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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介绍。  

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总结了芙拉瓦丽岛度假村过去两年的可持续发展进展，反思成功与挑战以及 2018 年至 20

21 年的绩效数据。环境、经济、社会文化、质量以及健康与安全领域在编写报告时考虑到这一点。

此外，芙拉瓦丽岛确保遵守上述领域的法规，例如企业社会责任、雇佣法、健康与安全以及环境

法律法规。最后，该报告有助于关注关键的 KPI 和目标，这些 KPI 和目标旨在增加积极影响，

因此准备好在未来出现偏差时采取纠正措施。 

 

我们的愿景和使命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愿景基于皇冠度假村和占婆度假村的共同愿景声明。 “年复一年，CCR 及其员

工将被公认为马尔代夫最成功的酒店和度假村管理集团。” 

芙拉瓦丽岛寻求通过节能实践和可持续教育对我们经营所在的社区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我们的

客人提供高质量的服务。我们承认需要在各级进行负责任和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并且我们努力将

良好的环境实践纳入我们的所有决策和运营中。 

 

为了实现我们的愿景，我们的使命是确保每一项行动都经过评估，了解其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

影响，同时超越我们的客人、利益相关者和员工的期望。我们在 Crown 和Champa Resorts 以及 

Hurawalhi Island Resort 的共同价值观使我们能够提供卓越的住宿、服务和最高水平的客户满

意度的独特组合，并特别强调价值的创造。芙拉瓦丽岛的发展目标是不损害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的核心价值是“激励和持续改进” 。 CCR和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将永远不会停止

以渐进的方式寻求新的挑战。 Hurawalhi 正在产生新的想法并重新发明业务，同时审查实践和系

统以变得更具创造力。这一核心价值观基于 CCR 的整体支持价值观，包括尊重、同理心、真诚、

开放、可靠、信任和敏感。这些价值观通过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和演讲传达给每个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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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拉瓦丽岛简介 

 

可持续发展计划大纲 

芙拉瓦丽岛环境可持续性计划概述旨在在我们的运营中建立和促进可靠的环境实践，并将可持续

发展理念融入所有度假村活动中。在各个层面，我们都必须实行道德和可持续的环境管理。将努

力将良好的环境实践纳入我们的所有决策和运营中。我们认为可持续的商业实践对于我们成功发

展业务和创造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客人现在和未来期望的持久价值至关重要。 

我们的度假村努力维护以下价值观： 

 建立道德环境目标并整合验证过程。 

 遵守所有与可持续性相关的适用环境法律和法规。 

 应用“5R's”概念来减少浪费。 “5R”包括以下步骤，应按相应的顺序应用：拒绝、减

少、再利用、再利用、回收。 

 通过以下方式积极改善环境绩效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o 采取措施减少污染物和其他有害物质的排放。 

o 酒店照明和电器，在不需要时通过调节灯光亮度来确保高效能源使用。 

o 在水槽和淋浴喷头中使用低流量曝气器作为节水的一种方式。 

o 通过审查采购实践和分离废物以供再利用和回收，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 

o 在我们的员工、客户、供应商和社区中提倡对环境负责的行为并就环境问题进行教

育。 

o 监控我们的环境影响并设定目标以不断改进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工作。 

 

为追求这项事业，我们将评估酒店活动，并寻求改善任何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的活动。此外，我

们将向客户和客人提供公共展示信息，以教育他们了解我们的活动对我们的影响，并鼓励他们帮

助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致力于环境管理、可持续商业实践和优质服务的政策。 

该政策将定期修订，以确保其适用于度假村的活动，并与 CCR 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愿景以及

行业不断发展的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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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拉瓦丽岛的主要可持续发展参与者 

 

 

 

该政策会定期修订，以确保其适用于度假村的活动，并与 CCR 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愿景以及

行业不断发展的标准保持一致。 

 

我们的总经理 Bradley Calder， 度假村经理 Ali Navaz 、总工程师 Priyantha Kulathunga 和

人力资源经理 Bijo Antony Sebastian以及芙拉瓦丽岛团队始终确保在各自分配的任务下一切都

井井有条。 

 

可持续性和企业社会责任是已宣布的公司政策的一部分，不仅包含在我们的使命或愿景声明中，

而且被理解为开展业务的态度问题。行动和想法来自各级管理层和员工。可持续实践的全面监督

由我们的总经理 Bradley Calder 负责。他和整个芙拉瓦丽岛团队努力在日常运营中超越卓越。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认为当地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尊重社区并与社区合作使度假村

和当地社区都受益。芙拉瓦丽岛通过各种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积极为当地社区和当地环境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贡献。 

 

 

 

 



  

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2 5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完全致力于建立、维护和定期评估内部和外部系统和流程。指定的质量方针 确

保服务始终完全满足客户的要求。每位部门负责人都有责任密切关注所提供服务的质量。总经理

在管理团队的支持下共同维护和评估芙拉瓦丽岛的质量管理体系。 CCR 培训与发展和质量保证团

队对团队成员进行各种培训，以便他们按照期望的标准履行其角色的所有职能。 

 

了健康与安全政策，作为所有客人和员工的指南。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尽一切努力提供轻松安全的

环境，以确保客人和员工始终安全。每月为所有团队成员安排各种培训课程和演习，以确保他们

拥有适当的知识和技能。所有员工都必须保持警惕，并以与可能造成的伤害相关的频率在度假村

场所内进行风险评估。芙拉瓦丽岛不断改进操作方法，以消除工作场所的事故，并识别每个区域

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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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行动、KPI 和监控  

芙拉瓦丽岛可持续发展政策确保社会和环境行动能够增强积极影响，减轻或避免运营对岛屿、地

球和人民的负面影响，同时增加我们的利润。我们认识到我们对马尔代夫当地社区、环境和资源

的责任。我们确保我们的活动符合相关法律。因此，芙拉瓦丽岛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涵盖环境行

动、员工、健康和安全、质量保证、负责任的采购、当地社区和儿童保护。此外，还提供标准操

作程序 (SOP)，以确保遵守标准，并帮助衡量和监控概述的关键领域的进展。 

考虑到我们的地理位置这一事实，引入新的和更多的测量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从海外进口所有

商品，而马累的货品非常有限。这可能非常耗时，如果必须引入新的技术系统，制造成本会更高。

看似容易的事情以及我们在过去一年中学到的东西可能更难实现。然而，我们继续以良好的精神

开展新项目，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而且趋势正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目前最重要的目标已经接近完成，我们会做得更好。减少浪费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因为我们看

到了最大的可能影响。 

 

可持续活动 

芙拉瓦丽岛以一系列环保事业为荣，因此不断努力将其对脆弱的生态系统的影响降至最低，而它

是其中的一部分。走向绿色是一种责任而不是一种选择，在确保客人的满意度和舒适度时，可持

续性和生态意识不会退居二线。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坚信发展可持续旅游业是现实，以满足客人和当地社区的需求，同时保护和增

加未来的机会。因此，芙拉瓦丽岛致力于管理资源，以满足今世后代的经济、社会和审美需求，

同时保持文化完整性和基本生态过程，包括生物多样性和生命支持系统。 

 

 

 

 

 

 

 

 

 



  

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2 7 

 

常规岛屿和海滩清洁 UPS 

 

每年 9 月的最后一个周末，芙拉瓦丽团队和客人马尔代

夫与全球数百万其他人一起参加一年一度的清洁世界活

动。 Prodivers 团队与海洋中心的成员和客人一起在当

地的珊瑚礁上进行珊瑚礁浮潜和水肺潜水清理。虽然清

洁世界是一项重大活动，也是全球运动的一部分，但我

们在日常运营中非常重视环境。全年定期进行岛屿清

理。 

 

 

芙拉瓦丽 (Hurawalhi) 团队进行了珊

瑚礁清洁，以在世界环境日做出贡献。 

 

 

 

 

 

 

 

 

世界环境日 

 

2022 年 3 月26日星期六在芙拉瓦丽岛庆祝地

球一小时 

地球一小时倡议的参与人数惊人，来自 185 

个国家和全球数百万人关灯一小时，作为对

积极的承诺的象征性承诺 

环境变化。 

Hurawalhi Maldives 很荣幸成为这一倡

议的一部分！ 

 

 

 

 

地球一小时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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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花园 

岛上的保护措施包括保护岛上的本土植物（芙拉瓦丽岛上 70% 

的植物都是本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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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方针 

Hurawalhi Island Resort & Spa 的管理层（健康与安全委员会）致力于环境保护，并通过认识

和实践有关环境问题的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机制，不断努力减少酒店对环境的影响。 

通过这项环境政策，芙拉瓦丽岛将： 

 确保遵守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 

 根据目标衡量环境绩效，确保定期审查进展情况 

 就环境承诺对员工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自己在实现目标和指标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邀请宾客支持芙拉瓦丽岛减少环境影响的努力 

  

为实现 2022 年至 2023 年的环境目标，我们将 

 通过在客房和厨房安装节能空调和其他制冷设备，与 2020 年相比，我们的能源消耗减少 

2% 

 通过在公共区域安装创新的传感器控制水龙头，与 2019 年相比用水量减少 1% 

 通过确定再利用或回收这些材料的机会，与 2019 年相比减少 5% 的废物 

 继续对员工进行环保意识教育，人数较 2019 年增加 5% 

 确定机会，为我们的潜在有害化学品寻找可生物降解或天然的替代品，并与 2019 年相比

减少 5% 

 确保 10% 的非消耗品由回收材料制成 

 并保持我们的Travelife酒店和住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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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生物与生物多样性 

 

珊瑚园艺和珊瑚礁保护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于 2016 年底开业。从那时起，我们就格外关注珊瑚园艺和珊瑚礁保护。 

2021 年 11 月下旬，我们启动了新的珊瑚种植项目。 

 

为了创建一个珊瑚花园，我们收集了珊瑚碎片并

将它们放入框架中。框架位于与我们收集珊瑚碎

片的位置相同的深度，以避免温差。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的珊瑚花园是由管理团队与专业潜水员团队、海洋生物学团队和客人共同发起

的。 

 

这些保护工作提供了绝佳的浮潜体验，同时让芙拉瓦丽岛可以分享马尔代夫海洋的美景，并通过

综合宾客活动培养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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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提供有关访客应用程序的信息； 

环境：马尔代夫共和国拥有非常脆弱的陆地和海洋生态系统。请勿触摸水中的任何动物，

尤其是海龟。请记住，珊瑚礁是地球上最复杂的生物系统之一。踩踏甚至触摸它都会造成无法弥补

的伤害。 

马尔代夫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采取了非常严肃的态度，游客不得将珊瑚、贝壳、沙子带出该国，芙

拉瓦丽岛的椰子和其他植被受到马尔代夫法律的保护。请不要收集并带离岛。 

芙拉瓦丽岛的气温一年四季都非常炎热，从 28 到 34 摄氏度不等。建议您每天至少喝 2升水以防

止脱水。 

芙拉瓦丽岛是许多动物的家园，包括蜥蜴、壁虎、蝙蝠和螃蟹。我们在芙拉瓦丽岛或马尔代夫环礁

周围没有任何危险的动物。 

钓鱼：根据马尔代夫法律，岛上或周围或码头上的任何地方都不允许钓鱼。如果您对钓鱼

感兴趣，请参阅“钓鱼”部分或联系我们的客户服务团队，他们将非常乐意为您提供帮助 

  

芙拉瓦丽岛钓鱼最佳实践 

渔业是马尔代夫的生命线。在马尔代夫钓鱼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传统上，所有社会成员都参与

了这项活动。当男人捕鱼时，社区的妇女会晒干、加工和准备鱼以供消费或出口。 

芙拉瓦丽岛正在尽最大努力通过支持这些捕鱼的最佳实践来保持传统。 

 设备的 

为工作使用正确的设备会使它变得非常不同，例如脱钩工具等 

 

 着陆程序 

在客人上岸时协助客人。脱钩时快速识别鱼。如果尺寸低于限制 – 必须将鱼放生。 

 

 储存鱼 

将鱼存放在海水浆中——一桶海水+两桶冰。 

 

  旅行包总限额 

每人可以带回准备和烹饪的鱼的总量。一次钓鱼之旅的客人/夫妇每人 1 条鱼。 

 

  个别物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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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栋别墅仅允许客人保留特定数量的特定种类的鱼。即珊瑚斑，一位客人只能带回1条这

种鱼。所有受保护的物种将立即放生，不能保留。 Hurawalhi Maldives 的政策是不捕捞

任何受保护的物种，例如巨型石斑鱼或花石斑鱼。 

 

 鱼的大小限制 

客人只能携带超过成熟尺寸的鱼，如下所示，尺寸过小的鱼必须放生。 

 

 

OECMs（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 

我们已成为首批为芙拉瓦丽岛及其周边珊瑚礁申请 OCEM 海洋保护区指定的六个度假村之一。 

拟议的保护区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含多种多样

的栖息地，支持被列为易危和濒危物种并具有生态意

义的众多物种。海草床、沙质泻湖、浅礁滩和礁壁等

具有不同特征的地点环绕着岛屿。存在多样化和丰富

的珊瑚和鱼类群落，它们显示出对变暖温度的适应能

力。作为早期生物圈保护区工作的一部分，在调查期

间，芙拉瓦丽岛周围的珊瑚礁通道和海草床被发现是

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栖息地，特别是对于下述红色名录物种而言： 

芙拉瓦丽岛西南航道， Kahlifushifaru kandu , 是一个重要的鲨鱼聚集地。在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在+74次潜水中有 7;37+ 次目击到濒危灰礁鲨（平均每次潜水 42 次），2;4

08 次目击到易受伤害的银鳍真鲨（平均每次潜水 17 次）潜水）。其他脆弱的板鳃类动物，如红

树林鞭鳐、圆带尾鳐和柠檬鲨，也经常在这里遇到。 

全年都会看到濒临灭绝且极其罕见的华丽鹰鳐和难以捉摸的魔鬼鳐（据信主要是濒危短角侏儒魔

鬼鳐）。在 2021 年 5 月至 2022 年 4 月期间，芙拉瓦丽岛周围进行了 663 次潜水/浮潜，共

记录到 139 次魔鬼鱼目击事件。这不包括客人在额外期间看到魔鬼鱼的次数。自 2019 年 5 月

以来的三年里，在拟议的保护区内记录了 13 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华丽鹰鳐目击事件： 

芙拉瓦丽岛珊瑚礁和海草床也是至少 17 只已知的极度濒危玳瑁个体（在 12 个月内有超过 240 

次目击事件）和至少 19 种已知的濒危绿海龟个体（超过 440 次目击事件）的家园12 个月期间

的目击事件）。幼年、亚成年和成年黑鳍礁鲨、斑点鹰鳐和护士鲨经常被发现躲在浅滩中并以珊

瑚礁为食。珊瑚礁蝠鲼偶尔会来访，附近的沙洲是重要的觅食聚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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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人 

承诺质量保证是芙拉瓦丽脱颖而出并不断努力做得更好的原因。芙拉瓦丽岛的目标是在皇冠和占

婆度假村 (CCR)更广阔的愿景和使命下，成为马尔代夫酒店和旅游业领先的度假酒店。为实现这

一目标，我们致力于在内部和外部实施、维护并持续评估运营系统和流程。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制

定了最低质量标准，指导所有部门选择服务和产品。客人满意度调查以及各种服务审核和质量保

证工具到位，使芙拉瓦丽岛度假村和水疗中心能够确保维持产品和服务的标准。 

质量方针基于 3 个基本原则： 

 

1. 确保我们充分识别并满足客人、供应商和团队成员的需求。 

2. 查看我们的服务提供流程，识别错误的可能性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消除它们。 

3. Hurawalhi Island Resort & Spa 的团队成员充分了解各自的工作要求并接受过培训，

遵循标准操作程序，管理层负责将合适的人分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 

 

为了实现芙拉瓦丽岛的新目标，我们与福布斯旅游指南合作伙伴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官方福布斯旅游指南标准 

入职流程的第一步，也是您合作的第一个好处，是我们为您提供随附的《福布斯旅游指南》2021 

年酒店服务和设施标准。这些标准是我们的检查员在评估房产时将使用的标准。请仔细阅读这些

内容并与您的团队分享。由于我们的标准是保密的，因此我们要求不要与您财产以外的任何人分

享这些信息。如您所知，这些标准以及全球合作伙伴评级报告代表了我们合作伙伴关系的大部分

价值。 

  

forbestravelguide.com 上的个人资料页面 

作为您入职流程的一部分，我们期待在 forbestravelguide.com 上发布酒店的简介页面。为了让

我们创建您的页面，请填写随附的个人资料工作表，并发送 5-20 张房产图片： 

  

• 尽可能采用最高分辨率（至少 1900 像素宽、1063 像素高和 150 dpi） 

• 水平对齐 

• 没有模特 

• 包括描述性文件名或简短的图像描述 

 

培训与支持 

符合福布斯标准的持续培训和发展计划有效地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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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参与 

后宅之旅是让客人了解芙拉瓦丽岛如何以及做了什么来支持环境的一项很好的锻炼。房屋后部之

旅包括参观 Ro 工厂、发电机房、太阳能电池板、回收中心、STP 工厂和带洗衣房和有机花园区

的一般员工区。 

这次旅行由我们的总工程师进行，为加入的客人解释所有系统并回答问题 

有机花园展示轮由行政管家照管。回答有关岛上有机花园和植被的所有问题。 

 

成就 

2022年 

2022 年马尔代夫旅游贸易奖 

2022 年最佳婚礼目的地 

2022 年最美丽的度假村 

 

2022 年 AGODA 客户评价奖 

成为客户评分和评论评分超过 8.0 分的最佳酒店之一。分数是 9.5 分（满分 10 分）。 

 

2022 年在 HOLIDAYCHECK 上推荐 

成为 2022 年 Holiday Check 推荐的评分最高的酒店之一。 

分数是 5.9 分（满分 6 分）。 

 

2022 年 BOOKING.COM 旅行者评论奖 

Booking.com旅行者评论奖，评分为9.6（满分 10） 

 

2022 年旅行者之选奖得主 

Tripadvisor上全球 10% 的酒店之一，这些酒店一直收到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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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旅行者之选，芙拉瓦丽岛在过去 3 年中一直是马尔代夫 10 大最佳度假胜地之一。

 

 

当地社区参与 

芙拉瓦丽岛度假村的政策通过其企业社会责任计划积极促进当地社区和当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并将继续这样做。 

芙拉瓦丽岛认为当地社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与社区的相互尊重和合作将使度假村和

当地社区都受益。社区发展、环境保护和社区经济发展将通过以下各种参与方式实现； 

 员工招聘 

 与工作相关的职业教育课程 

 购买当地种植的水果和蔬菜 

 购买鱼 

 演艺人员的参与 

 与学校学生的互动 

 从邻近岛屿租船或乘船 

 本地员工的额外福利 

 紧急援助 

 除害虫 

 教育赞助 

 遵守法律法规 

该度假村非常积极地保护岛屿及其周边地区的环境。度假村与当地环境顾问 CDE 合作，后者负责

监督度假村的活动并提供咨询，以尽量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芙拉瓦丽岛非常支持当地社区。在靠近度假村的岛上，好处更大。 

来自马尔代夫不同地区和邻近当地岛屿的许多马尔代夫人获得了大量工作机会。住在附近的人下

班回家，第二天上班前回来。给他们机会去他们的家人和家里。 

周边岛屿的支持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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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购买当地渔民每天从Hinnavaru或Naifaru捕获的当地鲜鱼。 

 邀请邻近岛屿的学校前往芙拉瓦丽岛进行曝光之旅 

 

 

 

 

 

 

 

 

 

 

 

 

 

 芙拉瓦丽岛常驻海洋生物学家，参观邻近欣纳瓦鲁岛的拉维亚尼教育中心，介绍海洋环

境。 

 参加和支持当地的体育赛事 

 

 

企业社会责任 

最后，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社区福利和发展也是芙拉瓦丽岛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与政府的协作和

伙伴关系中，CCR 的所有者还通过非政府组织 Ali Fulhu Thuthu Foundation (AFTF)协助全国项

目http://www.aftfounda-tion.org/ 

AFTF 完全由 CCR 的所有者资助，目的是通过合作在社区发展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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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活动 

芙拉瓦丽岛的员工来自全球不同国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虽然每个人的背景都是独一无二的，但

必须尊重和理解彼此的差异，才能在岛上和睦相处，共同成功地工作作为一个团队。所有员工的

官方工作语言为英语。 

 

 

美容标准和住宿 
为所有员工提供制服，并对男性和女性员工实施适当的仪容仪表标准。芙拉瓦丽岛的主要目标之

一是创造一个让员工以工作为荣的环境。芙拉瓦丽岛管理层高度重视那些表现出持续忠诚和努力

的人的努力，并希望通过提供一定的员工福利来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大多数员工合租，而一些团队成员则分配了一个单独的住宿。所有员工房间都配备了基本的房间

家具和便利设施。 

 

娱乐设施和认可 
芙拉瓦丽岛的员工在一个非常小的环境中工作，因此我们的业主进行了相应的投资，以使工作场

所尽可能地令人兴奋。供员工使用的设施包括与员工和客人共用的室外足球场、排球场、羽毛球

场、健身室、游戏室、现代电影院、理发店和带游泳池的团队房，团队成员在休息时会面时间和

下班后。一家小型员工商店免费提供日常额外需求。 

我们的体育委员会定期在工作人员中组织排球、印度运动会或足球锦标赛，并与其他岛屿球队一

起，由业主提供经济支持。我们的团队成员高度赞赏此次活动。 

 

 

 

 

 

 

 

Departmental Volley Tournment 

 

Staff Cricket Tour Staff Fishing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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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政策 

Hurawalhi Island Resort 坚信保护和支持员工的权利以及一般人权。在芙拉瓦丽岛工作的员工

是提供优质服务并与度假村住宿客人保持适当关系的主要资产。当员工快乐地工作时，他们也可

以为客人提供美好的时光。 

为了向芙拉瓦丽岛保证： 

 与员工签订书面合同，明确规定工资、工作类型、工作日和工作时间。这符合马尔代夫劳

动法 

 确保所有员工都按照既定的标准薪资结构获得报酬，无论其年龄、性取向、性别、种族、

宗教、文化或残疾 

 保持公平的招聘政策，选择最适合工作的申请人。度假村保持的唯一保留是在具有同等资

格的情况下支持当地候选人 

 在工作期间为所有员工提供保险 

 确保员工充分了解每个部门和度假村内的健康和安全规则 

 告知所有员工如果他们有任何投诉、问题或建议，可以与部门主管和/或主管交谈的时间

和地点 

 至少每月一次与每个部门的小组举行员工会议，或为所有员工召开一次全体员工会议，以

便所有人都了解任务和责任 

 明确每个人的行为都尊重彼此和客户，无论年龄、性取向、性别、种族、宗教、文化或残

疾。严禁度假村内的歧视 

 

 

Football tournament  
National day team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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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权利和立法 

 

员工的权利非常重要，为了遵守劳动法和人权法，芙拉瓦丽岛实施了各种标准操作程序来保护员

工和管理层。遵守劳动法和人权，以在管理层、业主和团队成员之间实现平衡的工作关系。人力

资源部门了解最新的员工规章制度，从而建立顺畅的工作关系。需要记住的移民和工作安排要点

都在这些文件中。 

以下链接提供了有关移民和工作安排的一些信息： https : //www.trade.gov.mv/dms/161/14531

98480.pdf 此外，该链接还涵盖了芙拉瓦丽岛适用的重要信息和立法包括涵盖金融部门的政策、

货币政策和马尔代夫注册银行的标准 

 

移民政策 

根据当地法律和《现代奴役法》的要求，实施了办理外籍员工员工护照文件的程序。人力资源部

已申请并促成雇员与雇主之间的协议。该政策自2018年起实施，作为护照保管的附加政策。 

 

保护和骚扰政策 

芙拉瓦丽岛承认所有团队成员都有权受到有尊严的对待，因此必须提供一个没有任何形式骚扰的

工作环境。芙拉瓦丽岛的一项重要政策是工作场所骚扰政策。芙拉瓦丽岛不容忍任何可能对他人

构成不愉快行为的员工行为。防止任何动作发生是重中之重。本政策不豁免任何人，因为这适用

于所有员工、主管或经理。 

 

纪律政策 

此外，纪律政策是为了维持度假村内的生活和运营标准。这也确保在可能需要对员工采取的任何

纪律处分方面遵循正确的公司和法律程序。纪律处分政策一贯和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员工，没有歧

视。主要目标是确保员工高效工作，并遵守芙拉瓦丽岛的规章制度。 

 

健康与安全政策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度假村成为所有客人和员工的安全之所。安全意味着如何在不良情况下采取

行动。我们团队成员的健康对于他们正确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很重要。 Crown and Champa Res

orts 和 Hurawalhi Island Resort 的政策和目标是采取一切合理可行的措施来预防疾病和个

人。对员工和客人造成伤害。良好的健康和安全实践符合我们的品牌声誉，芙拉瓦丽岛正在尽一

切可能确保该政策得到有效执行。 

https://www.trade.gov.mv/dms/161/14531984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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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和饮用水验证 

 

芙拉瓦丽岛遵守所有相关法规，包括我们认为在日常运营中非常重要的地区、国家和国际法规。 

HACCP认证 

食品安全是食品制备、处理和生产的重要方面之一。芙拉

瓦丽岛应用并严格遵守国际 HACCP 标准，以确保我们为

客人和员工提供经过妥善处理的食品。 HACCP（危害分析

关键控制点）认证在酒店和食品行业受到高度重视。它是

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食品法典”的食品安全国际

标准，也等同于ISO22000。为了获得 HACCP 认证，CCR 

和芙拉瓦丽岛必须在整个供应、储存和生产过程中遵守严

格的食品安全标准，并完成由认可机构进行的年度审计审

查。 CCR 和芙拉瓦丽岛与英国的 Ian Greaves International.UK (IGI.UK) 组织合作。此外，

岛上指定的 HACCP 协调员正在日常运营期间评估标准。 

 

食品和饮用水验证 

 

此外，饮用水、食物样本、泳池 PH 值的测试都已到位，并定期完成。 SGS 是世界领先的检验、

鉴定、测试和认证公司。芙拉瓦丽岛向斯里兰卡 SGS 发送样品，以确保芙拉瓦丽岛为客人和员工

提供安全的环境。 

 

 

供应商和可持续采购 

 

可持续采购考虑了芙拉瓦丽岛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环境、社会和经济特征。可持续采购的目的是

减少对环境和社会的负面影响，并通过从附近的供应商处采购来寻找节省资金和支持当地经济的

机会。一些关键领域和成就将在接下来的要点中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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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福利 

 

我们所有的供应商都通过我们的 HACCP 和Travelife计划进行审核，并选择符合给定的准则。 

 

本地采购 

 

芙拉瓦丽岛的政策是只从当地供应商处购买鲜鱼。社区通过让当地渔民有机会通过向度假村出售

鱼来谋生来支持这一点。在度假村正常运营的情况下，芙拉瓦丽每周平均采购 1200 公斤新鲜金

枪鱼。马尔代夫有严格的捕鱼规定，禁止任何类型的网捕鱼。我们确保我们当地的鱼类供应商遵

守此规则。 

从本地邻岛（ Hinnavaru & Naifaru ）本地购买的统计数据 

2020 年鱼类采购总额：  79245 美元 

2021 年鱼类采购总额：119313 美元 

2022 年鱼类采购总额：87233 美元 

 

化学品管理 

 

环境因素是承诺为不同目的购买环保化学品的关键。因此，我们从 Ecolab 采购所有清洁化学品。 

酒店将尽可能避免使用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事先知情同意清单上已知的化学品。它将确保安全

处置所有使用中的化学品，并在运营两年内实现零使用。 

使用的大部分化学品来自 Eco-Lab，并且每个月都会由GreenPath的技术人员检查设备。所有领域

的员工都与我们的内部培训部门以及GreenPath一起接受了正确使用化学品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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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愈地球有机产品 

芙拉瓦丽岛与领先的水疗和酒店设施

供应商 Healing Earth 合作，专门为

我们的客人开发并推出了一系列完全

绿色环保的 Healing Ocean 产品。由

于 Healing Ocean 系列以精心挑选的 

SPA 品质活性成分和强效香薰油的针

对性配方而自豪，我们的客人现在可

以在他们舒适的别墅中打造幸福的避

难所。奢华有效、天然环保，每款产

品都经过精心开发，充分考虑了宾客

的呵护和芙拉瓦丽珍贵自然环境的健

康。 

这些感性的、以结果为导向的 Healin

g Ocean 产品均采用精美的回收玻璃

包装，专为芙拉瓦丽岛的客人打造。更重要的是，Duniye 水疗中心的多项护理，包括两种广受欢

迎的标志性护理，即触觉触觉和人间天堂，辅以不含石化产品、合成物、着色剂、防腐剂和对羟

基苯甲酸酯的 Healing Earth 产品。 

 

水——KPI 

 

芙拉瓦丽岛使用的所有水都是通过将海水

泵入我们的海水淡化厂在岛上生产的。顶

级现代且非常高效的膜（反渗透）系统使

我们独立于任何供水。每日最大容量约为 4

00 立方米，我们的水箱中确实有 440 立方

米的存储容量。即使系统崩溃，这也将使

我们能够操作很少的人。 

 

运营中使用的所有废水都进入我们的水回收厂 (STP)，在那里废水被过滤和清洁。然后，这些水

将用于浇灌花园，而不是排放回大海！运行废水处理系统可以极大地减少岛上的用水量，并以一

种很好的方式支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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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管理一直是我们关注的一个关键领域，我们一直在调整流量，同时校准设备以获得最佳用水

量。 

 

减少用水量的行动 

 降低淋浴时的水压 

 马桶闪蒸水箱有两种选择，闪低水和高水 

 废水再处理水用于园艺 

 按最低报废标准降低洗脸盆流量 

 收集和再利用雨水 

 花园安装滴灌系统 

 

尽量减少水流失和消耗的行动 

芙拉瓦丽岛鼓励其员工和客人帮助节约用水。对于客人，信息放在房间里。员工通过我们的

培训部门及其部门负责人接受定期培训。 

 用于节水的感应式和膝控式水龙头正在更换。 

 每 3 天或根据客人的喜好更换客房床单。 

 每日共享用水量报告 

 每日例行检查所有管道以防止任何泄漏。 

 个人水表每日读数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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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比较   

M3 的耗水量 – 2019 年 82713 

M3 的耗水量 - 2020 年 48789 

M3 的耗水量 - 2021 年 6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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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的目标 

用水量报告表明我们是否达到了每年的目标。注释掉更改的原因。 

 

2019年我们没有完成目标用水量；这比每年 80300 吨的目标增加了 3%。这 3% 的增长是由于各

种原因造成的，例如芙拉瓦丽岛之前在海滩上拥有 15 座泳池别墅，而不是 30 座海滩别墅。所

以别墅泳池安装的其余部分发生在今年。还有一个新建的瓶装水厂。 

我们已经实现了到 2020 年用水量减少 39.24% 的目标。与 2019 年相比，减少了 41.01%。许多

因素促成了用水量的显着减少，包括在所有花园管道中安装水过滤系统和在所有员工浴室中安装

水过滤器。此外，由于 COVID-19，度假村关闭了几个月，入住率也有所下降。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GfC-goiNi0FawiANyV3t1omRChLsy_m/view?usp=share_link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GfC-goiNi0FawiANyV3t1omRChLsy_m/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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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 – KPI 

芙拉瓦丽岛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节能。节能设备、培训员工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能源消耗、受控和监

控的自动户外定时器断路器系统以及废能回收是一些显着节约能源的实施方法。 

 

度假村能源和碳倡议 

在芙拉瓦丽岛，每位客人每晚的用电量为 127 千瓦时。在运营方面，芙拉瓦丽岛承担以下工作： 

 

 我们有 700 千瓦的太阳能电池板，因此我们每天提供大约 1000 升的水，这是我们日常

消耗的 30%。 

 确保购买的所有重型和轻型设备都被评为节能设备 

 确保所有员工都接受过适当的节能培训 

 我们有热水热回收系统。我们不使用电力生产热水，而是使用发电机废热来加热热水。通

常我们每天的热水消耗量是40000L。 

 室外照明由定时器和传感器控制 

 所有住宿均配备待机功耗低的纯平电视 

 我们整个度假村只使用发明家空调节能型，所有客房都安装了门传感器来提供能源。由于

这些原因，我们每天 2000 千瓦时 

 离开工作场所时关闭交流电、办公设备和电灯，并且仅在设定的温度下运行交流电以适应

工作环境 

 在所有区域放置节能提示 

 我们在整个度假村使用 LED 灯进行能源服务。 

 每月晾干约 4,000 件物品，进一步减少度假村的机械用电 

 我们有雨水厂，我们将所有雨水收集在一个 50000 升的水箱中，过滤能力为每小时 1600

0 次，通常我们可以在下雨时停止反渗透装置，或者我们可以减少反渗透装置的运行时

间。 2018 年雨水产量为 4208602 L。 

 我们不使用任何柴油或汽油进行岛内交通，我们只使用电动车，我们有 16 辆越野车。 

 
 

 

 



  

可持续发展报告 2022 27 

 

 

多年来的目标 

比较 2018 年和 2019 年，由于在垃圾处理区安装了新的堆肥机和木材粉碎机，用电量增加了 1

4.51%，因此用电量很高。但是，与 2019 年相比，我们实现了 2020 年的目标，即 2020 年的总

耗电量 (KWH) 减少了 30.75%。耗电量报告显示了从年初到今年的数据。我们每年都设定目标并

记录下来。它还显示了由于电力消耗的减少而导致的柴油消耗的减少。 

 

 

废物和污染——KPI 

跟踪客人的良好消费并减少自助餐浪费 

由于运行非常稳定，因此不会每天跟踪食物浪费。我们的厨房团队正在通过监控餐具、定期

更换移动缓慢的餐具以及对团队进行适当的准备方法培训，确保将食物浪费降至最低。几乎

所有的食品和饮料都必须以非常高的成本进口，因此将减少食物浪费的目标定得非常高。 

堆肥食物垃圾 

全自动堆肥制作系统。所有磨碎的食物都送到堆肥机，我

们可以在 24 小时内得到这台机器的堆肥。机器容量为每

天 500 公斤。我们正在使用我们的花园的那些堆肥。 

 

 

 

 

回收和再利用计划 

酒店尽量减少所有区域的固体废物产生，并鼓励客人加入回收计划。具体来说，它： 

 回收所有玻璃、塑料、金属、纸张和硬纸板。 

 尽量减少客人使用纸张和塑料。 

 为客人提供无纸化信息、IPTV、酒店 APP 以及去除客房内非必需的塑料制品或仅按需

提供。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14Lv_HsvcC8mT53B7eeI-aGU4P9lmrg/view?usp=share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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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机油来操作我们的焚化炉 

来自我们船只和发电机的旧机油用于运行我们的焚化炉，以

支持较低的柴油消耗。焚化炉无法消耗的油被送出岛进行适

当处理。 

 

 

 

只焚烧不可回收的物品 

我们的焚化炉对可燃物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以确保只焚

烧可燃物。所有产生的废物都收集在回收区，并在处理前进

行人工分类。这有助于避免焚化炉区域发出难闻的气味，并

保持岛上和周围的空气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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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使用一次性塑料 

玻璃瓶 

芙拉瓦丽岛致力于减少塑料水瓶的使用量，并通过其海水淡化厂获得玻璃瓶中的解渴水。淡水通

过反渗透从海水中提取，经过矿化和冷冻，然后在芙拉瓦丽岛的一流设施中装瓶。用于装水的玻

璃瓶在重复使用前经过消毒。为芙拉瓦丽岛的所有团队成员提供可重复使用的水瓶，可以在团队

村的多个水过滤点重新装满水。对环境的节约不仅体现在一次性塑料瓶的明显减少，还体现在将

塑料瓶从马累运往度假村的过程中。 Hurawalhi 已停止购买塑料瓶装饮料，而是承诺购买玻璃或

铝罐装饮料。 

 

竹吸管 

更换吸管对我们的日常运营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塑料到纸！过去每杯饮料都有塑料吸管！即使是

纸吸管也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因此引入了政策，即在客人点酒时先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吸管。我们

确实看到我们的客人正在尽一切可能选择不使用吸管来支持我们的环境。这有助于将纸吸管的额

外成本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并且对吸管的整体消费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海洋谈判 

我们特别引以为豪的伙伴关系是与 Parley for the Oceans 马尔代夫分会的合作，该分会倡导避

免使用一次性塑料，并鼓励负责任地处理塑料，否则这些塑料最终会流入海洋。只要有可能，我

们就会遵循 Parley 关于避免、拦截和重新设计塑料污染标准的指导方针。 Parley 定期收集可

回收垃圾以及冲到我们海滩上的任何塑料碎片，以确保尽可能对环境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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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进展 

规划和实施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芙拉瓦丽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

些领域仍在不断进步，度假村努力实现既定目标。自上一个报告期以来，

已经启动甚至完成了各种改善和支持可持续环境的项目：  

由于我们停止购买水瓶以减少塑料，而是在客人区使用玻璃瓶，因此产水

量更高。 

2018 年取得巨大成功，我们停止了供员工使用的塑料瓶，每月减少了 600 个瓶子的浪费。 

 我们在家里实施了碳酸水 

 用有机自制肥料代替肥料 

 IP TV 和移动应用程序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纸张的使用 

 

未来目标 

芙拉瓦丽岛将不断努力为客人和团队成员保持一个更清

洁、更环保、化学平衡、安全的环境。将持续不断地努力

维持当前的环境，确定方法，并实践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

少当前影响的方法，并将通过监测进行改进。 

我们的主要重点将是进一步减少供应包装浪费。减少水的

生产和消耗将同时减少未来几年的能源生产/消耗。 

 

即将到来的 2023 年的一个目标是为太阳能提供电池存

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太阳能电池板的产量超过 700 千瓦。由于我们没有电池存储，因此我们

无法利用全部容量。 

我们还在研究如何减少在每周供应品的包装方面将废物带到岛上，采购经理一直在与供应商合作

寻找更好的替代品，包括可生物降解的包装 

芙拉瓦丽岛不断努力寻找更环保、更好、更负责任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方法来实施我们的日常运

营。为此，将进行持续监测，并确定需要改进的领域。我们的目标是达到和/超过我们在企业可持

续发展政策中表达的企业期望，并使我们的度假村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并在此过程中维护 CC

R 作为马尔代夫最具可持续性的连锁酒店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