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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87
本年度平均员工人数 
 （2014年：5,326)

5,100+
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线上HSEC意识提
高模块数量

5,450+
“了解你的交易对手”程序检查次数

2
死亡事故宗数

40
报告环境事故宗数

43亿美元
2013年向EITI候选国及
合规国支付的石油款项

178
报告健康与安全事故宗数

419,032吨二
氧化碳当量
范围1和范围2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3,700+
受过反贿赂及反洗钱培 
训的员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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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执行官致辞

贸易 
责任

托克致力于为客户提供可靠高效的服务，改善全

球供应链的营运，现已成为世界领先的大宗商品

贸易公司之一。这一过程越来越需要我们本着负

责任的态度去参与。

JEREMY WEIR
首席执行官

如欲查阅托克责任报告完整副本，请登录以下
网站：
www.trafigura.com/responsibility

诚如本文件所述，本集团2015年度责任报告
道出了托克接下来要完成的一个宏伟目标：
以我们管理企业责任的方式成为行业公认的
领袖。该承诺乃建立在深厚的商业逻辑基础
之上，并得到本集团领导层的一致认可， 
理由如下：

1. 我们明白公司需要在开展业务的多个国家
和社区获得和维持社会许可。

2. 作为一家专门从事潜在危险或污染材料全
球大规模物流运输工作的公司，我们自知
需要以系统、严格的运营方式去管理我们
直营和经销业务（通过我们遴选的承包合
作伙伴）所存在的健康、安全、环境和社
区(HSEC)风险。

3. 我们的合作伙伴切实要求我们保证我们的
运营符合最高标准。负责任的领导作风将
有利于我们的业务发展以及提高我们的融
资能力和资金流动性。如此一来，这方面
的卓著表现将成为我们的一大竞争优势。

接下来的页面总结了我们推进这一议程的策
略以及我们迄今为止所取得的表现，这在我
们的首份责任报告中也有悉数记录。另外，
接下来的篇章还列出了我们正致力解决的部
分关键问题，包括向政府付款的透明度以及
人权问题。

本责任报告的用意更在于：充当与我们
众多利益相关方沟通的平台，向他们介绍我
们的商业管理和改善方式。希望你们能从中
获得有用资讯，并期待你们发送邮件至
HSEC@trafigura.com 向我们提供反馈。

JEREMY WEIR
首席执行官

mailto:HSEC@trafigur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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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策略

投资 
负责任的贸易
我们正利用自身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来开展一项更负责任的业务。

托克的HSEC方针、HSEC经营理念以及我们的
商业行为守则形成我们践行企业责任的指导
方针。

我们的HSEC方针要求集团及全体员工：
• 以环保的方式开展业务，增进公司员工、

我们的商业合作伙伴以及所在社区民众的
安全和健康。

• 诚信、公开透明并积极与关键利益相关方
接洽。

• 遵守所有HSEC相关法例和法规。

我们的HSEC经营理念载列了我们托克集团
所采用的标准和推崇的原则，–这些原则主
要针对以下各个领域：
• 健康与安全
• 环境
• 人权及劳工条例
• 社区关系。

我们的商业行为守则为员工和商业合作伙伴提
供重要参考，指引他们遵循以下各项高标准：
• 诚信 
• 认真谨慎
• 最佳实践
• 市场行为
• 管理与控制。

托克集团内的每一家子公司均须在其日常运
营中补充这些政策和相关原则、行业标准和
规程。

HSEC治理
我们的治理框架旨在确保我们的方针、 
经营理念和守则在整个集团内均得到一 
致执行。

我们的HSEC指导组负责推广最佳实
践和改进HSEC表现。监事会的一名成员
和全球企业事务主管负责担任联合主席。
包括托克首席执行官及来自集团各子公司
的首席运营官和HSEC主管。

HSEC指导组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会议，
每年向托克管理委员会作两次绩效表现汇
报，并在有需要时与各工作组和外部顾问
展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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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全球贸易主要服务商，我们相信自然
资源财富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进而可推动
可持续发展和减少贫困。公开我们的自然资源
管理方法有助我们业务所在的国家政府和企业
承担起他们对国民的责任。

2014年11月，托克正式宣布支持采掘业透
明度行动计划(EITI)，–成为大宗商品贸易行业
中首家提出此类承诺的私人企业。接着，托克
经过与EITI国际秘书处的磋商，制定并颁布了一
条“向政府付款的政策”。该政策承诺公司将披
露托克向国家石油公司支付有关原油和石油产
品款项的情况，包括天然气以及相关的公司
税款和向政府支付的与此相关的许可费用。
作为一家领先的大宗商品贸易公司，我们有责
任作出有关披露，并相信政府有必要披露他们
对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

43亿美元 
2013年向EITI候选国及合规国支付的石油款项

透明度

以透明度 
赢取信任
我们认为应以多种方式实现公开透明。

 突出成就

• 托克就“向政府付款的政策”的提议内

容，与瑞士政府及透明度议题关键的利

益相关方共同磋商。

• 托克是大宗商品贸易行业首家加入EITI计
划并颁布相关政策的私人公司。

• 托克赞助发表有关提高大宗商品贸易行

业企业透明度的商业案例的论文。

• 托克在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第29届EITI
董事会及瑞士伯尔尼第30届EITI董事会上

介绍其披露策略。

• 针对大宗商品贸易和透明度议题，建立

EITI多家利益相关方授权工作组，包括领

先企业、专业非政府组织、有关政府和国

家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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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管理我们的 
社会影响
我们矢志成为良好的企业公民，本着尊重的态度参与所在社区的发展。

托克承诺在所有业务经营和价值链活动中尊
重人权。我们奉行我们的HSEC方针和HSEC经
营理念，同时辅以《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等其他国际公认标准。我们要求
商业合作伙伴运用全面的、有可比性的及补
充性的政策和原则。

实物贸易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鉴于我们
在发展中国家拥有大量的固定资产，我们密切
关注我们的业务对附近社区所造成的影响。 
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以及尊重我们的运营环境
是持续获得社会许可的关键。

我们的经营活动刺激了当地社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进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我们创
造就业、培养技术人才、兴建基础设施以及
从当地供应商采购物料。同时，我们也意识
到我们的经营活动可能对当地社区及其居民
的生活方式带来负面影响。所以，我们力求
减少或减轻这些不利影响。

 突出成就

• 根据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绩效标准与环
境和社会行动计划(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Action Plans)的相应发展，评估哥伦
比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两个大型基础设施
项目。

• 制定和试行承包商HSEC行为守则及承包
商筛选和管理流程。

• 制定、试行和颁布一份HSEC工程建设检 
查表，并提出关键绩效指标。

• 加强了集团和业务层面的申诉机制和 
指导。

• 向承包商推出第三方HSEC事故报告和调
查指引。

5,100+
在全球范围内完成线上HSEC意识提高模块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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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与安全

安全与健康并存的工作场所
我们为全体员工、承包商和访客提供一个安全而健康的工作场所。

178 
报告健康与安全事故宗数

我们的员工、供应商、承包商、合作伙伴以
及所在社区民众的保障和福祉是我们不可妥
协的首要考虑。我们将健康与安全方面的卓
越表现视为我们持续取得商业成功的根本。

我们的目标是消除死亡事故及防止工伤
和疾病的发生。我们拥有一项可靠和有针对
性的策略。我们努力消除风险或将风险降到
最低，包括与我们员工有关或代表我们从事
实施或监督工作的其他人士的风险。我们遵
守国内和国际健康与安全法律以及我们的
HSEC方针和HSEC经营理念的具体要求。为
履行这些承诺，我们在集团和业务范围内开
展严格治理，同时利用外部资源加以辅助。
我们专注于技能发展和风险管理，并在集团
内部分享良好实践。

 突出成就

• 制定托克集团“黄金法则”，并由Impala 
Terminals在拉美和非洲业务中推出相应

规定。

• Impala庆祝其位于秘鲁卡亚俄的旗舰运营

地点凭借出色的安全标准荣获“el Trébol 
de Oro”殊荣。

• 托克的贸易部门加强承包商的健康与安

全筛选流程，并制定支持性指引促进流

程在集团内的实施。

• 制定HSEC工程检查表和相关关键绩效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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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管理环境风险
我们致力于将我们业务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减至最低。

419,032吨 
二氧化碳当量
范围1和范围2二氧化碳当量排放

我们明确规定所有集团活动和设施的规划、
设计和运营均须考虑和针对各种形式的环境
风险。

就从事工业资产经营活动的部门和附属
公司而言，我们的目标是消除或减轻任何不
利环境影响，以及尽可能地提高改善环境条
件的机会。这就要求我们维护好与我们所处
理的产品和我们所执行的活动相适应的环境
管理程序和体系。我们目前已有多项设施通
过国际标准ISO 14001认证，ISO 14001是全
球最受认可的环境管理体系框架。

对托克而言，减轻不利影响也意味着投
资和探索能取代污染程度更高的传统运输方
式的方案：缓解物流瓶颈，进而减少碳排
放。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已成为新设施的设计
和建设标准。

在满足社会对安全、可负担的能源和其
他重要自然资源的需求的前提下，我们大力
支持应对气候变化政策。

托克致力制定指标和目标，以进一步加强
我们对环境影响、措施改进和所取得表现的管
理和报告。

 突出成就

• 对船只租赁实施严格的船舶筛查政策。

• 托克的贸易部门加强现有的承包商筛选
工作，监督船舶之间的石油产品转移。

• Impala Terminals为马格达莱纳河和巴拉那
河（分别位于哥伦比亚和乌拉圭）的驳
船 运 输 业 务 专 门 打 造 溢 油 应 急 反 应 
计划。

• 托克集团设置全球温室气体(GHG)库存。

• 强化集团环境事故的报告和调查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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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员工

诚信为本， 
积极进取
我们维持一个诚信、道德、机会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工作环境。

5,287 
本年度平均员工人数（2014年：5,326)

在托克，我们已形成了一种能凝聚整个国际
集团和推动各地区和领域发展的独特文化。
招纳、挽留和培养表现出众的优秀人才是维
持我们竞争力的关键。

尊重、多元化和竞争力是我们的基本信
条。我们致力打造一个有利于员工成长和释
放最大潜能的环境。为此，我们为自己和那
些支持我们开展日常运作的各方合作伙伴制
定了高标准。

托克员工身上都散发着一种企业家精
神。他们以可靠、效率和责任感著称。他们
致力于推动和维系企业的增长。

我们的权力分散结构将决策权下放给 
个人，赋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这种个人问
责和管理的文化以稳健的体系和流程作为 
支撑，能够激励员工，促进团队更快地作出
反应，让团队在不同的业务部门、文化氛围
和社会经济环境下开展有效运营。

 突出成就

• 全球员工人数为5,287人（2014年：5,326). 

• 2015年，共有1,302名员工加入托克集团 
 （其中55%为办公室职员，45%为户外作
业工人）。

• 24名员工加入毕业生发展计划。

• 本集团有87%的新员工来自当地。

• 推出托克全球大宗商品贸易学徒计划
(Global Commodity Trading Apprenticeship 
Programme)。

• 员工单在7月份就完成了5,143个英文、 
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中文版本 
的HSEC意识提高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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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以最高道德标准规范商业行为
我们不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对话，显著改善信息披露。

3,700+ 
受过反贿赂及反洗钱培训的员工人数

托克的商业使命是树立我们业务的诚信 
形象，维系一贯的高道德标准。

托克是一家在欧洲监管框架下运营的国
际企业。我们不断改进自身的商业模式， 
以适应不断转变的文化环境、地理和监管体
制。托克上下共同对此抱有强烈的使命感，
公司所有者对此也义不容辞。大家都深切
明白，集团所面临的风险会影响到我们每
一个人。

我 们 的 商 业 行 为 守 则 是 托 克 策 略 的 
基石。该守则界定了我们对业务和员工的
期望，有助我们做出良好的商业判断和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

我们采用五项关键原则来规范我们的全
球商业行为。

 突出成就

• 2015年开展超过5,450次“了解你的交易对
手”检查。

• 向1,700多名员工提供反洗钱培训。

• 向2,000多名员工提供反贿赂和反腐败 
培训。

• 1,755艘船通过国际海事组织编码筛选，
以降低受制裁国家、实体或个人改变船
只注册国的风险。

• 逾2,780名托克员工接受我们的商业行为
守则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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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全球契约

联合国全球契约是一项企业战略政策倡
议，鼓励企业根据人权、劳工、环境及
反腐败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调整其策略
和经营，并采取行动推进社会目标。其
目的在于：
• 确保全球企业秉持这十项原则。
• 促进行动，支持联合国更广阔的目

标，包括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托克在瑞士及国际的契约群体中扮演坚
定 而 活 跃 的 角 色 。 我 们 的 H S E C 方
针、HSEC经营理念、商业行为守则和保
障计划反映了全球契约的十项原则以 
及《世界人权宣言》。

本责任报告构成我们首份正式提交的联合
国全球契约进展报告的一部分。应连同以
下网站所载列的相关参考表格和支持性文
件一并阅读：
www.trafigura.com/responsibility

我们的合规部门负责制定全球体系和保障 

措施，以确保我们随时随地遵守这些原则。

• 诚信：我们本着诚实坦率的态度去开展所

有商业交易。

• 认真谨慎：我们采用合适的技术谨慎地开

展和管理我们的业务。

• 最佳实践：我们制定出符合最佳实践标准

的合规流程，而不只是着眼于最低的法律

或监管要求。

• 市场行为：我们确保我们的商业交易均按

照市场行为的高标准开展。

• 管理与控制：我们实施适当有效的业务管

理和控制流程，并严格遵守我们商业行为

守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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