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先大獎 Grand Award
   對人體來說，吸煙禍害無
窮；而對存放大量易燃物料的
英坭廠房來說，「吸煙」這個
動作更極具危險性。因此，青
洲英坭早於1998年，已推廣
無煙廠房，並致力支持及幫助
員工戒煙。

公司
簡介

坦言，在水泥製造業推行無煙措施，不能操之過急，
「即使是上述收效的嚴厲措施，也是經過多年修正和
調校而得出來的成果」。由於水泥製造業以男性僱員
為主導，加上吸煙員工的煙齡甚高，要克服挑戰，令

青洲英坭

▲

他們改變生活習慣的話，便得小心部署，軟硬兼施。

蔡家強（左）︰企業要成功推行無煙措施並建
立文化，箇中關鍵就是不斷檢討和修正，從細
微處強化相關策略。（旁為成功戒煙的員工）
Choi Ka-keung (left with a staf f who quitted
smoking): Constant review and modification enable
Green Island Cement to develop its unique smokefree culture in small steps.

安全至上 嚴禁吸煙減意外
青

洲英坭在1998年開始推廣無煙文化，十多年來從細微處

青洲英坭有限公司於1887年在澳門青洲創辦，現為
長江基建旗下公司。業務包括製造英坭、東南亞採
礦，以及船泊運輸。現有約300名員工，早於1998年
已開始實施無煙工作間。該公司位於屯門踏石角的廠
房是香港唯一整體水泥產品製造廠，佔香港市場約三
份之一。

房全面禁煙，部分吸煙員工亦成功戒煙；對此，管理層

首先，管理層定立清晰方向和實踐無煙廠房的條

更以現金獎和公開表揚的方式，鼓勵這批成功戒煙的員

例，讓負責執法的同事有據可依，鞏固打造無煙廠房

工。「他們體驗到戒煙的好處後，自然會與同事分享，

的根基。接，廠房亦從軟件手，透過舉辦健康安

而這股風氣在同儕間會產生協同效應。培育無煙文化，

全講座，講解無煙廠房的重要性，並設立教育廊張貼

正是推動同事戒煙的關鍵。」

煙害和戒煙資訊，讓員工明白吸煙的害處。同時，在

現時，該公司亦向外判公司及其工作人員提出禁煙

廠房內多個地點均張貼「共建無煙廠房」的標誌，並

要求。換言之，廠房內一律禁煙，若發現有違規者，將

鼓勵員工同心協力支持無煙環境。

即時逐出廠房。蔡家強希望，能把無煙文化進一步向外

協同效應培育無煙文化

推廣。他亦喜見，部分與公司合作的外判公司員工，
在遵守青洲英坭的

在開始推行無煙措施之初，青洲英坭仍在廠房內

廠房規則期間，亦

設立吸煙區，及後才把吸煙區的範圍逐步收窄，最後

能充分體驗無煙的

令整個廠房正式成為非吸煙區。蔡家強表示，隨廠

好處，繼而嘗試戒

手，不斷檢討、修正，甚至為無煙措施加入新元素，

煙。

逐步鞏固公司內的無煙文化，成為企業間的無煙先鋒。青洲
▲

英坭（集團）有限公司香港水泥業
務總經理蔡家強指出，推行無煙最
大的原因是廠房不適宜點火吸煙，
「英坭廠房佈滿易燃物，若員工點

The management decorated an educational corridor to introduce
smoking cessation services and display information of smoking
hazards and smoking cessation.

The company implements
strict smoke-free policies
and put up slogans to
remind staff and visitors
of the smoking ban in the
factory premises.

火吸煙的話，出現事故的機會率將
大大增加」。

逐步修正改變員工
▲

▲ 廠方成為員工的戒煙支援平台，設立教育廊張貼煙害及戒煙
資訊，讓員工明白吸煙的禍害。

青洲英坭以「共建無煙
廠房」為目標，嚴格實
施無煙政策，並張貼標
語，鼓勵員工及外來人
士遵守公司的無煙理
念。

故此，同屬非吸煙人士的管

英坭廠房佈滿易燃物，絕對需要實施全面禁煙。
A full-scale smoking ban is indispensable in a cement factory stocked with
inflammable materials.

理層於十多年前已銳意推行無煙
工作間，嚴格實施無煙政策，鼓勵
員工遵守公司的無煙理念。蔡家強

Green Island Cement: Safety is the top priority,
                      smoking ban prevents accidents
Founded in 1887, Green Island Cement Company

points out male dominants the cement manufacturing

Limited has 300 staff with business in cement

industry, so the company takes a two-sided approach to

manufacturing, mining in Southeast Asia and shipping.

change the smoking habit of staff gradually. Management

The company first introduced the smoke-free policy in

provides rewards and recognition to quitters while strictly

1998. With constant review and modification, Green

enforces the smoking ban inside the whole factory

Island Cement developed its unique smoke-free culture in

premises. Choi highlighted that education and promotion

small steps.

are also important to foster a smoke-free environment for

C h o i k a - k e u n g , G e n e r a l M a n a g e r, H o n g K o n g

both its staff and visitors.

Cement Division, Green Island Cement Holding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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