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確保員工健康不只是企業
應盡的社會責任，更是企業達
致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基礎。中
信証券國際有限公司（下稱中
信証券國際）早在1998年已
逐步推行多項無煙措施，並安
裝空氣淨化機，防止二手煙霧
在工作間散播。近年，該公司
更積極推廣無煙文化，透過耳
濡目染的方式鼓勵員工戒煙。

中信証券國際相信，即使是簡單的擺設、用具或單張，亦有助
推動員工戒煙。

▲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believes simple furnishings, utensils
or flyers can help to encourage staff to quit smoking.

公司
簡介

券作獎勵。「同事均積極參與，比賽開始當天的早
上已收到大量參加表格，反映他們對無煙信息的關
注。」

鼓勵較強迫奏效
對於上述措施的成效，王綺蓮笑言難以量
化統計，但她深信，企業主動向員工提

▲

供相關資訊，長遠能收潛移默化之效。

除在茶水間擺放無煙資訊，中信証券國際更於
茶水間提供「手指餅」，鼓勵員工以零食代替
吸煙。

「提醒和鼓勵較強迫更易獲員工接
受，所以在管理層的支持下，人

Apart from displaying smoke-free information in
the staff pantry,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also provides sponge fingers to encourage its
staff to substitute cigarettes with snacks.

力資源部近年積極構思新穎的活
動，推動同事實踐無煙生活。」

先行一步 明令內部禁煙

王綺蓮認為，企業要建立無煙文化，關鍵
事灌輸健康生活的理念，而去年更把『無煙日』

在於有關信息能否傳遞予員工，讓他們了解推行這

定為其中一天的主題。」王綺蓮透露，活動期間除

些措施之目的。「企業毋須投放太多資源，已可幫

於茶水間擺放無煙資訊，並提供「手指餅」，鼓勵

助員工改善健康、減少他們在辦公時間外出吸煙的

員工以零食代替吸煙外，更透過內聯網設立無煙資

次數，從而提升工作效率，以及協助政府推廣無煙

訊平台及舉辦無煙問答比賽，勝出的同事可獲餐飲

文化，履行企業公民責任。」

 中信証券國際透過內聯網設
立平台，並舉辦創意活動如
無煙問答比賽，可引起員工
的關注，並向他們灌輸相關
知識。

▲

中信証券國際
吸

煙縱屬個人自由和權利，但為使員工能在
舒適健康的環境下工作，中信証券國際在

 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C
has set up a platform on
the company intranet and
rolled out innovative activities
such as Smoke-Free Quiz
Games to raise awareness
among staff and instil related
knowledge in them.

尊重員工選擇的同時，亦致力透過不同途徑，
讓員工了解更多煙害和戒煙的資訊，助他們和
家人實踐健康生活。

發揮創意

軟性推廣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takes the lead to launch the smoke-free policy

「保障員工身心健康是企業應有的社會責
任。」中信証券國際執行董事兼人力資源部主
管王綺蓮表示，中信証券國際貫徹母公司—中
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價值觀，在成立之初已
推行無煙工作間措施，並在2002年發出內部指
引，列明室內禁煙的地方。
儘管措施早於政府立法推行無煙工作間之

▲ 王綺蓮認為，企業建立無煙文化的關鍵，在於有關信息能否傳遞予員工。
Elaine Wong believes that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is very crucial for
successful smoke-free measures.

前落實，但王綺蓮說，同事對有關措施均持正面和合作

被列為法定禁煙區，中信証券國際進一步把重點擴展至

的態度，「即使措施推行初期曾有個別同事違規，但經

推廣無煙文化。

提醒和勸喻後，他們都樂於遵從。」而隨室內工作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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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証券國際乃中信証券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全資附
屬子公司。該公司致力成為專注中國業務的國際投資
銀行，以及作為中信証券海外業務的拓展平台，現有
員工約三百名。

「3年前，我們首辦『生活與工作平衡周』，向同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CSI)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staff is very crucial for

is a wholly owned subsidiary of CITIC Securities Co., Ltd.

successful smoke-free measures so that they are fully

CSI has been adopting a gradual approach in implementing

aware of the objectives. As such, the company launched a

smoke-free policies since 1998, and recently  concentrating

Work- Life Balance Week and Smoke-Free Quiz Game in

in promoting a smoke-free culture through encouragement

2011. They always display smoke-free information in the

and innovative activities.

staff pantry. During the campaign, they provided sponge

Elaine Wong, Executive Director and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CITIC Securities International, believes that

fingers to encourage staff to substitute cigarettes with
sna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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