/38 idF 2010/65；
聯邦環境責任法案，BGBl 2009/55；建立各省的行為；
各省自然保護法；各省的土地利用規劃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工程憲法法案[WCA]，1973年12月14日，最新修訂於2013年4月(BGBl.I Nr.71 / 2013)(Arbeitsverfassungsgesetz — ArbVG，僅提供德文版)
1921年5月11日的僱員(白領)法案[EA]，最新修訂於2015年12月(BGBl.I Nr.58  / 2010)(Angestelltengesetz AngG，僅提供德文版)
公司員工和自僱就業法案(BGBl.I Nr.100 / 2002)，最後一次修訂於2016年12月(BGBl.I Nr.118 / 2016)[Betriebliches MitarbeiterundSelbständigenvorsorgegesetz]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1994年關於職業安全與衛生及相關法規的聯邦勞動監察法案
聯邦勞工和社會事務部長第1997/27號條例關於工作場所生育保護法的健康監督
1987年“聯邦童工和青年工人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奧地利刑法典第304條至第308條(Strafgesetzbuch或StGB)。
1964年第一條反貪污法
1982年第二條反貪污法
1987年刑法改革
2005年公司刑事責任法
實體法
第305節 — 接受福利
第306節 — 準備貪污
第307節條 — 賄賂
第307a節 —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第307b節 — 準備賄賂
第308節 — 非法干預
第165節 — 洗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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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比利時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993年1月12日關於環境保護的法令
2010/75/歐盟關於工業排放(IED)的指令
1985年6月28日弗拉芒環境許可規約(FEPS)
1999年3月11日“瓦隆環境許可規約”(WEPS)
1997年6月5日“布魯塞爾環境許可規約”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第87-90bis號條款
1971年4月10日關於工傷事故的法律
1972年11月16日關於勞動監察的法律
2003年3月28日關於勞動監察組織和運作的部長法令
第216-256號條款
2006年7月20日法律實施了勞動監察
1968年集體談判協議法
2007年反歧視法;
2007年欺凌法
國家集體談判協議43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1996年8月4日工人工作福利法
1998年3月27日的皇家法令
1994年2月9日關於產品和服務安全的法案
比利時法律框架1989年6月12日理事會指令89/391/EEC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受第246條及以下條款的管轄。(公共賄賂)和比利時刑法典(BCC)的504bis和ter(私人賄賂)。1999年1月27日歐洲委員會關於貪污的刑法公約(ETS 173)，
被稱為“GRECO公約”，
以及1997年5月26日關於歐盟官員貪污的公約
歐洲委員會反貪污國家委員會(GRECO)在2009年5月發布的比利時第三評價圈報告中提出Pot-Pourri II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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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捷克共和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991年2號法案 — 集體談判法
1992年114號法案 — 自然和景觀保護法
1995年289號法案 — 森林法
2001年100號法案 — 環境影響評估法
2001年185號法案 — 廢物法
2001年254號法案 — 水法
2002年521號法案 — 關於綜合污染預防和控制(修正案)
2005年7號法案 — 修訂第185/2001號有關廢物的法案，也對2003年捷克共和國廢物管理計劃的一些條例作出修訂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經修正的第262/2006 Coll.號法案，“勞動法”
第2/1991 Coll.號法案，“集體談判法”，經修訂的第435/2004 Coll.號修正案，經修正的“就業法”
第251/2005 Coll.號，“勞動監察法”，經修正的第73/2011 Coll.號修正案，“勞工局法”
經修正的關於殘疾人福利的第329/2011 Coll.號法令
關於社會保障和國家就業政策的第589/1992 Coll.號法案，經修訂的關於公共醫療保險的第48/1977 Coll.號法案，經修正
關於一般健康保險費的經修正的第592/1992 Coll.號法令
關於捷克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居住地的第326/1999 Coll.號法案，經修正的關於保護僱員免受雇主破產的第118/2000 Coll.號法案，經修正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第309/2006 Coll.號法案，“關於工作中健康和安全的進一步要求的法案”，經修訂的
第187/2006 Coll.號法案，“疾病保險法”，經修正
第262/2006 Coll.號法案。“勞動法”
第258/2000號關於公共衛生保護的
Zákon o veřejném zdravotním pojištění 48/1997 Sb.
Zákon o zajištění dalších podmínek bezpečnosti a ochrany zdraví při práci 309/2006 Sb.

丹麥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丹麥環境保護法(1973年)
丹麥畜牧業環境審批法案。
規劃法(1993年)
化學物質和產品法(1980年)
土壤污染法(2000年)
供水法(1999年)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Ansættelsesbevisloven (2010)
Ansættelsesklausulloven (2015)
Barselsloven (2019)
Barselsudligningsloven (2006)
Databeskyttelsesloven (2018)
Deltidsloven (2018)
Ferieloven (2015)
Forskelsbehandlingsloven (2017)
Funktionærloven (2017)
Lov om forretningshemmeligheder (2018)
Ligebehandlingsloven (2011)
Ligelønsloven (2019)
Pensionsloven (2017)
Pensionsopsparingsloven (1996)
Staffeloven (2018)
Sygedagpengeloven (2004)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Arbejdsmiljøloven (2018)
Arbejdsskadesikringsloven (2017)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丹麥刑法典
關於防止洗錢和資助恐怖主義措施的法案
公共部門行為守則(UNODC 2016)
2004年丹麥反貪污行為準則 — 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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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芬蘭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環境保護法(1973年)
廢物法。監督一般預防廢物和人類健康和環境。
水法案。治理水資源管理和控制。
自然保護法。治理自然和景觀保護。
關於環境損害賠償的法案。政府對環境損害負有責任。
關於修復某些環境損害的法案(關於修復某些環境損害的法案)。
政府對生物多樣性和某些水系統的損害進行補救。
環境影響評估程序法。政府環境影響評估(EIA)。
當局環境影響評估法
(政府計劃和方案的環境影響評估法)。政府對某些計劃和預期的環境影響評估。
土地使用和建築法。政府土地使用和規劃。
排放交易法。政府排放交易。
關於使用京都機制的法案。政府排放交易。
土地開採法。管理某些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採礦法。管理礦業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森林法案。管理森林資源的使用和控制。
化學法。管理有害物質控制。
基因技術法案。管理基因工程。
核能法案。治理核電。
關於可再生能源發電的運營援助法(支持可再生電力生產法)。
管理可再生能源/上網電價。
輻射法。
政府輻射控制。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僱傭合同法”(2018年)
不歧視法(2014年)
工作時間法(2014年)
個人資料法(2007年)
承諾中的合作法(2013年)
數據保護法(2018年)
工作生活法(2018年)
年假法案(2016年)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職業安全與健康法(2013年)
 “工人賠償法”(2015年)(工傷事故和職業病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芬蘭刑法典
芬蘭憲法
行政程序法
關於男女平等的法案
不歧視法
競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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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法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Code de l’environnement
Code forestier
Loi du 14 avril 2006 relative aux parcs nationaux, aux parcs naturels marins et aux parcs naturels régionaux
Loi du 30 décembre 1996 sur l’air et l’utilisation rationnelle de l’énergie
2004年環境憲章(憲法的一部分)。
關於保護自然資源的法國環境規則
監測危險活動
環境評估和項目公共信息
採礦守則
能源法典
公共衛生法典
法國是歐盟排放交易體系的一部分，並已將ETS指令轉換為法國環境法典第L. 229-5和R.229-5及以下條款。
環境法(第R. 122-2條，環境法)
保證金融(第R. 516-1條，環境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勞工法典”
 “勞動法”第L.1262-4條
(羅馬第8(1)條
(羅馬第8(2)條
1958年10月4日的憲法；
1946年10月27日“憲法”的序言部分，以及1789年8月26日“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以及他們提到的共和國法律所承認的基本原則；
在頒布之前提交給憲法委員會的組織法，其目的是補充憲法。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關鍵職效指標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2005年7月4日第2005-759號刑法典
消費者安全委員會(CSC)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法國刑法典第432-11和433-1條
法國刑法典，第432-11條
法國刑法典第433-11條、433-22和433-23條、432-11,1和432-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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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德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聯邦排放控制法案下的排放控制
 “封閉循環管理法”規定的廢物控制，處置和管理
 “聯邦水資源法”規定的水資源管理和管理
根據聯邦土壤保護法進行土壤保持
 “化學法”規定的有害物質控制
對違反化學品安全的製裁規定
 “化學品法”規定的關於物質，製劑和危險物品市場配售禁令和限制的規定
 “自然保護和景觀保護法”規定的自然和景觀保護
廢物運輸Ac -)廢物越境轉移監測和控制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BGB
AGG
Altersteilzeitgesetz
ANÜ Gesetz
ArbGG
ArbSchutzG
BiG
Betriebsrentengesetz
BtrVG
Bundeselterngeld und ETZGesetz
BurlG
Charta derGrundrechte
BDSG
DSGVO
Drittelbeteiligungsgesetz
Einkommensteuergesetz

Entgeltfortzahlungsgesetz
Europäische Betriebsrätegesetz
Familienpflegezeitgesetz
Feiertage
Gewerbeordnung
Grundgesetz
Grundrechte Charta
HGB
HeimarbeitszeitG
Inssolvenzordnung
JASG
KindArbSchG
KschG
LadenschlussG
Mitbestimmungs
MindestlohnG

Montan MitebstimmumgsG
MuschG
MuArbschV
NachweisG
PflegezeitG
Rom I VO
Schwarzarbeitsbekämpfungsgesetz
SGB I-X
Sprecherausschutz G
TVG
TzBfG
Umwandlungsegetz
Wahlordnung BtrVG
Währungsunionsgesetz
Wissenschaftzeitvertragsgesetz 
ZPO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BGB
ArbSchutzG
BtrVG
Charta derGrundrechte
Entgeltfortzahlungsgesetz
Gewerbeordnung
Grundgesetz
Grundrechte Charta

HGB
JASG
KindArbSchG
MuschG
MuArbschV
PflegezeitG
SGB I-X
GewO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StGB
GWG
GmbHG
AktG
GG
BGB
GewO
HGB
Gesetz zur Bekämpfung der Korruption
AO
UWG
IntBestG
Strafrechtsübereinkommen über Korruption
Übereinkommen der Vereinten Nationen gegen Korruption (UNCAC) i
ttps://www.hannover.ihk.de/internationalzoll/ein-und-ausfuhrbestimmungen/weitere-hinweiselinks/sanktions-terrorlisten/terrorismusbekaempfung-betrifft-unternehmen.html
EU-Antiterrorismusverordnung
deutschem Außenwirtschaftsgesetz/AWG
Zollverwaltungsgesetz
Embargo-Verordnungen der EU
ArbZG
AGG
Umweltgesetzbuch
Wertpapierhandelsgesetz(WpHG) § 80
Kreditwesengesetz (KWG) § 25a
ProdHaftG
Min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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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匈牙利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976年法令 — 關於保護人類環境的第二號法案。(匈牙利)
1995年法令 — 關於環境保護總規則的LIII
1995年法令 — 關於環境保護總規則的LIII。
1995年法案 — 關於水資源管理的LVII。
1996年法案 — 關於自然保護的LIII(匈牙利語）
1996年法案 — 關於森林及其保護的LIV。(匈牙利)
1998年 — 關於生物技術活動的第XXVII號法案
2000年關於廢物管理的第XLIII號法案
2000年法案 — 關於化學品安全的XXV(匈牙利語)
2007年法案 — 關於“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京都議定書”實施框架的LX
2009年法案 — 關於森林保護和森林管理的第三十七號(匈牙利語)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1992年法案 — 關於“勞動法”的第二十二條
1993年法案 — 關於公共教育的LXXIX
1993年法案 — LXXVI關於職業培訓
2003年法案 — 關於平等待遇和促進平等機會的CXXV
2008年法案 — XCIX關於表演藝術組織的支持和特殊就業規則
關於平等待遇管理局及其程序細則的第362/2004號政府法令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1997年法案 — 關於健康的CLIV。(匈牙利)
關於醫療器械的第16/2006號法令(III.27)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法案號。4/1978刑法典
2007年法案 — 關於預防和打擊洗錢和恐怖主義融資的CXXX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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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荷蘭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自然保護法，2017年1月1日
一般環境法法案。
環境管理法。
水法案。
1998年自然保護法(1998年自然保護法)。
植物群和動物群法(植物群和動物群法)。
土壤保護法。
活動法令(活動法令環境管理)。
森林法案
1999年鎘法令 —   製造和銷售含鎘產品的規則
環境保護法
2004年環境管理法
1997年動物實驗法
Flora en faunawet

Groundwater Act
Invoeringswet Waterwet
Marine Pollution Act
Natuurbeschermingswet 1998
Ontgrondingenwet
Soil Protection Act
Waterleidingbesluit
Waterleidingwet
Waterwet 2008
Wet beheer rijkswaterstaatswerken
Wet Bodembescherming
Wet Geluidhinder
Wet milieubeheer
Wet verontreiniging van oppervlaktewateren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勞動法 —   荷蘭
民法典，第7冊，特別協議 —   荷蘭
1945年10月5日指令，1945年制定了勞動關係特別法令 - 荷蘭
破產法 —   荷蘭
失業法 —   荷蘭
殘疾保險法 —   荷蘭
1976年3月24日的法案，制定關於集體解僱報告的規則 —   荷蘭
1927年12月24日的法案，規定了集體協議的詳細規則 —   荷蘭
1937年5月25日的法案，關於在集體協議中普遍或非普遍適用條款的聲明 —   荷蘭
1971年1月28日的法案，通過工作委員會 - 荷蘭制定關於員工參與公司的新規則
1997年1月23日的法案，執行9月22日歐洲聯盟理事會第94/45/EC號指令，
1994年關於建立歐洲工作委員會或在工作界參與的企業或公司中為員工提供信息和諮詢的程序︵歐洲工作委員會法案) —   荷蘭
關於進入社會經濟委員會(SEC) —   2000年合併法典生效的決定 —   荷蘭
2000年2月19日的法案，保護適應工作時間的權利(法案調整工作時間) —   荷蘭
2001年11月16日的法案，規定了在最廣泛的意義上建立工作和護理之間新平衡的規則(工作和護理法) —   荷蘭
1994年3月2日的法案，規定保護免受基於宗教，信仰，政治見解，種族，性別，國籍，異性戀或同性戀取向或婚姻狀況的歧視的一般規則 —   荷蘭
1980年3月1日的法案，1976年2月9日將荷蘭立法改為歐洲共同體理事會指令，關於男女平等待遇 —   荷蘭

2003年4月3日頒布的“殘疾或慢性病平等待遇法” —   荷蘭
1998年5月14日法，載有關於非公共就業中介和提供勞動力的規定
(通過中間人分配勞動力的法案) —   荷蘭
1968年11月27日的法案，載有關於最低工資和最低假期津貼的規定 —   荷蘭
1994年12月21日的法案，修訂了“外國人就業法” —   荷蘭
2000年7月6日法案，載有關於保護個人數據的規則(個人數據保護法) —   荷蘭
適用於合同義務的法案公約 —   荷蘭
解僱決定 —   荷蘭
1999年3月18日的法案，載有改善工作條件的條款(工作條件法，1998年) —   荷蘭
1995年11月23日的法案，載有關於工作和休息時間的規定 —   荷蘭
1995年12月4日的決定，制定了有關工作和休息時間的詳細規則 —   荷蘭
疾病第一年的監管程序 —   荷蘭
看門人績效評估政策 —   荷蘭27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1999年3月18日“工作條件法”，其中載有改善工作條件的條款(“工作條件法”)
工作條件法令
工作條件規定
重大事故立法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荷蘭刑法典。第177條懲罰主動賄賂
第363條對被動賄賂進行處罰
荷蘭刑法典(Wetboek van Strafrecht)特別針對非官員賄賂罪行的第177,178,363和364條DPC
第136,328ter和328季度DPC
第162條DPC規定公共機構和公職人員有義務報告公共犯罪
歐洲和國際公約包括：
(i)歐盟反腐敗條約(41997A0625(01)官方公報C 195,25/06/1997. P. 0002 — 0011)及附加議定書；(ii)理事會關於打擊私營部門腐敗的第2003/568/JHA號 
決定框架決定(32003F0568官方公報L 192,31/07/2003 P. 0054 – 0056)；(iii)1997年12月17日的經合組織反賄賂公約；(iv)歐洲委員會腐敗問題刑法公約
(ETS第173號)；(vi)“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4214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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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挪威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污染控制法(1983年)“產品控制法”(1976年)
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法(2004年)
水資源法(2000年)
環境信息法(2003年)
1981年3月13日第6號法案 — 涉及防止污染和與廢物有關的法律。最近修訂於1999年12月10日第83號法令
2000年“輻射防護和使用輻射
1974動物福利法”
1978年“文化遺產法”
2003年“環境信息法”芬馬克法案(2005年)
2005年森林法案
溫室氣體排放交易法2004年自然保護法1970
污染控制法(挪威)
1981年3月13日“污染控制法”第6號
關於限制使用化學品和污染物的污染控制(污染法規)條例的法規
其他危害健康與環境的產品(產品法規)2001年斯瓦爾巴特環境保護法
廢物管理條例(挪威)
2000年水資源法案“
1917年水道管理法”
1981年“野生動植物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Arbeidsmiljøloven (2018)
Lov om 1. og 17. mai som høgtidsdager (2018)
Ferieloven (2018)
Forskrift om arbeid i arbeidstakers hjem (2018)
Likestillings- og diskrimineringsloven (2018)
Arbeidsmarkedsloven (2019)
Folketrygdloven (2019)
Lønnsgarantiloven (2014)
Permitteringslønnsloven (2019)
Yrkesskadetrygdloven (2019)
Markedsføringsloven (2018)
Permitteringslønnsloven (2019)
Personopplysningsloven (2018)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Arbeidsmiljøloven (2018)
Lag om arbetsskadeförsäkring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挪威刑法典第30章第387,388和389條(2015年10月註冊成立)
挪威公務員法第3章第20節
工作環境法
書記法
 “公共採購法”
 “營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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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波蘭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Ustawa z dnia 27 kwietnia 2001 r. Prawo ochrony środowiska.
Zákon o odpadech a o změně některých dalších zákonů 185/2001 Sb.
Vyhláška o Katalogu odpadů 93/2016 Sb.
1991年關於環境保護檢查的法案
1997年波蘭動物保護法
關於獲取環境及其保護和環境影響評估信息的第2000號法案
關於廢物的2001年法案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Ustawa z dnia 26 czerwca 1974 r. Kodeks pracy.
Ustawa z dnia 13 marca 2003 r. o szczególnych zasadach rozwiązywania z pracownikami stosunków pracy z przyczyn niedotyczących pracowników
Ustawa z dnia 27 sierpnia 1997 r. o rehabilitacji zawodowej i społecznej oraz zatrudnianiu osób niepełnosprawnych
Ustawa z dnia 20 kwietnia 2004 r. o promocji zatrudnienia i instytucjach rynku pracy
Ustawa z dnia 14 lipca 1983 r. o narodowym zasobie archiwalnym i archiwach
Ustawa z dnia 13 kwietnia 2007 r. o Państwowej Inspekcji Pracy
Ustawa z dnia 13 października 1998 r. o systemie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Ustawa z dnia 17 grudnia 1998 r. o emeryturach i rentach z Funduszu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Ustawa z dnia 25 czerwca 1999 r. o świadczeniach pieniężnych z ubezpieczenia społecznego w razie choroby i macierzyństwa
Ustawa z dnia 30 października 2002 r. o ubezpieczeniu społecznym z tytułu wypadków przy pracy i chorób zawodowych.
Ustawa z dnia 7 października 1999 r. o języku polskim
Ustawa z dnia 10 października 2002 r. o minimalnym wynagrodzeniu za pracę
Rozporządzenie Rady Ministrów z dnia 11 września 2018 r. w sprawie wysokości minimalnego wynagrodzenia za pracę oraz wysokości minimalnej stawki 
godzinowej w 2019 r.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7 sierpnia 2014 r. w sprawie klasyfikacji zawodów i specjalności na potrzeby rynku pracy oraz zakresu jej 
stosowania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30 grudnia 2016 r. w sprawie świadectwa pracy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10 grudnia 2018 r. w sprawie dokumentacji pracowniczej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1 kwietnia 2015 r. w sprawie przypadków, w których powierzenie wykonywania pracy 
cudzoziemcowi na terytorium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jest dopuszczalne bez konieczności uzyskania zezwolenia na pracę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Rodziny,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0 grudnia 2018 r. w sprawie określenia wzorów zgłoszeń do ubezpieczeń społecznych i 
ubezpieczenia zdrowotnego, imiennych raportów miesięcznych i imiennych raportów miesięcznych korygujących, zgłoszeń płatnika składek, deklaracji 
rozliczeniowych i deklaracji rozliczeniowych korygujących, zgłoszeń danych o pracy w szczególnych warunkach lub o szczególnym charakterze, raportów 
informacyjnych, oświadczeń o zamiarze przekazania raportów informacyjnych oraz innych dokumentów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29 maja 1996 r. w sprawie sposobu ustalania wynagrodzenia w okresie niewykonywania pracy oraz 
wynagrodzenia stanowiącego podstawę obliczania odszkodowań, odpraw, dodatków wyrównawczych do wynagrodzenia oraz innych należności przewidzianych w 
Kodeksie pracy.
Rozporządzenie Rady Ministrów z dnia 3 kwietnia 2017 r. w sprawie wykazu prac uciążliwych, niebezpiecznych lub szkodliwych dla zdrowia kobiet w ciąży i kobiet 
karmiących dziecko piersią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20 grudnia 2012 r. w sprawie określenia wzorów miesięcznych i rocznych informacji o zatrudnieniu, 
kształceniu lub o działalności na rzecz osób niepełnosprawnych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29 stycznia 2013 r. w sprawie należności przysługujących pracownikowi zatrudnionemu w państwowej 
lub samorządowej jednostce sfery budżetowej z tytułu podróży służbowej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15 maja 1996 r. w sprawie sposobu usprawiedliwiania nieobecności w pracy oraz udzielania pracownikom 
zwolnień od pracy.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Zdrowia i Opieki Społecznej z dnia 30 maja 1996 r. w sprawie przeprowadzania badań lekarskich pracowników, zakresu profilaktycznej 
opieki zdrowotnej nad pracownikami oraz orzeczeń lekarskich wydawanych do celów przewidzianych w Kodeksie pracy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USTAWA z dnia 24 sierpnia 1991 r. O ochronie przeciwpożarowej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26 września 1997 r. w sprawie ogólnych przepisów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ocjalnej z dnia 1 grudnia 1998 r. w sprawie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na stanowiskach wyposażonych w monitory 
ekranowe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Gospodarki i Pracy z dnia 27 lipca 2004 r. w sprawie szkolenia w dziedzinie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GOSPODARKI z dnia 30 października 2002 r. w sprawie minimalnych wymagań dotyczących bezpieczeństwa i higieny pracy w 
zakresie użytkowania maszyn przez pracowników podczas pracy
Rozporządzenie Ministra Pracy i Polityki Społecznej z dnia 7 stycznia 2009 r. w sprawie statystycznej karty wypadku przy pracy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Ustawa z dnia 6 marca 2018 r. – Przepisy wprowadzające ustawę – Prawo przedsiębiorców oraz inne ustawy dotyczące działalności gospodarczej
ZÁKON O VEŘEJNÝCH ZAKÁZKÁCH 137/2006
Zákon o svobodném přístupu k informacím 106/1999 Sb.
Zákon o finanční kontrole 32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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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羅馬尼亞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關於羅馬尼亞內陸水域，領海，毗連區和專屬經濟區法律地位的第17/1990號法律
關於水域的第107/1996號法律
關於核活動安全部署，管理，授權和控制的第111/1996號法律
關於草地的組織，管理和開發的第214/2011號法律
關於保護植物新品種的第255/1998號法律
關於化妝品的第178/2000號法律
關於森林保護的第289/2002號法律
關於飲用水質量的第458/2002號法律
關於地雷的第85/2003號法律
關於石油的第238/2004號法律
關於山區的2004年第347號法律
第407號法律2006年用於狩獵和狩獵保護
2007年第24號法律更新並重新發布。關於地方綠地管理和管理的法律
第46號法律2008年森林法典
第220/2008號法律，建立促進可再生能源生產能源的系統
第171/2010號法律更新 — 關於森林違法行為和制裁的法律
關於在公共機構中有選擇地收集廢物的第132/2010號法律
關於廢物制度的第211/2011號法律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第53/2003號法律勞工法典
關於國家就業局組織和運作的第202/2006號法律
關於膳食券問題的第142/1998號法律
關於批准大眾門票執法規範的第142/1998號法律
關於建立和組織勞動監察的第108/1999號法律
關於重新發布保護在國外工作的羅馬尼亞公民的第156/2000號法律
關於勞資衝突的第168/1999號法律
公務員章程/法律。第188/1999號法律
關於失業保險制度和促進就業的76/2002失業法
關於工傷事故和職業病保險的第346/2002號法律
關於促進中小企業建立和發展的第346/2004號法律
關於為羅馬尼亞的自僱活動的人仕確立賠償金的第109/2005號
關於工作學徒的第279/2005號法律
關於授予禮券和托兒所代金券的第193/2006號法律
修訂並完成了2003年第53號法律 — “勞動法”的第40/2011號法律
關於日工的臨時活動的第52/2011號法
第62/2011號社會對話法
關於第250/2013的法律修改和完成失業保險制度和促就業的第76/2002號的法律修改預防和打擊社會邊緣化的第116/2002的法律。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關於工作安全與健康的第319/2006號法律
2002年關於精神健康和精神障礙患者保護的第487號法律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關於測試M.A.I專業誠信程序的2011年OMAI 256
法律號135/2010，關於刑事訴訟法
法律號286，關於2009年7月17日“羅馬尼亞刑法”
法律號571，關於2004年12月14日保護公共當局，公共機構和其他報告違法行為的單位的人員
法律號62，關於2018年6月13日在內政部內組織和開展預防腐敗活動
羅馬尼亞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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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西班牙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0月2日的第1514/2009號皇家法令，規定保護地下水免受污染和惡化。
7月20日的皇家立法法令第1/2001號，批准了經過第4/2007號皇家法令修訂的水法修訂案文。
保護內陸水域和公共水力領域的措施。
3月10日的第258/1989號皇家法令，其中規定了從陸地到海洋排放有害物質的一般規定。
科斯塔斯7月28日第22/1988號法律。該法包括恢復和保護公共海洋 — 陸地領域的措施。
考慮到對海岸和海水質量水平的控制，保證公眾對海洋的利用。
8月12日指令ARM/2444/2008，用於國家防治荒漠化行動計劃。
在2011/2012年之間，批准了向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配額分配計劃中的設施單獨分配溫室氣體。
指令12月29日的ITC/3366/2010，用於編寫數據。
7月5日的第13/2010號法律修改了3月9日的第1/2005號法律，該法律規定了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制度，以改進和擴大交易排放權和包括航空在內的一般計劃。
12月29日第40/2010號法，關於二氧化碳的地質封存。2009年4月23日歐洲議會和理事會的2009/31/EC法律採用了西班牙的工業，地質和能源現實。
11月19日的皇家法令1565/2010，其中規定和修改了與電能生產活動方面的特殊制度(2010年11月23日的BOE n°283)。通過光伏太陽能發電廠中發生的 
 能量銷售所看到的獎勵被修改。
12月7日的皇家法令1614/2010，其中規定和修改了與太陽能熱能和風能產生電能的相關要素(BOE nº 298 of 28/12/2010)。
7月20日的第1031/2007號皇家法令，關於參與“京都議定書”靈活機制的框架(BOE第174號，2007年7月21日)。
11月24日第1370/2006號皇家法令，批准了2008–2012年溫室氣體排放許可分配國家計劃(BOE第282號，2006年11月25日)。由7月20日的皇家法令
1030/2007(2007年7月21日的BOE n°174)修改，反過來修改
10月29日皇家法令1402/2007(BOE n°260 of 30 / 10/2007)。
11月14日的PRE/3420/2007號令批准了個人排放溫室氣體的權利。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La Constitución Española — 西班牙憲法
3月24日皇家立法法令1/1995批准的工人法規(Estatuto de los trabajadores)
勞動訴訟法，第36/2011號法，(Ley 36/2011，de 10 de octubre，reguladora deladurisdicciónsocial)
一般社會保障法；
聯盟自由組織法；
關於社會秩序的違法和製裁行為；和
適用的集體談判協議。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勞動風險防範法(LPRL) — Real Decreto 39/1997
工作場所 — 4月14日的皇家法令486/1997，符合工作場所的最低安全和健康條件
安全和健康標誌 — 4月14日第485/1997號皇家法令，關於工作信號安全和健康的最低限度規定.8
嘈雜的環境 — 11月17日第37/2003號法令“噪音”.9
3月10日第286/2006號皇家法令，關於保護工人的健康和安全免受噪音暴露相關風險的影響.10
10月27日的皇家法令1316/1989，關於保護工人免受工作期間因噪音而產生的風險
(其有效期至2008年2月15日).11
電風險 — 6月8日第614/2001號皇家法令，關於保護工人健康和安全免受電氣危險的最低限度規定.12
評估和預防電氣風險的技術指南
8月2日的第842/2002號皇家法令，批准了低壓電工法規
10月24日的第1627/1997號皇室法令，規定了建築工程的最低安全和健康規定。
1月30日第171/2004號皇室法令，即11月8日關於預防職業風險的第31/1995號法律第24條，是在商業活動協調領域制定的
健康與安全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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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瑞典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瑞典環境法典(1999年) — 取代並合併了之前的15項環境法案
動物福利條例
2004年森林法案
遺產保護法(瑞典)(1988：950)
 “文物保護條例”(1988：1188)
有關環境危害活動及保障公眾健康的條例(1998：899)
環境空氣環境質量標準條例(2001：527)
 “水土資源管理條例”(1998：896)
植物保護條例(2006：1010)
公共水域(邊界)法(SFS 1950：595)
輻射防護法(1988：220)
瑞典環境法典(1998：808)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Anställningsskyddslagen (2018)
Lag om arbetsgivares kvittningsrätt (2018)
Lag om arbetstagares rätt til ledighet för utbildning (2018)
Arbetstidslag (2018)
Arbetstidsförordning (2018)
Arbetsmiljölag (2018)
Diskrimineringslag (2018)
Dataskyydslagen (2018)
Semesterlag ((2009)
Foräldreledighetslagen (2019)
Lag om sjuklön (2019)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Arbetsmiljölag (2018)
Arbetsmiljöförordning (2018)
Socialförsäkringsbalken (2019)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瑞典刑法第10章第5節a-e
營銷法案
反洗錢法(2017年8月)
 “洗錢罪行法”(2014年7月)
瑞典舉報法案(2016/749)
競爭法(2008/579)
公共採購法(2016/1145)
商業行為守則(201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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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瑞士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1983年聯邦環境保護法(EPA)
1991年聯邦水保護法(WPA)
1966年聯邦保護自然和文化遺產法(NCHA)
1991年聯邦森林法案(ForA)
1998年聯邦農業法案(AgricA)
聯邦非人類基因技術法案(GTA)
1907年瑞士公民法典(CC)
2015年廢物避免和處置條例(取代1990年廢物技術條例)
2005年廢物運輸條例
巴塞爾公約控制危險廢物越境轉移及其處置
瑞士1911年義務法(CO)
公民法典(CC)
關於污染物排放和廢水和污水中污染物轉移的登記冊的聯邦條例(PRTR-V)
Bundesgesetz vom 1. Juli 1966 über den Natur- und Heimatschutz (NHG)
Bundesgesetz vom 20. Juni 1986 über die Jagd und den Schutz wildlebender 
Säugetiere und Vögel (Jagdgesetz, JSG)
Bundesgesetz vom 22. Dezember 1916 über die Nutzbarmachung der 
Wasserkräfte (Wasserrechtsgesetz, WRG)
Bundesgesetz vom 22. Juni 1877 über die Wasserbaupolizei
Bundesgesetz vom 24. Januar 1991 über den Schutz der Gewässer 
(Gewässerschutzgesetz, GSchG)
Bundesgesetz vom 4. Oktober 1991 über den Wald (Waldgesetz, WaG)
Bundesgesetz über den Natur- und Heimatschutz
化學品條例(ChemO)
Chemikaliengebührenverordnung (ChemGebV)
Chemikalienverordnung (ChemV)
CO2-Gesetz
環境保護法(瑞士)(EPA)
1983年10月7日關於保護環境的聯邦法(環境保護法，EPA)
聯邦水域保護法(GSchG)
聯邦鐵路噪聲消除法案
關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聯邦法律
與非人類基因技術有關的聯邦法律
關於保護環境的聯邦法
Gentechnikgesetz (GTG)
Gewässerschutzgesetz (GSchG)
Gewässerschutzverordnung (GSchV

水利工程法
Jagdgesetz (JSG)
Jagdverordnung (JSV)
Luftreinhalte-Verordnung (LRV)
Lärmschutz-Verordnung (LSV)
Nationalparkgesetz
Natur- und Heimatschutzgesetz (NHG)
噪音消減條例
2007年11月7日關於國家重要公園的條例(公園條例，ParkO)
空氣污染條例
飲品容器條例(VGV)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水利工程條例(WBV)植物保護產品條例(PSMV)
鐵路噪音消減條例
關於土壤影響條例(VBBo)
有關防止非電離輻射的條例(NISV)
Ordonnance du 7 décembre 1998 concernant la sécurité des ouvrages 
d’accumulation (Ordonnance sur les ouvrages d’accumulation, OSOA)
Ordonnance sur la chasse (OChP)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contre le bruit (OPB)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contre le rayonnement non ionisant (ORNI)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de la nature et du paysage (OPN)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de l’air (OPair)
Ordonnance sur la protection des eaux (OEaux)
Ordonnance sur la taxe sur le CO2 (Ordonnance sur le CO2)
Ordonnance sur l’aménagement des cours d’eau (OACE)
Ordonnance sur les atteintes portées aux sols (OSol)
Ordonnance sur les emballages pour boissons (OEB)
Ordonnance sur les forêts (OFo)
Ordonnance sur les produits chimiques (OChim)
Pflanzenschutzmittelverordnung (PSMV)
Technical Ordinance on Waste (TVA)
Umweltschutzgesetz (USG)
Verordnung vom 12. Februar 1918 über die Berechnung des Wasserzinses 
(Wasserzinsverordnung, WZV)
Verordnung vom 2. Februar 2000 über die Nutzbarmachung der Wasserkräfte 
(Wasserrechtsverordnung, WRV)
Verordnung vom 25. Oktober 1995 über die Abgeltung von Einbussen bei der 
Wasserkraftnutzung (VAEW)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新瑞士聯邦憲法
個人勞動合同法
瑞士義務法(OR)
公民法典[CC]，1811年，最新修訂於2016年6月
[Allgemeines bürgerliches Gesetzbuch (ABGB), (僅提供德文版)]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瑞士工作法最初是根據1877年的工廠法制定的
工作法(ArG)
意外保險法(UVG)
EKAS指令6508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瑞士刑法典，第322至322條。
1999年歐洲委員會關於貪污的刑法公約
1997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關於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的公約，於2000年5月31日獲批准
1990年歐洲委員會關於洗黑錢，搜查，扣押和2003年聯合國沒收犯罪收益的公約，於2009年9月24日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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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英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2005年清潔社區和環境法案
2008年氣候變化法案
1974年污染控制法
2000年農村和權利法
2015年環境破壞(預防和修復)(英格蘭)條例(ED條例)
2010年環境許可證(英格蘭和威爾士)條例。
1990年環境保護法
自然環境與農村社區法2006
1999年污染預防和控制法。
1985年野生動物和農村(修正案)法
1981年野生動物和農村法案
1974年法案“工作中的健康與安全”
1994年廢物管理許可證條例
2006年放射性污染土地(監管修正案)(英格蘭)法規
2000年受污染的土地(英格蘭)條例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1995年殘疾歧視法
2010年附加的陪產假規定
2011年機構工人條例
2014年集體冗員和轉讓(僱員保護)(修訂)條例
1999年僱傭關係法
1996年僱傭權利法
1996年僱傭法庭法
1970年同工同酬法
2010年平等法
1974年工作健康與安全等法案(HASAWA）
1998年人權法案
1983年精神衛生法
1988年國家最低工資法
2013年育兒假(歐盟指令)條例
 2008年養老金法案
1976年種族關係法
2000年監管調查權力法
1975年性別歧視法
2014年法定共同育兒假規定
1992年工會和勞資關係(合併)法
2006年轉讓承諾(就業保護)條例
1998年工作時間條例
現代奴隸制法案(2015年)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1997年密閉空間條例
2012年控制2石棉法規
控制水系統中的軍團菌
1999年控制1重大事故危害條例(修訂)
2002年健康有害物質(coshh)法規
2005年控制振動控制法規工作
2005年控制工作條例中的噪音
1996年氣體安全(管理)條例
1992年健康與安全(顯示屏設備)條例
1981年健康及安全(急救)條例
1998年起重作業和起重設備條例
1999年工作場所健康與安全管理
1992年手動操作規程
1992年工作條例中的個人防護裝備
1998年工作設備條例的規定和使用
1995年傷害，疾病和危險事件的報告
1977年安全代表和安全委員會條例(1996年經修訂)
1998年工作時間條例
1992年工作場所(健康，安全和福利)條例

產品責任 — 有關所提供
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 
安全、廣告、標籤及 
私隱事宜以及補救方法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9一般產品安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12機器供應(安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0電磁相容性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3電氣設備(安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9無線電設備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7測量儀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4壓力設備(安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1簡單壓力容器(安全)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8戶外使用設備環境噪音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25潛在爆炸性環境使用的設備及保護系統條例
2019年廢棄物(雜項修訂)(退出歐盟)(第2號)條例，電氣及電子設備使用特定有害物質限制條例
2019年廢棄物(雜項修訂)(退出歐盟)(第2號)條例，廢棄物(英格蘭及威爾士)條例
2019年廢棄物(雜項修訂)(退出歐盟)(第2號)條例，廢棄電氣及電子設備條例
2019年廢棄物(雜項修訂)(退出歐盟)(第2號)條例，電池及蓄電池(上市)條例/廢棄電池及蓄電池條例
2019年廢棄物(雜項修訂)(退出歐盟)(第2號)條例，包裝(基本要求)條例/製造商責任(包裝廢棄物)條例
2019年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及能源資訊(修訂)(退出歐盟)條例，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條例
2019年產品安全及計量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附表35個人保護設備條例
2019年能源相關產品生態設計及能源資訊(修訂)(退出歐盟)條例，能源標籤條例
2019年道路車輛和非道路移動機械(類型審批)(修訂)(退出歐盟)條例，非道路移動機械條例
2019年環境及野生動植物(立法職能)(退出歐盟)條例，2018年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買賣(修訂)(退出歐盟)條例
2019年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等(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化學品註冊、評估、許可和限制條例
2019年化學品(健康及安全)及基因改造生物(圍封使用)(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物質和混合物的分類、標籤和包裝條例
2018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修訂)(退出歐盟)條例，持久性有機污染物條例
2019年化學品(健康及安全)及基因改造生物(圍封使用)(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生物殺滅劑條例
2019年化學品(健康及安全)及基因改造生物(圍封使用)(修訂等)(退出歐盟)條例，洗滌劑條例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國內外賄賂法
2010年“反賄賂法”(2010年法案)
根據1889年“公共機構腐敗行為法”第1(1)和1(2)條，對公共機構的成員，官員或僕人進行主動或被動賄賂。
根據1906年預防腐敗法”第1(1)條與公共或私營部門的代理人進行腐敗交易(英國當局在起訴2011年7月之前的違法行為時，最常使用該法案)。
根據1925年榮譽(防止濫用)法令第1條授予榮譽的腐敗交易。
防止腐敗法1906/1916
2001年反恐怖主義，犯罪和安全法(2001年法案)
2002年犯罪收益法
2013年犯罪與法院法
1986年公司董事取消資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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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科實業的香港交易所《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容索引附錄甲

國際反貪污公約

B. 社會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聯合國反貪污公約(2003年12月9日簽署，2006年2月9日批准)；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2000年12月14日簽署，2006年2月9日批准)；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打擊在國際商業交易中賄賂外國公職人員公約”(1997年12月17日簽署，1998年12月14日批准)(經合組織公約)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A. 環境

排放物 — 廢氣排放包括
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及
其他受 國家法律及規例
規管的污染物。

阿聯酋1999年關於保護和發展環境的第24號聯邦法

B. 社會

僱 傭  —  有 關 薪 酬 及 
解僱、招聘及晉升、 
工作時數、假期、平等
機會、多元化、反歧視
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

及

勞工準則  — 有關防止 
童工或強制勞工

1980年第8號聯邦法
1981年第24號聯邦法，1981年11月7日
1985年第15號聯邦法，1985年12月15日
1986年第12號聯邦法，1986年10月27日
1999年第14號聯邦法，1999年10月17日
第766號部長法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布有關於向新雇主僱用工人許可證的規則和條件，澄清並擴大了工人在阿聯酋不能面臨勞工禁令的情況。
第765號部長法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布有關於終止僱傭關係的規則和條件，澄清了無限和有限合同的終止條款。
第764號部長法令於2015年9月27日頒布有關標準僱傭合同以及通過勞動部修改合同的條件。
2015年第1號聯邦法修訂了2015年1月28日簽署的“關於打擊人口販運犯罪的2006年第51號聯邦法”的一些條款，將使用欺騙，欺詐，脅迫或甚至驅逐等威
脅定為犯罪行為，以便將控制易受傷害的人列為入剝削性的勞動行為。
第788號部長法令於2009年7月20日頒布有關於工資保護設立了一個工資保護製度，以解決不支付工資問題。
1980年第48/1號部長命令於1980年通過有關於籌組解決集體爭端的調解委員會。
1982年第11號部長理事會命令於1982年通過有關如何規範相關程序和其他規則，於調解委員會和最高仲裁委員會解決集體糾紛前，取得良好進展。
2003年第307號部長決議於2003年5月31日有關於集體勞資糾紛。

健康與安全 — 有關提供
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 
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

職業健康與安全管理系統
1981年第4/1號部長決議於1981年1月6日關於界定危險工作或允許減少法定工作時間。
1981年第27/1號部長決議於1981年4月19日確定1980年第8號法律規則工作關係中提到的偏遠地區。
1982年第37/2號部長決議於1982年7月17日有關於雇主有義務向其工人提供醫療照顧的。
1982年第32號部長決議於1982年有關於確定保護工人免受工作危害的預防手段和措施。

反 貪 污  —  有關防止 
賄賂、勒索、欺詐及 
洗黑錢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聯酋)根據2006年第8號聯邦法令 — 聯邦刑法 — 阿聯酋刑法第234至239條，1987年第3號聯邦法，批准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 
(UNCAC)2008年第11號聯邦法令(也稱為“聯邦人力資源法”)以及最近的“關於追回非法獲得公共和私人資金的程序(金融欺詐法)的2009年第37號 
迪拜法”。“聯邦刑法典”第234至239條經過修訂，將賄賂條款擴大到包括賄賂外國公職人員2015年第2號聯邦商法公司法“打擊腐敗的阿拉伯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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