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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我们的社群

愿景

在所专注的领域里，成为一家	

名列前茅的全球性企业。在持续

增长、人才增益及关怀社群的	

企业理念引导下，创造美好未来。

使命

在经营理念和核心价值观的指引

下，开展岸外与海事、房地产、	

基础设施及投资业务，成为一个	

安全至上，并对所有利益相关者	

负责的成功企业。

经营理念

1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价值主张。

2	在全球团队中发掘和培养	

最优秀的人才。

3	培养创新和企业精神。

4	成功地执行项目。

5	审慎理财以取得最佳的风险	

调整后收益。

6	目标明晰，并凭借核心优势	

开展业务。

7	为未来作好准备。

通过团结协作、充分发挥多元

业务的独特优势，吉宝集团有

效地把握了全球对能源、可持

续的城镇化发展和联通性的	

需求所带来的机遇。我们的	

企业文化深厚稳固，价值观	

历久弥新，激励着全体吉宝人

不断追求卓越执行力，持续	

提高运营效率。我们将坚守	

审慎的财务管理原则，以提高

回报率为重心，灵活把握发展

机遇，并提供创新的解决方案

和优质服务，以巩固并增强	

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为利益

相关者创造可持续的回报。

团结协作 
发挥优势



集团概览   /   可持续发展

2015财政年主要数据

2015财政年
主要数据

总营收

103亿新元
比2014财政年的133亿新元降低22%。

总营收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岸外与海事部门的工作量减少	

及基础设施部门营收下滑。房地产部门来自中国市场的	

营收提高，抵消了其中部分跌幅。	

股本回报率

14.2%
比2014财政年的18.8%降低4.6个百分点。

股本回报率降低的主要原因是净利减少及股本增加。

每股盈利

0.84新元 
比2014财政年1.04新元的每股盈利降低19%。

每股盈利未出现大幅稀释，因为自1997年以来，	
集团未进行大规模增资。

每股资产净值

6.13新元 
比2014财政年的每股5.73新元增长7%。

净利

15.25亿新元
比2014财政年的18.85亿新元降低19%。

净利降低主要是由于岸外与海事和基础设施部门的	

贡献降低，部分降幅被房地产部门利润的增幅所抵消	

(吉宝置业私有化后，非控股权益减少)。

经济增值

6.48亿新元
比2014财政年的17.78亿新元降低11.30亿新元。

经济增值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税后净营业利润下滑。

每股现金分红

34.0分新元
比2014财政年每股48.0分新元的现金分红降低29%。

2015年的总分红包括每股22.0分新元的拟派发年终	
现金股息，以及每股12.0分新元的中期现金股息。

净资产负债比率

0.53倍
高于2014财政年0.11倍的净资产负债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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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 
业绩亮点

每股盈利 (新元)

每股资产净值 (新元)

股本回报率 (%)

1.04	

5.73

18.8	
2014财政年 2014财政年

2014财政年

0.84 

6.13

14.2 
2015财政年 2015财政年

2015财政年

经济增值 (百万新元)

1,778	
2014财政年

648 
2015财政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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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业绩亮点

2015 2014 % 变化

全年业绩 (百万新元)

总营收 10,296 13,283 -22%

利润	

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1,734 2,639 -34%

营业利润 1,514 2,373 -36%

税前利润 1,997 2,889 -31%

净利 1,525 1,885 -19%

营业现金流 (705) 5 n.m.

自由现金流* (694) 729 n.m.

经济增值 648 1,778 -64%

每股

盈利 (新元) 0.84 1.04 -19%

净资产 (新元) 6.13 5.73 +7%

净有形资产 (新元) 6.07 5.67 +7%

截至财政年底 (百万新元)

股东资金 11,096 10,381 +7%

非控股股东权益 830 4,347 -81%

动用资本 11,926 14,728 -19%

净债务 6,366 1,647 +287%

净负债比率 (倍) 0.53 0.11 n.m.

股东资金回报 (%)

税前盈利 17.7 22.4 -21%

净利 14.2 18.8 -24%

股东价值

股息 (分新元/股)

中期股息 12.0 12.0 –

年终股息 22.0 36.0 -39%

全年股息 34.0 48.0 -29%

股价 (新元) 6.51 8.85 -26%

股东总回报 (%) (22.3) (17.8) n.m.

n.m.	=	无意义
*	 自由现金流不包括扩张性收购和资本开支，以及重大脱售收益。

集团季度业绩 (百万新元)

2015 2014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额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总额

总营收 2,814 2,563 2,440 2,479 10,296 2,996 3,177 3,185 3,925 13,283 
息税折旧摊销前盈利 464 479 425 366 1,734 478 533 632 996 2,639 
营业利润 398 414 371 331 1,514 415 467 565 926 2,373 
税前利润 455 498 470 574 1,997 492 593 642 1,162 2,889 
可分配利润 360 397 363 405 1,525 339 406 414 726 1,885 
每股盈利 (分新元) 19.8 21.9 20.0 22.3 84.0 18.7 22.3 22.9 39.9 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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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一览

集团一览

总营收 (百万新元)

102.96亿新元

15.25亿新元

1  专注于多元化业务战略，发挥集团

的核心优势，实现吉宝在财务、 

人力资源、利益相关者和流程优化

方面的目标。 

2  通 过 持 续 改 进 ， 实 现 项 目 安 全 

绩效、生产力和效率的优化，进而

增强企业执行力。

3  不断投资于研发与创新，鼓励企业

精神，为客户提供最佳价值主张。

4  通过人才管理及继任者规划，深化

人才储备，增强人力优势。

5  强化业务分支之间的合作，创造 

协同效应。

6  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有效利用

资金，灵活把握机遇，实现最佳的

风险调整后收益。

1%

60%20%

19%

净利 (百万新元) 净利 (百万新元)

7100万新元

1.36亿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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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5

2,237

1,846 1,885

20
15

20
12

20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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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1

总营收 (百万新元)

1  吉宝资本将专注于整合及发展

集团的资产管理平台。  

2  k1 Ventures (“k1创业”) 将专注

于管理现有投资项目，为股东

创造价值，并在投资折现时 

将超额现金作为分红派发给 

股东。 

3  第 一 通 将 专 注 于 改 善 用 户 

体验，保持市场竞争力。

4  KrisEnergy将致力于保持生产

力并且最大限度地提升效率。

1,946

14%

31%

9%

46%

总营收 
(按业务划分)

净利 
(按业务划分)

吉宝企业投资

2016/2017年工作重点2016/2017年工作重点

总营收 (百万新元) 总营收 (百万新元)

净利 (百万新元) 净利 (百万新元)

62.41亿新元

4.81亿新元

19.26亿新元

7.01亿新元

1  按 时 、 按 预 算 执 行 现 有 

订单。

2  根 据 工 作 量 要 求 ， 继 续 

调整营运规模。

3  以推动长期增长为目标，

严谨审慎地投资于研发、

生产力和核心竞争力。

1  针对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以 

及新的和现有的平台、项目和

物业，进行战略性与择机性 

投资。

2  把握中国和越南的市场需求 

契机，在未来几年推出 1万

4000多套住宅。

3  积极拓展商业地产组合，利用

零售物业管理实力建立新的 

增长平台。

4  战略性地折现资产，有效回收

资本，实现可观回报。

1  充分利用该部门在项目开发、

工程建造、运营和维护方面的

专长，继续发掘并筛选有助于

提升价值的项目。

2  通过发挥天然气和发电业务 

综合平台的优势来提升运营 

效率。

3  继续打造由优质数据中心构成

的资产组合，为客户提供更高

价值和更佳服务。

4  增强实力，在亚太区市场提供

高价值、高效率的物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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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 1,729
1,467

20
15

20
12

20
13

20
14

20
11

701

1,078

832

482

918

20
15

20
12

20
13

20
14

20
11

5,706
6,241

7,126

8,556
7,963

20
15

20
12

20
13

20
14

20
11

1,040
945949

481

1,019

20
15

20
12

20
13

20
14

20
11

岸外与海事

总营收 (百万新元)

净利 (百万新元)

20.58亿新元

2.07亿新元

2,058

2,832

3,459

2,934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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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房地产

2016/2017年工作重点 2016/2017年工作重点 2016/2017年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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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业务

全球业务

新加坡 中国和香港地区 世界其他地区

日本和韩国 澳大利亚

29.80亿新元

2.22亿新元

14.79亿新元

0.76亿新元

8.20亿新元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澳大利亚 

   
   

中国和香港地区 
  
            
        

日本和韩国 

 

阿塞拜疆 
  

保加利亚

爱尔兰

荷兰
 
 

德国

英国 

印度 

 

卡塔尔 

阿联酋

缅甸
  

泰国

越南

   
     

我们凭借集团的	
全球网络创造可持续的	
增长和价值。

北美 南美

欧洲 中东

14.49亿新元

19.03亿新元

10.09亿新元

3.58亿新元

岸外与海事  
房地产  
基础设施  
投资  

*	 数字以吉宝集团客户的地理位置为依据。

巴西 
  

美国
   

2015财政年总营收

 
集团总营收较2014财政年降低22%。

102.96亿新元

0706 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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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2015年主要发展成就

	吉宝置业的私有化实现了房地产部门利益和	

集团利益的完全契合，为集团提供了坚实的盈利

支持。

	吉宝基础设施信托与新源基础设施信托成功	

合并，吉宝万里旺热电燃气综合循环发电厂的

51%股权注入了扩大后的吉宝基础设施信托。

	吉宝岸外与海事正按计划收购LETOURNEAUTM

的钻油台设计和售后业务，以进一步扩展吉宝的

解决方案配套。

李文献
董事长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	
阻力，吉宝依然取得	
良好业绩，体现出多元
业务战略能够引领吉宝
在逆境中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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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各位股东:

对于新加坡来说，2015年是不平凡的一年。	
我们迎来了独立50周年的金禧国庆，在建国一
代创业立国的基础上，一代代国人勤勉奋进，

成功带领新加坡走过五十年的光辉岁月。	

同时，我们深切悼念建国总理李光耀的逝世，

缅怀他的伟业与功绩。我们还举行了大选，	

政府以积极惠民的政策赢得选民的支持，	

为新加坡未来的经济增长和繁荣强盛注入了	

信心。

同时，2015年也是企业界经历风雨的一年，	
不仅国际金融市场形势动荡，包括中国在内的

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也逐渐放缓。此外，恐怖

主义暴力袭击事件的发生，以及个别地区地缘

政治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冲击本已脆弱动荡的

全球经济。

原油的持续供需失衡导致油价在2016年初跌破
每桶30美元。油价暴跌不仅对石油天然气行业
造成严重影响，也对国际经济产生了广泛的	

涟漪效应。

稳步前行的综合性集团
尽管面临种种挑战和阻力，吉宝依然取得了	

良好业绩，体现出多元业务战略能够引领吉宝

在逆境中稳步前行。

集团在2015年取得约15亿3000万新元的净利，
比2014年的18亿9000万新元减少19%。	
房地产部门和投资部门的盈利贡献增加，但被

岸外与海事和基础设施的盈利下跌所抵消，	

其中包括为Sete	Brasil(“赛特巴西”)的钻油台	
建造合约和多哈北污水处理设施作出的拨备、

发电和天然气业务的收入减少，以及缺乏2014
年脱售数据中心资产给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	

信托而产生的收益。

集团在2015年取得6亿4800万新元的经济	
增值，股本回报率达到14.2%。根据集团的	
业绩及公司的未来发展需求，董事会欣然提议

向股东派发每股22分的年终股息。包括每股	
12分的中期现金股息在内，2015年的全年	
每股现金股息共计34分新元。	

战略性举措
吉宝的核心优势之一是多元化业务和强劲的	

资产负债表，这些让我们有能力在低迷时期	

把握机会，为新项目提供资金后盾。

我们致力于提升公司实力，使之转型成为在	

我们所专注的领域里名列前茅的全球性集团。

为此，我们精简了企业结构，并逐步调整业务

模式、积极回收资金以获取最佳回报，同时在

集团各业务部门大力推广创新、合作与协作。

2015年的吉宝置业私有化是一次战略举措，	
实现了房地产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完全	

契合。该交易完成后立即提振了吉宝的盈利	

状况，2015年，房地产部门对集团净利的贡献
比重达到46%，现已成为集团盈利和长期价值
创造的强有力支柱。

吉宝拥有房地产部门的完全所有权，让我们能

根据市场机遇调整房地产业务的资产负债表，

回收资本，统筹分配集团的资源，在多元化	

业务战略的指导下实现最佳回报。

2016年1月，吉宝企业宣布计划将整合旗下的	
商业信托管理、房地产投资信托管理和基金	

管理业务(总称“资产管理”)，并归入其全资子	
公司吉宝资本控股私人有限公司 (简称“吉宝	
资本”)。这是为提升投资部门的盈利贡献而	
实施的重大重组计划。

目前，吉宝的资产管理业务负责管理价值	

260亿新元的优质资产，并于2015年为集团	
贡献了约6000万新元的利润。

将上述业务归入吉宝资本也是吉宝转型战略中

的一环。我们计划增大资产管理规模并拓展	

用于联合投资的资金平台。创建及经营优质的

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资产，以及实现稳定运营	

和折现资产(以获取强劲现金流和经常性收入)	
是吉宝业务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经相关	

审批之后，我们预计在2016下半年完成拟议	
的整合计划。

岸外与海事
原油价格跌至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迫使石油

企业削减勘探及生产支出，部分钻井承包商也

缩减了钻油台的翻新及扩增计划。作为全球	

岸外与海事行业的龙头企业，吉宝在这场风暴

中也未能幸免。

巴西是我们的主要客户市场，该国的政治经济

困局和贪污案调查持续发酵，市场信心受到	

严重打击。一年多以前我们的客户赛特巴西停止

付款后，吉宝主动采取了措施，通过放缓为其

建造的钻油台工程进度，有效地降低了影响。		

我们已于2015年底暂停赛特巴西的所有项目，
在收到后续款项之前不会重启相关项目。

赛特巴西的董事会正在研究讨论该公司的下	

一步行动，与此同时，我们须等待形势进一步	

明朗化。在评估建造进度、付款情况、供应商	

我们致力于提升	
公司实力，使之	
转型成为在我们	
所专注的领域里	
名列前茅的全球	
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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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期应付款项和其他因素之后，我们针对	

赛特巴西的项目作出约2亿3000万新元的拨备。	

尽管面临挑战，吉宝依然对岸外与海事行业的

长期基本面保持乐观。虽然可再生能源受到	

越来越多关注，我们相信化石燃料在可预见	

的未来将继续占据全球能源需求的主导	

地位。在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发展中国	

家城镇化浪潮等因素的推动下，能源需求	

日益增长，我们预计油价最终将走向一个可	

持续的平衡点。

凭借完善的全套岸外与海事解决方案和持续	

不断的研发投资，吉宝岸外与海事能够为钻探

和非钻探市场的各类客户提供石油生产、水下

建造和岸外液化等解决方案。2015年，我们赢
得了总额约为18亿新元的订单。在吉宝岸外与
海事目前90亿新元的净订单之中，非钻探解决
方案所占的比重超过三分之一。

为顺利度过市场的低迷期，我们须严格控制	

运营成本并适度调整运营和资源的规模。吉宝

的船厂网络及合同制工人让我们在员工调配	

方面享有较大弹性。	

在节约成本和优化运营的同时，我们不忘审慎

投资于研发活动，提高生产效率和核心竞争力。

例如，我们正按计划收购LETOURNEAUTM的	

钻油台设计和售后业务，以拓宽吉宝的自升式

钻油台设计解决方案和售后产品及服务配套。

2015年，吉宝设立了一个全新的设计与科技	
部门——天然气科技开发小组，旨在增强我们

针对液化天然气市场的解决方案开发实力，	

包括液化天然气应用的系列产品开发，以及	

液化天然气辅助船和用于船舶的液化天然气	

系统的设计。

2016年1月，吉宝岸外与海事与英国天然气	
集团公司 (现为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子公司 )	
共同获得为新加坡码头的船只供应液化天然气	

燃料的执照。进军该市场符合吉宝为全球液化	

天然气市场提供解决方案的发展战略。

	

随着航运业对环保型解决方案的需求与日俱

增，我们也能够通过液化天然气方案来满足	

可持续性航运的需求，例如配备双燃料柴油	

液化天然气发动机的拖船设计，以及将船舶	

发动机改装成液化天然气动力系统。

01

净利

15.3亿新元
其中，房地产部门对集团净利的

贡献比重达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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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                                                                                                                 
尽管面临种种阻力，房地产部门

在2015年仍表现出色。在新加坡
市场，因降温措施尚未放宽，	

住宅市场依然低迷。然而，亚洲

其他主要城市的住宅销量取得	

增长，抵消了新加坡市场的跌幅。

2015年，吉宝置业共售出4570套
住宅，销量几乎为2014年的两
倍。其中约72%来自中国，另外
20%来自越南。此外，尽管房地产
市场供应过剩的新闻常见诸报端，

我们的亲身经历却并非如此。我们

在中国共售出3280套住宅，相比	
之下，2014年的销量约为1900套。

中国持续放松货币政策提振了	

市场情绪，推动购房需求回升。

由于房地产行业是经济领域中的

支柱产业，我们相信中国政府将为

其提供必要的扶持，以维持房地产

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越南是吉宝的第二大海外住宅	

市场，仅次于中国。经历近五年

的低迷期后，越南房地产市场	

开始复苏。在GDP强劲增长、	
中产阶级群体不断壮大和低利率

的推动下，我们预计越南房地产

市场有望维持上升势头。	

吉宝置业继续把握机会从房地产

资产中回收资本，转投回报更高

的项目，包括出售印度尼西亚泗水

的BG Junction(“BG购物广场”)。	
我们也投资约6亿1500万新元，	
用于收购西雅加达的住宅地块、

伦敦的办公大楼，以及与合作伙伴

万科合资在成都开发优质住宅	

项目。

亚洲经济的增长及中产阶级群体

的壮大将带动市场对优质住宅及

商业房地产的蓬勃需求。吉宝	

置业将继续把握亚洲各地的楼市

需求，计划推出约2万套住宅，	
大部分位于中国。与此同时，	

吉宝置业也在积极拓展商业房	

地产组合，目前总楼面面积增至

约84万平方米。	

在房地产基金管理方面，截至

2015年底，吉宝房地产信托和	

首峰资金管理 (简称 “首峰 ” )的	
资产管理总额为205亿新元，比
2014年底的187亿新元增长10%。	

2015年，吉宝房地产信托完成	
收购位于墨尔本 8 Exhibition Street	
(“会展大街8号”)的三项优质零售	
物业。 2 0 1 6年初，该信托以	
1亿6000万澳元的价格脱售悉尼	
77 King Street(“国王大街77号”)  
的100%股权，获得约2800万澳元
的收益。

与此同时，首峰的Asia	 Macro	
Trends	 Fund	 II(“亚洲宏观趋势	
基金II”)与城市发展有限公司共同
投资了三项优质办公物业。	

继亚洲宏观趋势基金前两期成功	

推出后，首峰将推出第三期基金。	

资产管理业务将继续在集团的	

资本回收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同时在较长时期内提供稳定的	

收入流。		

基础设施
过去一年，基础设施部门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体现了我们在发展

吉宝第三项核心业务时付出的	

精心规划与不懈努力。

2015年，我们的设计、采购及	
施工项目实现重大进展。上半年，

吉宝西格斯向客户交付英国的	

大曼彻斯特垃圾转能源一期和	

二期项目。年底，我们实现了	

卡塔尔多哈北污水处理设施的	

实质性移交工作。同时，吉宝	

西格斯也开始合同的运营和维护

阶段，为液体引流、固体浓缩及

脱水设施提供为期十年的运营及

维护服务。

在波兰，吉宝西格斯于2015年	
12月31日按时按预算向比亚韦斯
托克的市政垃圾管理公司交付	

热电联产垃圾焚烧发电厂。	

如今，设计、采购及施工项目已

顺利完成，我们的团队终于能	

专注于将吉宝基础设施建设成为

集团的稳定盈利来源，在新加坡

海内外的燃气发电和垃圾焚烧	

发电等核心领域持续寻求增长	

机遇。

01 吉宝船厂为客户Golar		
LNG实施全球首个浮动液化	
天然气船改造项目——
Hilli号，目前该项目正	
按时、按预算地顺利开展。

吉宝电讯与通运(简称“吉宝讯通”)
旗下的数据中心和物流业务也	

继续取得良好进展。吉宝讯通开

始建设其在新加坡的第四座数据	

中心。10月，吉宝讯通在欧洲的
第一家新建型数据中心——

Almere	Data	Centre	2(“阿尔梅勒
2号数据中心 ”)正式投入使用。	
同时，淡滨尼的 T 2 7数据中心	
(租用率超过80% )即将注入吉宝	
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物流业务

方面，吉宝讯通在新加坡的	

淡滨尼物流园和越南的配送	

中心开始营业。	

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是亚洲

第一个在新加坡交易所上市的数

据中心房地产投资信托，在运营	

的第一个年度表现活跃。该信托	

收购了澳大利亚Intellicentre	 2	
数据中心和德国的maincubes	
数据中心，扩大了在亚太和欧洲

的优质数据中心组合。目前的管理

资产额超过10亿新元。		

集团的另一项重要里程碑是吉宝

基础设施信托与新源基础设施	

信托的合并。年内，为了释放	

资产组合中成熟资产的价值，	

吉宝基础设施将吉宝万里旺热	

电燃气综合循环发电厂5 1%的	
股权注入扩大后的吉宝基础设施

信托。该发电厂在裕廊岛拥有	

一座1300兆瓦的发电厂。随着	
吉宝万里旺热电燃气综合循环	

发电厂资产的注入，吉宝基础	

设施信托的资产总额超过40亿	
新元，是新加坡最大的上市的	

基础设施商业信托。	

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 
2015年，在巴黎举办的第21届	
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1)达成了	
一项历史性的协议，195个国家	
共同定下了全球气温上升幅度	

不得高出2摄氏度的目标。要达成
这一目标，不仅需要全球各国	

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也需社会

各行各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全民

同舟共济，才能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危机。		

作为一家业务遍布全球的综合性

集团，吉宝始终将可持续发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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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2015年，吉宝在员工培训和
发展方面共计投入1420万新元。	

2015年4月，吉宝企业正式开放
吉宝领袖学院，该学院以培养	

能够发扬吉宝核心理念、推动	

可持续业务发展及改善社群生活

品质的全球化领袖为长远目标。

自开放以来，吉宝领袖学院为	

新加坡及海外的数千名吉宝员工

提供了各类进修课程和活动，	

以及交流协作的平台。		

安全是吉宝的核心价值观之一，

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永远坚守	

安全第一的原则。自2006年成立
以来，吉宝企业董事会安全委员

会在集团上下建立起了深厚的	

安全意识文化。尽管我们对安全

高度重视，但2015年仍有四人	
因事故去世。我们对痛失同事感

到悲恸。事故起因已经过详尽	

调查，我们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避免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我们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谨记

社会责任，为社群的繁荣积极	

贡献力量。2015年11月，吉宝	
美术教育中心在新加坡国家	

美术馆正式开放，旨在通过艺术

教育，培养新一代的具有创新	

意识和批判思维的年轻人。作为

美术馆的创始成员，吉宝企业为

该中心投资1200万新元，预计	
每年可惠及25万名儿童、青少年
及家庭。	

去年，吉宝志愿者继续通过各	

类爱心活动来关怀弱势群体，	

为吉宝爱心慈善基金提供支持，

并推动教育及健康水平的提升。

在现有活动的范畴以外，吉宝	

志愿者计划进一步带动中层管理

者和高级员工参与其中，通过	

运用他们的深厚学识与经验，	

在社群开展技能相关的志愿	

活动。这项活动不仅可提升吉宝

所赞助的慈善机构的管理能力，

也能让善款为受益者发挥更大的

作用。

为更有效地与公众沟通集团的	

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与成效，

吉宝企业以全球报告倡议组织的

01

01 吉宝置业将继续释放	
资产价值，有效回收资本，
为集团实现更高的回报。

为企业战略和运营的核心理念，

以此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长久

的价值——持续增长、人才增益

和关怀社群。可持续发展是有助

于增强吉宝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因素，我们将与利益相关者倾力

合作，努力创造可持续发展的	

美好未来。	

吉宝企业荣登2016年度最具可	
持续性公司全球百强企业评选	

榜单，位居工业集团之首，在全

球排名第55位。我们也再次入选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亚太指数、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全球可	

持续发展指数以及Euronext	Vigeo	
World	120指数，反映出我们在践	
行可持续发展方面付出的不懈	

努力。近期，吉宝赢得了新加坡

业务可持续发展大奖中的战略	

与可持续性管理奖项。	

吉宝员工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

我们致力于为集团旗下各地区、

各行业、各部门的不畏挑战、	

勤勉奋进的员工提供多条职业晋升

通道，全力协助他们迈向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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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商业和市场环境日新月异。面对充满	

挑战的经济形势，董事会和管理层将继续	

强化业务模式，积极发挥优势，通过有效的转

型措施，推动集团稳健前行。

我要感谢各位董事同仁的宝贵意见、指导和	

付出，让吉宝能够安然度过风浪。在此，我也

感谢众多合作伙伴和利益相关者对吉宝一如	

既往的坚定信心。同时，我衷心感谢全球的	

吉宝员工，你们的勤勉专注、锐意进取将带领

吉宝转危为机并再创新高。		

此致，

李文献
董事长
2016年3月2日

指南和新交所《上市公司可持续性报告指导	

手册》为依据，每年发布一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通过了DNV GL的可	
持续发展报告审核规范的检验，该规范以

Account	 Ability的AA1000保证标准(2008)和	
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制定的国际核证聘用准则

3000为参考依据。

吉宝企业即将发布第六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详细说明吉宝在经济、环保和社会方面开展	

的各项活动和倡议。本年报中包含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内容摘要。

致谢
我代表董事会感谢已于2015年5月荣休的	
朱良志在过去13年来的杰出贡献。他丰富的	
商业经验、智慧和企业家精神让吉宝集团受益

良多。朱良志于2006年至2009年担任首席	
独立董事，自2009年至2015年担任提名委员
会主席。

我们欢迎翁湘 担任董事会的独立董事。	

翁湘 为吉宝带来了她在资本管理、投资、	

价值创造及风险管理方面的深厚知识与丰富	

经验。她将与董事会其他成员一起指导管理层

的工作，努力为集团实现更佳的业绩。

吉宝致力于为集团	
旗下各地区、各行业、
各部门的不畏挑战、
勤勉奋进的员工提供
多条职业晋升通道，
全力协助他们迈向	
事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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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致力于建立强大、

领先的业务，以全球顶

尖的品质、创新能力和

出色执行力享誉业界。

我们选择进入能成为领先企业并

创造最大价值的行业。独特的多

元业务优势让吉宝有能力提供创

新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满足全

球对能源、连通性和清洁美好的

城镇居住环境的需求。

领导力

资本

治理

敏锐

秉持诚信是吉宝的核心

价值观之一，它是我们

经营业务的基础，并推

动我们将企业治理保持

在最高水平。

我们坚信良好的企业治理对于 

业务和业绩的可持续性具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将坚决维护

董事会的独立性和监督效力， 

同时全力确保集团上下严格遵循

业务道德规范。

吉宝采取审慎的资本 

配置原则和严谨的财务

管理模式，注重投资 

回报，力争稳健业绩。

无论市况繁荣或艰难，我们都对

负债率和现金流保持高度关注，

确保集团拥有强劲的资产负债

表。我们也注重提升生产力， 

提升资产管理效率，择机折现 

资产，从而获取最佳回报。

作为一家综合性集团，

吉宝的核心优势包括资

金获取渠道以及为取得

未来增长而进行适时投

资的能力。 

以丰富的市场和行业知识为后

盾，吉宝有能力灵活应变，通过

创新及整合解决方案，从全球大

趋势中发掘、把握机遇。此外，

针对人才、流程和科技的投资能

协助我们在业务的每一个环节 

创造并捕捉价值。

可推广性

协力优势

随着主要业务的良好 

发展，吉宝能更有效地

发挥集团的核心优势，

把握未来的增长机遇。

通过将业务中创造的资产择机折

现并回收资本，我们建立了稳健

的资产商业系统，能支持企业的

长期发展和价值创造。我们也与

拥有相同投资意向的联合投资者

携手拓展资本基础，为集团的 

发展输送更充裕的资金。

我们的多元业务模式能

发挥各项业务的互补 

优势、产生协同效应、

灵活把握机会，从而创

造更大的价值。  

通过“合作狩猎”、发掘业务协作

的新渠道，以及利用深厚的行业

知识、专长和网络，我们积极地

创造协同效应，推动业绩稳健 

增长。同时，我们能发挥规模 

经济的优势并在集团内分享最佳

实践经验。价值

人才

企业精神

执行力

 客户至上

权责合一

专注

我能做到

领导力
团结协作 
发挥优势 治理

资本

敏锐
可推广性

协力优势
自律

自律

创新

 自律

凝聚力量 客户至上

灵活应变

价值 人才 准备就绪 企业精神 执行力 客户至上

企业精神 价值 准备就绪 诚信

灵活应变

以人为本 权责合一

企业精神 执行力 

企业精神 以人为本 价值

灵活应变 凝聚力量 价值 以人为本

价值 

企业精神
创新 准备就绪

专注 执行力

凝聚力量 诚信

凝聚力量

企业精神 以人为本 执行力

价值 安全第一执行力

客户至上 灵活应变 准备就绪 企业精神

人才 创新

价值

凝聚力量 创新
权责合一

灵活应变客户至上 准备就绪

企业精神 以人为本 准备就绪
诚信

执行力 专注
灵活应变

客户至上

 诚信

企业精神 安全第一 
以人为本  

价值 创新

 诚信

执行力 我能做到

诚信 自律

创新

创新

 诚信

创新

价值

凝聚力量

我们将充分利用和提升不同 
业务的固有优势，促进集团上下
的协同合作，充分发挥人力、
知识和金融资本，实现吉宝的
可持续增长。



拥有如下优势的 
稳健商业系统

  发挥集合优势与专长，

推动业务增长

  提升运营稳健性和 

灵活度

  强化竞争优势

  促进资金有效回收， 

实现最佳回报

  改善各业务周期内的 

盈利质量与稳定性

重估与脱售 基于服务收费

释放价值

资本回收及再投资， 
获取更高回报

基金管理

运营及维护服务

设施及物业管理

业务稳定 + 资产折现

资本增值收益 资产管理费

运营收费

物业管理费

设施管理费

资本管理

运营与维护

信托 + 基金

吉宝充分运用在科技与创新、工程与项目管理、运营与维护， 

以及资本管理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建立了一套强健稳固的 

商业系统，能够从集团旗下的各项业务中发掘更多机遇， 

捕捉更高价值。

创造可 
持续价值

基于项目 运营

设计 + 建造

中游资产

商业房地产

厂房与数据中心

销售 + 服务 拥有 + 运营

多项盈利来源: 开发利润 运营收入

运营收费

物业管理费

设施管理费

修理/服务费

新建、修理及升级项目 

住宅项目

科技配套

科技与创新

工程与项目管理

吉宝的 
业务模式

我们的业务模式能够在每一个

环节捕捉价值，从我们创建资

产之时一直到将该资产注入我

们所管理的信托或基金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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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访谈

吉宝的业务正稳步、健康地发展，凭借多元业务的集合优势及合作
所产生的协同效应，我们有能力应对动荡的环境。过去两年来，	
我们精简并重组了重要业务、明确了发展重心、增强了运营的	
稳健性，并提升了竞争优势。

我们将坚守多元业务战略，集团在该战略的指引下安然度过了	
多个周期性市场低迷期。通过在吉宝旗下各业务分支创造并捕捉	
更高的价值，我们能促进各业务的协作，并有效地回收资本，力争
实现最佳回报。

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阐述集团如何适应形势、应对挑战，并为了	
未来发展而积极转型。

卢振华
吉宝企业总裁

市场还未完全认识到	
吉宝作为一家综合性	
企业的价值。通过	
不同业务部门的互助	
互补，我们能发挥出	
吉宝的独特优势和	
潜在协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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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概览   /   可持续发展

总裁访谈

低油价环境对吉宝的业务产生

了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投资

者需要关注公司的哪些方面?

在市况艰难时期，吉宝依然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投资能力。
我们将在这段时期审慎地探索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	
发展新的业务实力，运筹帷幄、积蓄力量，在形势好转时
乘势腾飞。

吉宝不只是一家岸外与海事企业，否则2015年
盈利会大幅地低于现在的业绩。我们是一家	

拥有多元化业务的综合集团，在制定及实施	

战略时已考虑到不同业务的周期性。

我们的业绩表现反映出业务周期对吉宝在内	

的多元化集团的影响力会减弱。尽管面临重重

阻力，但房地产和投资部门的盈利增长减轻了

岸外与海事盈利下滑的冲击，使得本集团在

2015财年仍取得约15亿3000万新元的盈利。

这些良好业绩充分体现出严密稳健、有效执行

的多元化业务战略可成为波涛湍流中的定海	

神针。

	

当然，我们希望所有的引擎都高效运转。但即

使我们面对风暴、其中一个引擎转速放缓时，

其他的引擎依然能为我们提供充足的动力，	

推动我们稳步前行。	

我认为市场还未完全认识到吉宝作为一家综合

性企业的价值。通过不同业务部门的互助	

互补，我们能发挥出吉宝的独特优势和潜在	

协同效应。

在当前环境下，吉宝的稳健性和领先优势不应被

忽视。作为一家综合性集团，在市况艰难时期，

吉宝依然拥有充足的资本和投资能力。我们将在

这段时期审慎地探索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发展

新的业务实力，运筹帷幄、积蓄力量，在形势好

转时乘势腾飞。

我们以多元化业务战略为基石，在岸外行业进

入低迷期之际，依然保持强劲稳健的实力。	

路遥知马力——吉宝坚韧积极地走过了48年	
的道路，我们有信心能够安然度过此次风浪	

并发展得更加强大。

尽管面临巨大挑战，吉宝岸外与海事依然表现

良好，为集团贡献了4亿8100万新元的收入，
占全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除去为Sete	Brasil	
(“赛特巴西”)有关项目的拨备，吉宝岸外与	
海事在2015年第四季度的营运利润率可达
17.1%，全年营运利润率可达13.4%。这些是	
非常理想的业绩，反映出核心岸外与海事业务	

的稳健。

我们深知，岸外与海事属于周期性业务。即使

在市况繁荣的时期，我们也保持谨慎，不过度

投资于产能拓展。严谨审慎的经营理念让我们

获益良多。

尽管如此，我们需要不断调整才能灵活应对并

顺利度过当前的风浪。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

程，我们也必须在业务重组中秉持务实精神。

岸外与海事行业正在进一步陷

入萧条，面对油价下跌、巴西

业务危机、更多项目延期以及

潜在的项目取消风险，吉宝将

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应对市场 

寒冬?

当前，吉宝岸外与海事积极保持警觉，适度调

整运营规模，确保运营成本得到严格控制。	

2015年，吉宝岸外与海事直接雇佣的员工	
人数下降了大约17%，相当于约6000个职位；	
同期，新加坡境内分包商的员工人数缩减了

24%，约合7900个职位。我们也从岸外业务抽
调部分人员到海事业务，因为后者有稳定的	

修理和改装项目，需要更多资源。

在详细评估过巴西市场情况之后，我们已于

2015年底暂停赛特巴西的半潜式钻油台项目。
此外，在分析了建造进度、付款情况、供应商

到期应付款项和其他领域后，我们针对这些	

项目作出约2亿3000万新元的拨备。该拨备	
获得了董事会和审计师的审核及批准。在形势

和应对方案进一步明朗化之前，我们认为采取

上述措施是适当和充分的。

尽管部分客户可能已延后钻油台的交付日期，

但我们对订单的定价和支付条款采取了严格	

规范，因此订单取消的风险不大。我们将继续

与客户密切合作，确保交付高品质项目，令客户

满意。

问

问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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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访谈

在集团层面，我们的企业结构得以简化，	
能够更好地控制旗下所有的重要业务。

虽然我们所服务的油气行业目前正行走在艰难

的复苏道路上，但我相信，在稳固基本面的支

持下，该市场终将实现再平衡。当前的低油价

将逐步带动需求上扬、供给下降。在未来某个

时期，石油公司将必须投入资金以补充储量。

与此同时，我们在2016年的重点是成功地执行
订单合约，按时、按预算、安全交付项目。	

另外，我们将继续寻求非钻探市场的机会，	

包括针对半潜式生活装置、堵塞并弃井自升式

钻油台、起重船和特殊用途船舶的解决方案	

需求。	

我们也将继续寻求小众市场的业务机会，并凭

借领先科技和“接近市场，接近客户”的战略	
建立起竞争优势。例如，对LETOURNEAUTM的

收购不仅助我们扩展了自升式钻油台设计解决

方案配套，也拓宽了为客户提供的售后产品及

服务的范畴。

天然气是一个充满机遇的领域，吉宝在液化	

天然气业务的优势横跨整个价值链。随着我们

尽管面临当前的困境，岸外与

海事业务依然有哪些亮点? 

吉宝如何利用危机时期积蓄 

力量，为把握机遇作好准备? 为Golar LNG实施浮动液化天然气船改造项目，
我们也拓展了在岸和岸外液化及液化天然气运

输方案的相关科技实力。

近期，我们与英国天然气集团公司(现为荷兰	
皇家壳牌公司)共同获得为新加坡码头的船只	
供应液化天然气燃料的执照，利用他们的多元

化液化天然气业务组合和吉宝岸外与海事	

在服务液化天然气船方面的专长，在2017年	
提供端到端燃料解决方案。随着航运业对	

环保型解决方案的需求与日俱增，我们能很	

好地为此提供优质的解决方案和服务，例如	

配备双燃料柴油液化天然气发动机的拖船	

设计，以及将船舶发动机改装成液化天然气	

动力系统。	

我们不会错过在危机中蓄势发展的良机。油气

业的低迷为我们提供了改进专长和流程、强化

竞争优势的契机。在低调蓄力之际，我们也	

审慎地投资于人力资本和新的业务能力，这些

都将有助于推动吉宝在下一轮上升期展翅	

腾飞。

面对当前的挑战，我们正在密切监控集团的	

负债率和现金流，并采取严格的财务政策，	

维持稳健的机构资产负债表。

我们将继续成功地执行订单合约，按时按预算

交付项目。当前的工作重心是提高利润率和	

生产力，以及适度调整规模。这些举措有助于

确保岸外与海事部门即使在营收降低的情况下

依然保持盈利。

针对资产密集型业务，我们将提升资产管理	

效率，并在适当的时候将资产折现。吉宝资本

的设立不仅能提升资本回收及再投资于各项

REIT(房地产投资信托 )和信托的能力，而且	
有助于我们通过创建房地产、基础设施和能源

领域的私募基金来拓展资本基础。

鉴于更多客户将钻油台交付 

延 期 ， 流 动 资 金 需 求 料 将 

增加。在此情况下，您是否会

担心集团的负债率?你们会 

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负债率 

保持在合理水平?

通过脱售房地产和基础设施资产，如滨海湾	

金融中心写字楼三座(Marina	 Bay	 Financial	
Centre	 Tower	 3)、吉宝万里旺热电燃气综合	
循环发电厂及数据中心，我们获得35亿新元，
彰显出卓越的资产管理能力。2013年，我们也
将吉宝房地产信托从资产负债表中分拆出来。	

以上措施让我们能够以30亿新元完成吉宝置业
的私有化，同时仍保持合理的净负债水平。

我们将维持低于1倍的负债比率；作为一家	
多元化集团，吉宝的负债比率属于健康水平，

并有利于提供充裕的调整空间，让我们能够	

灵活、有效地应对机遇与挑战。

问

问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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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的其他业务表现如何? 

吉宝置业私有化是2015年最

重要的一项举措，集团如何通

过私有化来实现目标?

房地产部门对净利的贡献份额达到46%，	
是2015年最大的业绩功臣。这体现了吉宝置业
的私有化恰逢其时，有效地提升了集团的业绩。

私有化吉宝置业不仅立即产生了增值效益，	

还实现了房地产部门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完全	

契合。该交易为吉宝企业额外贡献2亿5200万
新元的盈利(已扣除1500万新元的利息成本)。

在集团层面，我们的企业结构得以简化，	

能够更好地控制旗下所有的重要业务。同时，

在机遇来临时我们有能力调控房地产业务的	

资产负债表，这让我们能更有效地回收资金和

在集团范围内分配资源，以取得最佳回报。

与房地产一样，基础设施也是资产密集型业务。

一旦资产稳定且去风险化，我们会择机折现资

产并回收资金，将其投入回报率更高的项目。

为复制吉宝置业和吉宝房地产信托的成功，	

我们于2014年底成立了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	
信托，并在2015年将吉宝基础设施信托与	
新源基础设施信托进行合并。

通过将数据中心资产和吉宝万里旺热电燃气	

综合循环发电厂的51%股权分别注入吉宝数据
中心房地产信托和吉宝基础设施信托，我们	

共计获益4亿1900万新元。作为房地产投资	
信托和信托的保 机构，我们继续参与资产	

管理业务的增长，同时继续为集团建设完善	

的资本回收平台。

自吉宝能源和吉宝组合工程在2013年中合并	
以来，我们在重塑基础设施部门方面取得了	

扎实的进展，现已将其打造为集团的第三项稳

定支柱。目前，该部门包括侧重于能源相关设

施的吉宝基础设施以及经营数据中心和物流	

业务的吉宝电讯与通运 (简称“吉宝讯通”)。	
整个部门的结构更清晰、更高效。

通过精简业务及脱售非核心业务(如设施管理	
公司吉宝设施管理)，吉宝基础设施将重点放在
环境工程业务。我们进而获得了处理英国和	

卡塔尔的设计、采购及施工项目所需的明确	

目标和业务资源。在此，我很高兴地宣布，	

这些项目已于2015年基本完成并成功移交。	

设计、采购及施工项目尽管历尽艰辛，但给	

我们留下了在全球创建优质基础设施资产的	

宝贵经验和启示。困难时期已成为过去，我们

的团队将全力发掘并把握建立、拥有和运营	

相关资产的机会。我们会专注于吉宝有着雄厚

技术专长、在市场和关键价值链方面拥有深厚

经验的领域。

吉宝对基础设施业务开展了 

大规模重组，你们针对该部门

有何计划?英国和卡塔尔的 

设计、采购及施工项目是否已

经走出困境?

吉宝置业现已私有化，房地产

部门的未来发展愿景是什么?

吉宝从事房地产业务已逾30年。我们对房地产
行业有着深入的了解，在亚洲积累了强劲的	

过往业绩和良好的品牌声誉。以股本回报率	

来衡量，吉宝置业是亚洲业绩最强的房地产	

开发商之一，自2006年以来，吉宝置业十年间
的年均股本回报率达18.9%。	

我们的目标是顺应城市化的浪潮，将吉宝置业

发展为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除了住宅开发和

销售，吉宝置业也在表现良好的商业房地产	

领域继续开疆拓土。

成为房地产行业的领先者并不意味着要做规模

最大的开发商。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取得最高	

回报的亚洲房企，这是房地产部门的未来运营

重心。

问

问

问

答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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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具体介绍一下投资部门的近

况，此前该部门的主要职能是

汇报非核心投资项目。最近，

吉宝将资产管理业务归入投资

部门旗下的吉宝资本控股，这

项重组措施的出发点是什么?

通过与拥有相同投资意向的联合投资者	
共同拓展资产投资这块蛋糕，我们能进一步	
增强集团的财务实力，支持业务发展。

将投资部门发展成能够为集团贡献经常性	

收入的支柱是一项长远的任务。多年来，吉宝

在开发优质资产、经营及管理资产方面拥有	

辉煌的过往业绩。如今，包括房地产和基础	

设施资产的投资组合总值为260亿新元。	
从2006年至今的十年间，其年均增长率达到
3 0%。首峰资金管理 (简称 “首峰 ” )、吉宝	
房地产信托和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的管理

公司以及吉宝基础设施信托的信托管理公司	

为集团总计贡献了6000万新元的经常性收费	
收入。

为支持企业的长期发展和价值创造，我们需	

建立并保持稳健的资产商业系统，将业务中	

创造的资产择机折现并回收资金。这正是	

我们将资产管理业务归入吉宝资本并将其作	

为投资部门的新分支项目来汇报业绩的目的。

这项恰逢其时的重组方案为资产管理业务和	

被管理的资产提供了更明确的发展重点及更大

的发展空间。

通过整合吉宝的四大资产管理公司，我们能够

将不受规管的辅助性职能进行集中管理、增强

人才招募和留任的成效、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从而在集团内创造协同效应。

很多机构投资者向我们表示，他们希望持有岸

外与海事、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行业的小众资

产。像吉宝这样不仅能创建优质资产，还具有

资产管理实力，并能通过调整资产负债水平确

保利益一致的合作者尤为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凭借吉宝资本，我们将与拥有相同投资意向的

投资者共同创立更多的私募基金和联合投资	

项目，以此来拓展资本基础，在无需资产负债

表承压的情况下把握更多机遇。通过与拥有	

相同投资意向的联合投资者共同拓展资产投资

这块蛋糕，我们能进一步增强集团的财务	

实力，支持业务发展。

多元业务意味着各项业务有 

各自的需求，在集团运营中，

你们如何规划并分配资金?
我们始终以实现最佳风险调整后回报为目标，

严谨且审慎地配置资金。随着企业结构得以	

简化，我们几乎能完全掌控集团的所有关键	

业务，如今我们在调配资金和其他资源方面比

以往拥有更多的灵活空间。

在筛选项目时，我们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	

这样可确保资源配置能契合我们的战略目标	

和回报预期。我们也期望与养老基金和主权	

财富基金等投资伙伴共同拓展资本基础，从而

在主营业务领域把握更多机遇。

问

问

答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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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的跨业务协作典范包括吉宝讯通和吉宝 

置业合资开发数据中心，以及吉宝置业和 

第一通合作，为吉宝的房地产项目提供智能 

家居解决方案。

展望未来，吉宝旗下的多元业务将有更多的 

互补协作及参与核心价值链的机会，包括 

天然气的开采、运输和销售，城镇项目和 

数据中心的开发等等。在所有这些领域， 

吉宝资本都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为投资者创 

造投资机会，同时帮助各业务部门确保项目 

顺利完成。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力争实现1+1+1+1等于

6或8，而不仅仅是4。为发挥作为综合性集团

的最大潜力并开拓新的增长机遇，我们的业务

部门需要加强彼此间的协作并借助各自的 

经验、行业知识和网络资源。 

中新天津生态城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显示

出我们有能力整合不同的业务并创造出具有 

深远影响的成功项目。从2008年荒芜的盐碱 

地发展为如今中国最知名的环保城镇之一， 

中新天津生态城现已吸引了约5万人在此工作

和生活。

 

我们详细了解了各个业务的 

情况，请问你们如何发挥吉宝

的综合优势，实现整体胜于 

局部总和的效果?

问

答

我们始终以实现最佳风险调整后回报
为目标，严谨且审慎地配置资金。

基于项目的收益  
经常性收益  
资本增值及重估收益  

按收入类型划分的净利 (百万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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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可靠且性价比高的服务。我们不仅从这些

举措中取得了规模效益，还在集团内开展更有

效的企业治理及分享最佳实践经验。	

共享服务能增加企业商业系统的稳健性，让	

运营部门能专注于管理和壮大业务，将它们	

发展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

我们实施了企业结构精简，通过实现各业务部

门与集团目标的契合以及减少行政层级和	

费用，有效促进了各业务之间的互助与合作。

此外，我们也着眼于进一步实现人才、流程和

科技的融合，以持续创造价值。

通过设立共享服务和支持机制 (如信息科技	
及人力资源 )，我们能优化提供给各部门的	

吉宝以经营良好而享誉业界。

请问你们还做了哪些部署， 

以带动业务的增长，提升集团

的运作效率?

问

答

随着重点业务实现稳健业绩，我们能更充分	

地发挥集团在科技和创新、工程建造及项目	

管理、运营和维护、资本管理方面的核心	

优势，创造并把握更多的发展机会。	

吉宝业务模式的目标是在每一个环节捕捉	

价值，从我们创建资产之时一直到将该资产	

注入我们管理的信托或基金之后。我们有能力

利用更多的经常性收入来改善整体盈利质量，

这有助于为资本支出和股息提供资金支持。

当前，在房地产、基础设施和投资这些领域，

我们主要注重于价值链左侧，因此业务偏向于

资产密集型。为了在获取出色回报的基础上给

客户提供最佳价值主张，我们需要在价值链	

右侧提供含金量更高的解决方案和服务。我们	

也必须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精诚	

合作，不断增强竞争优势，保持市场领先地位。

除了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和服务，如吉宝特	

别擅长的开发住宅项目以及建造、改装及修理

岸外船舶等，我们也可在各个业务领域建立优

质资产，从而为集团取得长期的稳定现金流。

我们能够建造办公楼、数据中心、发电厂及	

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以及包括浮动液化天然

气船在内的中游资产，并有能力持有、管理及

运营这些资产。运营和维护方面的专长是吉宝

得以在业界脱颖而出的关键优势；该专长不仅

与创建优质资产的能力形成互补，而且为我们

带来了稳定的经常性收入。

一旦资产稳定且去风险化，我们会择机折现，

并将资金投入回报率更高的项目。这正是资产

管理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的领域。当我们为已	

注入商业信托和房地产投资信托的资产提供	

资产管理、运营和维护服务时，我们可赚取	

稳定的经常性费用，进而提升利润收益。	

对集团而言，所有的盈利来源都至关重要——	

我们致力把握所有的盈利机会，推动业绩	

增长。

为全面释放协同效应并在不同

经济周期取得良好业绩，你们

采取了哪些措施?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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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环境已发生变化，我们的经营方式也必须

随之调整。为保持领先地位，我们需要与时	

俱进，密切关注能对业务产生利好效应或负面

影响的动态。例如，国际社会针对第21届	
联合国气候大会对全球气候变化所达成协议	

的反应、全球经济的数字化浪潮，以及市场和

就业领域中千禧一代的崛起。	

我们需在关注这些动态的同时保持灵活与	

敏锐。过去两年来，吉宝取得的重大成就有助

于强化我们的业务实力，并推动吉宝成为房	

地产、基础设施和投资领域的市场领头羊。	

这些是我们迈向2020年的发展计划的一部分。
在开拓精神与创新文化的指引下，吉宝将未雨

绸缪、灵活应变、坚韧自强，积极地为塑造更

美好的未来作好准备。

通过这种业务模式，我们正在为集团创造一个

稳健、可推广、可自我维系的商业系统，带领

吉宝迈向更成功的未来。该系统将促进集团的

协作与创新，增进协同效应，为我们孕育一个

活力充沛的营运环境。

人才是这个生态系统中最宝贵的资源。集团的	

领导团队和本人致力于完善继任规划、吸引	

适宜的人才，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质。2015年
4月，我们开放了吉宝领袖学院。这是吉宝	
旗下的领导力发展学院，旨在发掘及培育吉宝

精英，让他们能带领和支持公司取得长期的	

业务增长。

我们致力于为集团旗下各地区、各行业、	

各部门的员工提供多条职业晋升渠道。最终，

我们需要他们以同样的热忱和核心价值观带领

集团迈向一座座新的高峰。去年，我们也推出

了一套经营理念，用以指导企业的经营实践	

并为各项业务提供指南。

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我们必须灵活应变。	

在力争卓越业绩的同时，我们也要谨记社会	

责任，秉持最高的道德标准，为业务所在地	

带来持久、积极的社会影响力。我坚信，我们

能利用当前的低迷期成功实现吉宝的转型，	

将集团发展得更强大、更稳健，为后代子孙	

创造并保持价值。这是属于我们的时代。

哪些关键因素能决定吉宝的未

来成功，并推动集团实现长期

目标?

我们正在为集团创造一个稳健、可推广、可自我	
维系的商业系统，带领吉宝迈向更成功的未来。	
该系统将促进集团的协作与创新，增进协同效应，

为我们孕育一个活力充沛的营运环境。

问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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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治理与透明度

新加坡企业奖
• 吉宝企业
	 –	最佳董事会管理奖，金奖(公司

市值达到或超过10亿新元)

新加坡证券投资者协会 
投资者选择奖
• 吉宝企业
	 –	新加坡企业治理奖	

(大市值企业)，亚军	
	 –	内部审计卓越奖，亚军	
	 –	陈英华，内部审计卓越奖，

特别表彰	

企业治理及透明指数
•	 吉宝企业位列年度企业治理	
及透明指数的第三名，入选为

新加坡治理最佳及最具透明度

的上市公司之一。

东盟公司治理评分机制
•	 吉宝企业名列企业治理最佳的
前25家新加坡上市公司榜单。

卓越业务

•	 吉宝企业在2015年通商中国	
奖中荣获通商中国企业奖。

•	 吉宝企业赢得2015年亚洲	
新闻台的创新企业奖。

•	 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污水处理厂	
荣获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颁发的国家二星级绿色工业	

建筑标识。

可持续发展

•	 吉宝企业连续第三年入选	
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亚太指数，	

荣登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环球	

可持续发展指数及Euronext	
Vigeo	World	120指数。

•	 在新加坡可持续发展业务奖	
颁奖典礼上，吉宝企业获得	

战略与可持续性管理奖。

企业公民

•	 吉宝企业连续第八年荣获	
新加坡国家艺术理事会颁发	

卓越艺术赞助荣誉奖。

•	 在公益金奖评选中，吉宝爱心
慈善基金荣获企业金奖。

安全

•	 吉宝集团荣获工作场所安全与
卫生理事会和新加坡人力部	

联合颁发的35项工作场所安全
与卫生奖项，创下2015年单一
企业获奖数量之冠。

人力资源

•	 在任仕达奖评选中，吉宝企业
荣获工程建筑类别的“最具吸

引力雇主”奖。

01

01 吉宝集团在2015年	
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大奖
颁奖典礼中表现耀眼，	
横扫35个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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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架构

集团架构

岸外与海事 房地产 基础设施 投资7

•	岸外钻油台设计、建造、修理和升级
•	船舶修理与改装
•	特殊用途船舶建造

•	房地产开发
•	房地产基金管理
•	房地产信托

•	天然气与发电
•	垃圾焚烧发电
•	能源业务
•	物流和数据中心

•	投资
•	电信

吉宝岸外与海事

100%
吉宝置业

99%
吉宝基础设施控股

100%
K1 VENTURES LIMITED
(“K1创业”)5 36%

吉宝远东 100% 吉宝置业国际
东南亚和印度

100% 天然气与发电 KRISENERGY LTD
(“KRISENERGY有限公司”)5 
开曼群岛  

40%

吉宝船厂 100% 吉宝置业中国
中国

100% 吉宝燃气 100% 第一通3 & 5

19%

吉宝新满利 100% 首峰资金管理 100% Keppel Electric Pte Ltd
(“吉宝电力”)

100%

吉宝南通船厂
中国

100% 吉宝房地产信托5 46% 吉宝万里旺热电燃气综合 
循环发电6

49%

Offshor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te Ltd
(“岸外科技开发”)

100% 吉宝湾2

100%
垃圾焚烧发电

Deepwater Technology
Group Pte Ltd
(“深水科技集团”)

100% 吉宝西格斯工程新加坡 100%

Marine Technology
Development Pte Ltd
(“海事科技开发”)

100% 能源业务

吉宝美国远东
美国

100% 吉宝区域供热供冷 100%

Keppel Verolme BV
(“吉宝Verolme”)
荷兰

100% 吉宝基础设施信托5 18%

吉宝远东巴西
巴西

100% KEPPEL 
TELECOMMUNICATIONS 

吉宝电讯与通运5

80%

吉宝新满利巴西 
巴西

100% 物流和数据中心

吉宝菲律宾海事
菲律宾

98% 吉宝物流 100%

吉宝苏比克船厂
菲律宾

86% 吉宝数据中心控股 100%

里海船厂
阿塞拜疆

51% 吉宝物流(佛山)
中国

70%

Arab Heavy Industries PJSC
(“阿拉伯重工”)
阿联酋

33% 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信托4 & 5 35%

卡塔尔-吉宝岸外与海事
卡塔尔

20%

精砺控股5 24%

集团企业服务 中新天津生态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1

中国 50%

吉宝企业

1	 新方联合体持股。吉宝集团持有	
新方联合体90%股权。

2	 吉宝企业持有70%股权，吉宝置业
持有30%股权。

3	 吉宝电讯与通运持股。吉宝企业	
持有吉宝电讯与通运80%股权。

4	 由吉宝电讯与通运(30%)和吉宝置业	
(5%)持有。

5	 上市公司。

6	 由吉宝基础设施控股(49%)和吉宝
基础设施信托(51%)持有。

7	 吉宝企业已宣布，公司计划在	
2016年下半年将集团旗下的资产	
管理业务纳入投资业务部门下的	

吉宝资本控股。

	 更新于2016年3月4日。		
欲了解子公司及主要联营公司	

完整列表，请浏览吉宝企业	

网站www.kepcorp.com。

会计部 公关部 战略与发展部 企业发展/计划部 人力资源部 法律部 风险管理部 审计部 税务部 财务部 信息系统部 健康、安全和环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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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 
报告摘要

吉宝通过推动核心业务“持续增长”，	
培训拓展员工以达到“人才增益”，	
并在业务所在地推动“关怀社群”，	
致力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持续增长

我们秉持严谨的企业治理

和审慎的风险管理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不懈追求	

卓越的经营业绩。	

高效利用资源是我们的	

责任，同时也有助于提升

企业的绩效。	

通过创新及提供优质产品

和服务，我们的竞争优势

得到巩固与增强。

人才增益

员工是我们企业发展的	

基石。

作为备受欢迎的首选雇主	

之一，吉宝为员工提供丰富

的培训和发展机会，协助	

他们充分发挥潜能，以扩大	

人才队伍、增强团队实力。	

我们致力于创建强有力的	

安全文化，让每一位员工	

在辛勤工作后都能平平安安

回家。

关怀社群

作为全球公民，我们坚信	

社群的繁荣与企业的发展	

息息相关。	

我们在业务所在地积极	

融入、支持及关怀当地	

社群，共同塑造可持续发展

的美好未来。	

作为行业领袖，我们大力	

支持业内的各项倡议，鼓励

通过公开交流来推进行业	

发展。

第30 –35页 第36 –37页 第38页



集团概览   /   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 
发展管理

可持续发展报告摘要 – 可持续发展管理

我们致力在企业运营过程中兼顾盈利、安全和社会责任，为利益相关者
实现可持续增长并创造价值。

可持续发展不仅是吉宝的基本	

指导原则，更是企业战略和运营

的核心。本章节简要回顾了我们

在风险管理、环保绩效、卓越	

品质、安全与健康、人力资源	

实践与人权，以及我们的社群等

重要领域的管理方法。

管理结构
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管理与沟通涉及

集团上下的各个层面。由集团高级

管理层组成的可持续发展指导委员

会负责制定我们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	

执行委员会是指导委员会的支持

部门，下设多个附属委员会，	

负责执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并汇报

相关表现。为了加强供应链各	

环节的环境、社会及治理影响的

管理成效，吉宝于2015年成立了
供应链管理附属委员会。	

实质性分析
为了有效识别及确定集团和利益

相关者在经济、环境及社会方面

的各项问题的重要性，我们与	

外部独立顾问一同开展了实质性

分析。最近的一轮分析于2015年
初完成。

期间，我们对集团业务进行了	

内部审查，并细致分析了外部利

益相关者的各项议题，以及可能

会对集团业务产生影响的全球	

长期趋势。

为提升分析的深度和效果，我们

还举办了一系列座谈会，和吉宝

岸外与海事及吉宝基础设施的	

高级管理层展开深入的沟通。根据

座谈会得出的结论，再结合吉宝

置业和吉宝电讯与通运近期完成

的实质性分析，我们最终确定了对

吉宝企业具有实质性意义的议题。

按照相关结论和建议，我们采取

相应措施，对吉宝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和流程进行了优化。	

利益相关者参与
我们继续积极号召利益相关者参

与可持续发展，并根据他们的反

馈改善各项实践及沟通方式。	

为了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我们

针对人才、工作场所安全、健康

和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企业社会责

任活动提供了大力支持。此外，

我们也赞助及参与了各类艺术、

教育和社群活动。

最佳实践报告
我们每年定期发布可持续发展	

报告，下一期报告将于2016年7月
刊发。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采

用了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等	
国际通行的报告标准。新一期	

报告将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第四版指南编制。

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实质性分	

析和利益相关者参与实践等，	

您可登录我们的企业官方网站	

www.kepcorp.com浏览该报告。

我们的可持续发展报告附加外部

保证，目的是针对报告质量提出

客观评价。外部保证将采用2008
年发布的 A A 1 0 0 0保证标准和
ISAE3000标准。

01 我们致力于和利益相关
者密切合作，积极肩负起
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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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01

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竞争力，需要不断	

审慎地捕捉新机遇，创造新收入。凭借完善的	

风险管理体系和集团的独特优势组合，我们	

能够有效应对市场需求变化，把握潜在机会，

为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		

完善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 
我们的董事会负责监督风险管理，确保管理层

实施稳健的风险管理和内部管控体系。在董事

会风险委员会的协助下，董事会就制订风险	

管理框架、政策及指南向管理层提出了宝贵	

的建议。我们的管理层也定期向董事会风险	

委员会和董事会报告并商议关键风险问题。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列在英文版吉宝	

企业2015年年度报告的第107页。	

董事会制定了三项风险容限指导准则，用于	

确定在实现战略目标的过程中，董事会愿意	

承担的风险性质和程度。	

这三项风险容限指导准则分别为：	

(1)	承担的风险应该经过审慎评估，与潜在	
回报相匹配，并符合集团的核心优势及	

战略目标。	

(2)	单一领域的运营、投资或项目所涉及的	
风险不能过高，不能危及整个集团。	

(3)	集团对危险操作、操作失误、违法违规以	
及欺诈、行贿、腐败等行为采取零容忍	

政策。		

英文版吉宝企业2015年年度报告第101-104页	
“第十一条准则 ” (风险管理和内部管控 )	
对我们的风险管治框架进行了详细介绍。	

该框架的作用是协助管理层和董事会风险	

委员会确定集团的风险管理体系是否充分、	

有效。	

风险管理是集团各级决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吉宝的全方位风险识别和管理流程不仅

培养了员工的风险责任意识，还减轻了战略执

行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吉宝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是集团管理控制系统	

的其中一个环节，为集团提供了一个全方位、	

系统性进行风险管理的方案。它制定了解决重大

风险相关的报告结构、监督机制及具体流程与	

工具，包括集团的相关政策及限制。	

为了顺应运营环境的变化，集团不断优化企业	

风险管理框架。我们也参考《新加坡企业治理	

守则》、ISO	31000标准、ISO	22313标准，	
以及《审计委员会指南》(2014年版)。	

集团亦积极参与行业研讨会，与风险管理专家	

保持互动，以此追踪风险管理的最新进展及	

最佳实践。企业风险管理委员会由各业务部门	

管理层推荐组成，负责推动及协调全集团范围内

的风险管理活动。	

作为一家综合性集团，我们采取较平衡的风险	

管理方式。我们充分认识到，即使尽最大努力也

无法完全消除风险。为实现回报率最大化，我们

只有经过严谨评估后，才会适当承担风险。	

01 吉宝经常举行座谈会，
与董事和高级管理层分享
最新经济趋势及集团面临
的风险和机遇。	

作为一家综合性集团，
我们采取较平衡的风
险管理方式。我们充
分认识到，即使尽最
大努力也无法完全 
消除风险。为实现回
报率最大化，我们只
有经过严谨评估后，
才会适当承担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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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增长 – 风险管理

集团的风险管理流程包括五个步骤，分别为

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减轻措施的	

制定、沟通和实施，以及监控和审查。评估

过程中需要考虑已识别风险的发生机率和	

影响。	

战略风险
市场、竞争和科技 
吉宝集团面临的战略风险分为市场风险、	

竞争风险和科技风险，包括市场推动因素、

竞争局势的演变、客户需求的变化，以及	

颠覆性创新。上述风险时刻受到严密关注。

此外，集团会召开战略会议，审议经营	

战略，制定战略对策，并采取前瞻性措施	

减轻风险。	

董事会风险委员会负责指导集团制订并审核

风险政策及限制。集团定期对风险政策及	

限制进行审核，确保与集团的业务目标和	

风险容限水平保持一致。集团会通盘权衡当

前经营环境，以确保相关政策能积极有效地

管控风险。		

投资与脱售
集团制定了完善的投资和脱售提案评估	

流程。在投资及重大项目行动委员会和	

董事会的指导下，经过深入评估后，集团会

适度承担风险，同时秉持创业精神，争取	

获得最佳风险调整后回报。在向合适项目	

分配资本时，我们严格遵守财务纪律。	

这一系统性评估流程要求投资团队能在	

提案中识别风险因素并提出相应的减轻	

措施。	

投资风险评估涉及严格的尽职调查、可行性

研究和重要假设及参数的敏感度分析。需要

考虑的因素包括是否符合集团战略、财务	

可行性、投资所在国的政治与监管条规	

变动、合同条款风险的影响，以及过去所	

学到的经验教训等。投资组合时刻受到	

严密监控，确保其表现符合战略思路和	

投资回报目标。	

人力资源
为了推动集团发展，我们非常重视吸引优秀

人才、培养员工能力、维护良好的行业关

系，以及创造愉悦的工作环境。集团将继续

致力于完善继任者规划，加强人才储备，	

巩固作为首选雇主的地位。	

吉宝深知，员工需要具备风险核心意识，	

以及评估和管理风险的能力。吉宝领袖学院	

(为培养能推动和支持吉宝发展的管理人才	
而成立的全球培训中心)在核心领导力课程中
加入了风险管理培训，旨在帮助学员养成	

风险核心意识。	

吉宝集团的五步风险管理流程 

识别
分析业务策略，	

识别潜在风险。

第1步 第2步 第3步 第4步 第5步

评估
根据事件发生的概率	

和影响，评估风险等级。

减轻
制定减轻风险的	

行动计划。

实施
沟通并实施行动计划。

监控
监控并审查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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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风险
项目管理
从项目管理的初始阶段到最终	

完成，风险管理流程都是不可或

缺的环节。集团采取系统化的	

评估和监控流程，以妥善管理	

每个项目面临的关键风险。尤其

对技术上有难度的或高价值的	

项目给予特别关注，包括新建	

项目开发、涉及新技术的项目，

以及在以往未曾涉足过的国家	

开展的业务。所有项目的管理	

均遵守所在国家的环境法规和	

劳工规范。	

在项目执行阶段，我们会开展	

项目审核和质量保障计划，	

解决成本、进度和质量方面的	

问题。我们也采用关键风险指标

作为预警信号。集团内部还举行

知识分享研讨会，普及最佳	

实践，将经验教训编写成案例	

分析，以供未来参考。上述措施

有利于确保项目按时、按预算	

完成，同时满足安全和质量	

标准。		

健康、安全与环境
集团始终坚持最高的健康、	

安全与环境标准。通过举办总裁	

圆桌会议，集团评估安全实践，

讨 论 提 高 安 全 性 的 提 案 。	

集团大力培养基层的健康、	

安全与环境意识和文化，通过	

信息与管理框架，统一不同地区

的健康、安全与环境体系和	

标准。起重和车辆移动等已知	

高风险活动的培训尤其受到	

重视。	

业务及运营流程 
集团不断优化业务流程，建立	

统一服务平台，从而节省成本，

提升效率和生产力，同时注重	

改善治理和管控水平。	

集团采用 ISO标准和认证，实现	
流程标准化，推行最佳实践。	

通过瑕疵管理、运营、项目管控

和供应链管理等相关程序，提升

交付项目的质量。我们定期审查

各项政策和权限范围，并根据	

不断变化的业务要求对其进行	

调整。	

法律法规
集团密切关注业务所在国的	

法律法规变动，确保业务和运营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会定期

与政府机关机构开展沟通，及时

追踪法规的最新变化。运营过程

中的监管合规尤其受到重视。	

业务连续性 
我们制定了完善的业务连续性	

管理计划，致力于提升集团的运

营稳健性。业务连续性管理计划

让集团能够有效地应对干扰	

事件，同时保障关键业务的顺利

运作。		

为了在运营中强化未雨绸缪，	

危机管理和沟通程序也被纳入	

集团的业务连续性管理流程中。

危机管理和沟通程序需经过反复

审核和优化，以便能够有条不紊

地应对危机，快速恢复正常	

运营。管理的核心在于增强集团

的能力，有效应对危机，并保护

人员和资产安全，保障利益相关

者的利益。	

信息技术
为解决黑客攻击、病毒软件、	

移动网络威胁和数据丢失等信息

技术安全问题，集团建立了信息

技术安全管理框架。	

通过统一政策、流程和系统，	

整合服务器和存储空间，集团	

的信息技术安全、治理及管控	

水平得到了改善。我们举办了大量

用户安全教育培训，并通过考核	

演习增强员工的危险意识。此外，

集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预防	

信息丢失，保障数据安全，避免	

关键信息技术系统出现长时间	

故障。	

财务风险
虚假财务报表、欺诈及腐败  
举报人保护政策和员工守则等	

政策对商业行为和道德行为	

提出了明确要求。集团坚决反对

任何形式的腐败。内部管控体系

和流程始终受到严密监控。	

吉宝的管理控制框架体系对	

集团的内部管控和风险管理	

流程及程序作出了规定。关于该

框架的详情，请参阅英文版	

吉 宝 企 业 2 0 1 5年 年 度 报 告	
第103页。	

财务及资本 
财务风险管理系指集团履行财务

责任以及降低信贷、流动性、	

汇率及利率风险的能力。我们	

对集团政策及财务权限进行定期

审核，根据经营与管控环境中	

的变动作出适当调整。	

	

集团一贯重视财务纪律，通过合

理运用资金来取得最佳风险调整

后回报，同时保持强劲的资产	

负债表，确保能够及时把握业务

良机。其中一项流程是根据预先

设立的规章来评估交易对手。	

关于财务风险管理的详情，请参

阅英文版吉宝企业2015年年度	
报告第82-83页。	

通过实施影响评估及压力测试	

分析，可发现集团在市场环境	

变迁中所面临的风险，同时	

作出合理明智的决策并及时	

采取降低风险的措施。集团也	

定期监督业务所在国的投资集	

中度。	

以风险为核心的企业文化 
有效风险管理的成败不仅取决于

系统和流程，员工的意识和态度

也同样重要。集团力图通过四个

重要领域培育以风险为核心的	

企业文化。	

1. 领导力
吉宝的管理层致力于在集团内部

培育以风险为核心的深厚企业	

文化，大力支持各类风险管理	

倡议。重要会议、讲话和刊物均

传达一个关键信息：在决策和	

业务运营过程中应审慎地承担	

风险。	

2. 风险管理流程  
风险管理是集团战略和预算	

审查以及投资和项目规划中不可

或缺的环节。集团经营的各个层

面都需要进行风险考量，将风险

管理工具和方法论应用到各个流

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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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培训和沟通 
集团定期举办企业风险管理研	

讨会，以提升全体员工的风险	

管理能力。我们也通过各类论坛

及内部刊物进行培训和沟通。	

这些措施加强了集团上下的风险

管理纪律和意识。	

4. 绩效评估
公司通过绩效评估流程来增强	

员工的风险管理责任心。我们在	

整个集团范围内开展调查，评估	

员工的风险意识水平。		

预防性风险管理 
我们时刻警惕可能影响集团业务

的隐患。通过与利益相关者密切

合作，我们将继续对风险管理体

系进行审查，确保其充分性和有

效性。	

领导力

管理流程
绩效评估

培训和沟通

管理层大力支持
各类风险管理 
倡议

重要会议、讲话
和刊物反复传达
风险管理信息 

确保信息共享
的透明度 

提升风险管理
能力 

将风险管理 
纳入绩效考核 

明确分工和
责任 

完善的风险管
理框架及指南 

持续运用风险
管理方法论和
工具 

以风险为核心 
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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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绩效

用水量已大幅下降。该系统会	

分析水中的化学成分，精确计算

出应该排放多少污水，才能维持

蒸汽涡轮机产生蒸汽所需的水的

质量，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水资源

损失，节省运营成本，提高运营

效率。	

减少排放 
吉宝的目标是，2020年的实际排
放量较“一切照旧”情形下的预估	
排放量降低16%。	

与利益相关者合作 
吉宝置业旗下负责越南胡志明市

Saigon	 Centre(“西贡中心”)项目	
的合资公司Keppel	 Land	WATCO
与飞利浦照明(越南)合作，改装了
西贡中心一期的照明系统。	

此次合作是2014年吉宝置业与	
飞利浦在新加坡的合作的延续。

更换照明设备后，办公室租户能享

有更好的照明环境和视觉舒适度。		

01

01 吉宝讯通在欧洲	
的第一家新建型数据	
中心——荷兰阿尔梅勒	
2号数据中心采用了	
环保设计。	

02 吉宝继续巩固核心	
竞争力，并积极投资	
于人才培养和科技研发。	

绿色科技  
吉宝电讯与通运(简称“吉宝讯通”)
在欧洲的第一家新建型数据	

中心——荷兰Almere	Data	Centre	2	
(“阿尔梅勒2号数据中心”)是一座
采用环保设计的优质设施。它具

备很多环保特色，包括在寒冷季节

利用环境空气的冷水冷却系统，以

及更节能、产生更少化学垃圾的动

态旋转不间断电源系统(DRUPs)。	

吉 宝 房 地 产 信 托 在 悉 尼 的	

8	Chifley	Square(“奇夫利广场8号”)	
是获得澳大利亚国家建筑环境	

评分系统认证的五星节能建筑。

该商用建筑配备内部冷热电三联

供系统，利用燃气发动机发电，

能源效率是火电站的两倍，还能

减少碳排放。三联供技术可减少

碳排放和碳需求，已获得澳大利亚	

“绿色之星设计”认证。	

能效升级
吉宝岸外与海事把多家船厂的传

统照明灯升级为节能发光二极管

(LED)和动作感应照明设备，并在

码头区安装感应灯，改善照明之

余也可节约能源。	

2015年，吉宝基础设施的区域供
冷部门升级了樟宜商业园区域供

冷系统厂房的两套冷却系统，	

并安装线性编程实时智能控制	

系统。此外，兀兰晶片园区域供

冷系统厂房的风扇叶也被升级为

非常节能的翼型叶片。	

乌鲁班丹新生水厂发动机控制室的

隔断经过重新设计，优化了电气设

备的冷却效果，减少了制冷能耗。	

海洋金融中心(Ocean	 Financial	
Centre)、乌鲁班丹新生水厂和	
樟宜商业园的区域供冷系统厂房

安装的光伏电池已投入使用。	

此外，吉宝讯通在中新天津生态

城的配送中心采用太阳能热水器

为卫生系统提供热水。	

节约水资源
安装自动排放控制系统后，吉宝

万里旺热电燃气循环发电厂的	

吉宝致力于以环保的方式经营集团业务，并严格遵守各类环保条款和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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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品质

新元，用于增强西雅加达、伦敦

和成都的资产组合。	

吉宝讯通在新加坡的第四家数据	

中心项目动工，在欧洲的第一家	

新建型数据中心正式开业。物流	

业务方面，吉宝讯通的新加坡	

淡滨尼物流中心和越南配送中心	

已投入使用。此外，吉宝房地产	

信 托 收 购 澳 大 利 亚 墨 尔 本	

8	 Exhibition	 Street(“会展大街	
8号 ”)三套优质零售物业的交易	
已完成；吉宝数据中心房地产	

信托也成功收购澳大利亚的

Intellicentre	2	数据中心，并预收购
了德国的maincubes数据中心。	

卓越执行力
在2015年新加坡建设局大奖的	
颁奖典礼上，吉宝集团荣获八个

奖项，彰显了吉宝在设计与建造

旗下建筑和设施过程中所做出的

环保贡献。	

吉宝基础设施的子公司吉宝	

西格斯为中国北京和桂林的	

三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提供垃圾焚

烧发电技术及服务，帮助这些城

市实现垃圾可持续管理的目标。	

2015年，吉宝岸外与海事向客户
交付了七座优质自升式钻油台	

和七个非钻探解决方案，包括	

给Shell	 Philippines	 Exploration	
( “壳 牌 菲 律 宾 勘 探 公 司 ” )的	
耗 尽 浓 缩 平 台 、 给 F l o a t e l	
International	的半潜式生活平台、
三艘浮式生产储油卸油船，以及

其他特殊用途船舶和设备。	

吉宝电讯与通运(简称“吉宝讯通”)
的子公司吉宝物流荣获东盟运输

与物流大奖的 “新加坡最佳陆运	
承运商 ”称号，彰显了公司卓越	
的运营和业务水平。	

创新动力
虽然外部环境充满挑战，我们	

依然继续审慎投资于研发活动。

凭借卓越的创新能力，吉宝企业

荣获新加坡亚洲新闻台颁发的	

创新企业奖。	

2015年，吉宝岸外与海事签订了
收购LETOURNEAU™钻油台设计
和售后业务的协议，不仅丰富了

吉宝的自升式钻油台设计解决	

方案，也拓宽了为客户提供的	

售后产品及服务的范畴。此外，

吉宝岸外与海事也拓展了天然气

解决方案，包括在岸及岸外液化

科技和液化天然气运输。

营运地域多元化 
为了把握全球高潜力城市的	

机遇，吉宝置业投资约6亿1500万

02

吉宝品牌以顶尖执行力、优质和创新而享誉全球。我们的岸外与海事、
房地产、基础设施和投资部门提供全面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全球
城镇化需求。 

客户健康与安全 
在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建造及运

营过程中，吉宝尽职尽责，确保

产品和服务的适用性，避免对使

用者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危害。	

我们密切关注产品和服务在整个

生命周期内的健康与安全隐患，

并采取相应措施来减轻其影响。	

遵从法规
吉宝遵循最佳实践，严格遵守所

有相关的法律及要求。2015年，
集团未发现任何违反有关产品和

服务的供应和使用以及健康和	

安全方面的法律、条规和自律	

守则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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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 
实践与人权

01

01 吉宝通过新加坡国庆节
活动等一系列平台，为员
工创造互助协作、增进友
谊的机会。	

02 全体利益相关者的福祉
和安全永远是集团工作的
重中之重。	

我们的《行为守则》规定了集团

运营过程中需要遵守的规则。		

公平雇佣实践 
在全球业务运营中，我们严格	

遵循公平雇佣实践和当地的劳工

法规。在新加坡，吉宝认同劳资

政公平雇佣联盟 (TAFEP)规定的	
准则并签署了该联盟的公平雇佣

实践雇主宣誓。	

我们致力于创造相互尊重的工作

环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	

人权 
吉宝集团遵守并尊重《联合国	

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劳工	

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与	

权利的宣言》的基本原则。吉宝

的《企业人权声明》是我们人权

保障工作的主要指导文件，同时

依照《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的基本规定行事。	

我们绝不容忍运营中出现童工、

强迫劳动、奴役和贩卖人口等	

不道德的劳工实践。吉宝也支持

消除劳动剥削。	

技能发展
我们实施了全面的人才吸引与	

培养方案，致力于让员工充分	

发挥自身潜力。	

吉宝提供系统的学习项目，帮助

员工提升技能。我们也设立多个

培训中心，指导员工通过技术及

核心技能资格认证，支持他们	

提高技能并获得证书。集团也为

高等院校的学生提供在企业和	

行业内亲身体验的实习机会。	

2015年，我们成立了总部位于	
新加坡的吉宝领袖学院，旨在	

培养秉持吉宝核心价值观、遵循

吉宝经营理念的全球领袖。吉宝

领袖学院体现了集团对培养能	

人才是企业最宝贵的资源。我们遵循公平雇佣实践，尊重并坚持人权 
原则，积极投资于员工的培养与培训。在此过程中，我们吸引并留住了
大量优秀人才，同时增强了员工的能力。

推动企业未来发展的领袖人才的

高度重视。		

员工参与度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来促进员工之

间的沟通，增进彼此的感情。	

2015年1月，集团举办了第一届	
全球吉宝员工论坛。在论坛上，

吉宝企业总裁卢振华与来自全球

7 0多个地点的约 3 0 0 0名员工	
(其中一部分通过在线互动门户	
参加 )分享了集团的未来愿景和	
工作重点。	

我们认为团队凝聚力越强，工作

效率越高。我们将继续通过吉宝

康乐俱乐部举办的吉宝年度运动

会等各类平台点燃团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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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健康

高层重视
吉宝企业董事会安全委员会在内部战略业	

务部门安全委员会的协助下，带领集团开展	

安全活动、增强安全业绩。为了进一步统筹	

协调集团上下的安全工作，吉宝企业于	

2015年1月委任了专门的集团健康、安全与	
环境部总经理。	

在年度吉宝领袖健康、安全与环境圆桌会议和

第一届全球健康、安全与环境研讨会上，高级

管理层和安全工作人员积极探讨了如何提升	

吉宝的安全业绩。上述会议达成的行动决议	

和解决方案成为了集团下一阶段安全工作的	

路线图。	

安全评估
董事会安全委员会审议并更新了集团的健康、

安全与环境政策和五大安全原则，为集团未来

的安全管理工作奠定了基石。	

对过往事故进行深入分析后，“车辆移动”被	
增设为集团高危活动框架的关注领域之一。	

我们希望通过此举加强车辆移动时的安全	

实践。	

02

五大安全原则 

1. 每一起事故均可避免。 

2. 健康、安全与环境是我们 
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 健康、安全与环境是一项 
直线责任。

4. 阻止危险操作，人人有责。 

5. 团队协作成就优良的安全 
文化。 

表彰安全模范行为 
2015年吉宝安全大会首次举行吉宝集团安全	
大奖的评选，表彰为创造安全健康的工作	

环境而付出积极努力的员工。此外，我们还

举办了吉宝集团安全摄影比赛，鼓励员工	

捕捉并分享安全行为的美丽瞬间，从而	

进一步推广安全实践。	

减少事故 
虽然2015年的事故频率下降了，但事故严重
率有所上升，全球共有四位员工因事故	

去世。我们对痛失同事感到悲恸。事故原因

已经过详尽调查，我们也加强措施避免类似

事故重演，并在整个集团范围内通报经验	

教训。此外，我们还建立了集团健康、安全

与环境预警体系，以便更有效地分享全球	

运营中汲取的经验教训，确保及时采取预防

措施。	

安全业绩
2015年，在新加坡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	
理事会和新加坡人力部联合举办的2015年	
工作场所安全与健康大奖颁奖典礼上，吉宝

荣获35个奖项。		

安全是吉宝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吉宝致力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 
创造零事故的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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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宝爱心慈善基金 
吉宝爱心慈善基金是集团旗下的

慈善机构，致力于支持环境保护、

普及教育和关爱弱势群体等各类

倡议。	

吉宝志愿者
我们的社群关怀活动以志愿者文

化为基石。吉宝志愿者定期组织

活动，为德教太和观、特别需求

者协会等新加坡非盈利机构提供

帮助。2015年，集团员工完成近
5000小时的社区服务。		

我们也积极开展以技能提升为主

的志愿活动。2015年6月，吉宝的
多名财务专业人员在非盈利组织

Care	Corner举办讲座，帮助低收
入家庭学习基本的财务技能。	

繁荣社群 
在 越 南 ， 吉 宝 置 业 赞 助 了	

“文字轮上行”移动图书馆项目，	

在胡志明市郊区乡村推广普及	

儿童阅读。	

至今，已有50多名吉宝员工参加
了该项目的七次志愿旅行，帮助

当地儿童学习英语并开展其他	

学习活动。	

在巴西，巴西远东船厂的工程师

发起了“Teach-It-Forward”项目，
为安哥拉杜斯雷斯公立学校的青

少年提供帮助。除了给需要学业

指导的学生开设葡萄牙语和数学

课，志愿者还在多所高中进行演

讲，分享他们的学习和职场经

历，激励学生们努力进取。	

推广艺术
吉宝捐赠1200万新元在新加坡	
国家美术馆成立的吉宝美术教育

中心是亚太区第一家专门让年轻人

接受艺术熏陶的艺术教育机构。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于2015年11月

我们积极贡献时间及资源，力图为业务所在地的社群带来积极正面的 
影响。吉宝集团把最高达每年净利1%的款项捐赠给有意义的慈善事业。

01

开放，是新加坡最新的视觉艺术	

展馆。吉宝是该美术馆的创始赞

助商之一。	

我们还为 “吉宝之夜 ”项目提供	
赞助，这是一个与滨海艺术中心	

合作的项目，旨在为新加坡邻里	

学校的学生提供观看世界级精彩	

演出的机会。自2013年11月重新
推出后，已有44所学校的9000多
名学生从中受益。	

促进合作 
为促进企业和非盈利组织之间的	

合作，新加坡国家志愿者和慈善	

中心、国家社会服务理事会和	

公益金于2015年9月共同组织了	
一场企业慈善捐赠联谊会，吉宝	

担任赞助商和主办方。	

我们的社群

01 新加坡国家美术馆	
的吉宝美术教育中心旨	
在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	
和创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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