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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告是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次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2012年度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

责任的真实反映。今后公司将逐年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主体：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指代说明：为了便于阅读，在本报告中，“江苏丹毛”、“丹毛纺织”、“丹毛”、“公司”和“我们”均

指“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报告所涉及的内容涵盖公司所有部门。

时间范围：2012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报告周期：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每年定期发布公司上年的履行社会责任信息。

编写原则：本着客观、规范、诚信、透明的原则。

内容范畴：公司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情况。

信息来源：公司正式文件、统计报告以及所属各部门履责情况汇总和统计，所有信息均经过公司管理层以及公

司各相关部门的审核。

指南参照：报告按照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2008年版）（CSR-

GATEs：2008），并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指标定义与评估指引》（CSR－IDEAS），对各个

指标所涉及的绩效进行了测量、评价和表述。

报告撰写：本报告由公司与《纺织导报》编辑部联合编写，公司社会责任领导小组审阅，公司董事长批准。

报告获取：本报告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两种形式，请致信至zyf@danmaotex.com或致电

86－（0）511－86476177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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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丹毛在社会各界的关心和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克服诸多不利因素的挑

战，各项事业均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在此，我谨向全体员工以及关心公司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由衷的

感谢！

自从公司导入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以来，尤其是自2009年发布首份社会责任报告以来，“社会责

任”已经渗透到丹毛的血液中。秉持“回报社会、回报员工、回报合作伙伴”的理念，丹毛近年来持

续强化公司治理与生产运营，不断丰富和实践企业文化，健全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由此取得了良

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以诚信赢得了市场，赢得了各方尊重。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丹毛一直在思索和实践的重要课题。作为精毛

纺行业的一家代表性企业，丹毛近年来在差异化产品开发、品牌建设、精益化管理和价值链延伸等方

面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和尝试。从2011年正式启动时装生产线，到2012年全公司实行“7S”管理，

以及向针织精毛纺领域的拓展，这些都记录着丹毛正努力从一家传统的劳动密集型纺织企业向时尚创

意产业进行转型升级的过程，以此不断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2012年，公司一如既往地注重员工队伍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让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践行节能

减排理念，将绿色发展落到实处；倡导传承中华文化，传播公益理念；深信诚信合作的力量，与伙伴

一起前行。

在3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始终坚信，无论是做企业或是做人，多一份专注与坚持，不管过程

多艰难，也一定可以走得很远。作为一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丹毛将在以后的发展中，一

如既往地致力于追求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的高度统一，不断提升社会责任管理水平，从而成为一家一

流的、更加受人尊敬的、具有更高行业影响力和社会贡献度的企业。

本次报告是丹毛连续第四年发布的年度性社会责任报告。诚信是公司的核心价值观，也是公司董

事会对本次社会责任报告的公开承诺。公司董事会对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同时，我们

也希望能借此机会进一步与各利益相关方加强沟通，相互学习，以此提升公司的社会责任管理水平。

也希望社会各界能继续监督、关心与支持丹毛，我们一定尽心尽责，再接再厉，为实现美丽的“中国

梦”而持续努力！

2012年，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丹毛在全体员工的努力拼搏下，在各利益相关方的支持帮助下，保持了

良好的发展势头，基本完成了既定的各项工作目标。截至2012年底，公司总资产同比增长了17.4％，实现了资

产的保值增值。

在前行的道路上，丹毛以持续创新为经营宗旨，以差异化为发展策略，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改

革。精准的产品定位、高精尖的技术装备、高度信息化的科研管理、与国际接轨的科研团队、追求绿色环保的

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丹毛发展道路上的核心保障要素。

2012年是我们全面执行CSC9000T《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第四年。按照体系规定，我

们认真学习、持续改进、不断完善，从而使公司的社会责任工作绩效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具体表现在：

一是深化企业管理，加强基础管理和信息化管理，落实岗位责任，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运营成本；

二是加快技术改造，提升设备水平，通过技术创新，延伸产业链，加快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

三是基于面料产品的质量优势，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优化营销渠道，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延伸；

四是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为公司后续发展储备力量。

与此同时，丹毛将实现和谐发展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始终将员工利益放在公司发展的重要位置，继续强化

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的良性发展模式。公司坚持管理和监督相结合，从而有效规避各种经济风险。

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必然会出现优胜劣汰的现象，企业要想免于被淘汰，在竞争中发展壮大，就必须

磨砺自身。在行业大环境不甚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继续专注于精毛纺领域，以小批量、多品种、快交期、稳品

质为重要手段，同时不断进行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提高快速反应能力，稳定市场份额。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机遇总是与挑战并存的。在艰难的环境下，企业更要加强内部管理、加快技术改造、

加强品牌建设和人才培养，持续改进社会责任管理水平，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

2013年是丹毛第七个五年规划中的关键一年，公司将遵循CSC9000T社会责任体系的相关原则，着力做好

以下几方面工作：保证各项工程和创新项目顺利进行；立足科技创新，加快技改步伐，加快新品研发；强化品

质控制，切实有效地贯彻7S管理；继续完善企业文化，以规范管理促发展；惠及员工落到实处，提高员工的专

业素养和综合素质；落实安全责任，实现平安丹毛。

2013年，我们将聚焦转型，创新发展，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以此促进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经理致辞董事长致辞

徐荣芳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徐荣良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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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企业概况

一、公司治理

完善公司治理是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工程。江

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不断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依法完善

法人治理结构。公司积极规范各层级的权责，基本形成了

决策、执行和监督之间权责明确、各司其职、相互协调、

有效制衡的治理结构和公正健全的企业内部管理体制，提

高了科学决策水平。

2012年，丹毛持续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组织架构、管

理流程和考核机制，使公司获得长效发展。公司管理层通

过日常会议与各级部门定期沟通，以协助制定运营导向并

保证管理层的决策能有效落实。

报告期间，丹毛大力开展7S和卓越绩效管理的学习

和贯彻，切实增强了公司的团队建设，提高了管理层自身

的管理水平，大大改善了员工的精神面貌，提升了工作效

率。另外，公司投资3600余万元、新增德国倚丽紧密纺纺

纱生产线；同时增添一批国际先进的染整设备，并对染整

车间进行了设备填平补齐，设备布局重新调整，不仅使公

司的生产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也使生产流程更加合理。报

告期内，公司还完成了西新生产区针织面料大楼建设的总

体规划，预计将用3年时间分三期建设完成，总投资预计将

达到1亿元，将引进德国和日本针织圆机共计300余台，用

于开发生产“以羊毛为主要成分的多组分针织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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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荣誉

2012年虽然面临多方压力，丹毛始终坚持“通过持

续改进和创新，提供高质的产品和服务，成为最具品牌优

势及市场竞争力的纺织产品供应商”的发展理念，在产品

丹毛样品室内的荣誉墙记载了公司的辉煌历程

2012年丹毛所获部分荣誉一览

荣誉名称

2011—2012年度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竞争力500强

2012年度产品开发贡献奖

2011年度全国质量守信企业

国家精毛纺织时装面料开发基地（2012年8月—2014年7月）

纺织面料设计师培养先进单位

2011—2012年度中国毛纺、毛针织行业竞争力10强企业

2013/14中国流行面料入围企业

标准化良好行为证书

第十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2012年全国毛纺面料名优精品推荐活动优质产品奖

2012年全国毛纺面料名优精品推荐活动精品奖

2012年“唯尔佳”新产品评比三等奖

2011年度节能工作先进集体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

镇江市管理创新优秀企业

2007—2011年度学会工作先进单位

镇江市企业（职工）文化建设示范单位

丹阳市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点

五一文明班组（科室）

中国面料之星——评委会大奖

资信等级AAA

授予单位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中国产品质量协会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信息统计部

中国纺织信息中心、国家纺织产品开发中心

江苏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中国毛纺织行业协会

全国毛纺织产品调研中心、全国毛纺织科技信息中心、《毛纺科技》杂志

社、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毛纺专业委员会

镇江市节能工作领导小组

镇江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镇江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常州市纺织工程学会

镇江市企业（职工）文化建设领导小组

中共丹阳市委组织部

丹阳市总工会

《纺织服装周刊》杂志社

南京中贝国际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发、技术升级、品质管控、节能减排等多个方面齐头并

进，夯本务实，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得到了各利益相关方

的认可，同时获得了多项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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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业绩

2012年，受欧、美等发达国家和

地区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生产要素成本

上涨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毛纺织行业的

生产运营压力倍增。公司及时转变市场

策略，优化产品结构，在全体员工的共

同努力下，保质增效，保证生产满负荷

运转，圆满完成了2012年的生产经营

目标。

2012年，公司总资产达到60149

万元；全年完成面料产量673.9万米，

产值41569万元，销售收入38894万

元；主营业务收入（含江苏丹毛时装

有限公司）43331万元；营业总成本较

2011年有小幅下降。虽然面料产量较

2011年有所下降，但产品数却大幅增

加，这也进一步突出了丹毛小批量、多

品种、快速反应的生产特色与在产业链

上的竞争优势。

在 销 售 环 节 中 ， 新 产 品 表 现 强

势，约占总销售收入的62.2％。如

2012年投产的隔热凉爽精纺面料、绢

丝毛混纺精纺面料和用伸缩性羊毛纱生

产的形态记忆增光精纺面料在投产当年

均取得了较好的销售业绩。

四、主要产品

公司以精纺时装面料为主导产品，主要产品包括高

支轻薄面料、单经单纬面料、高档特种动物纤维面料、

多组分纤维面料、弹性系列面料、功能性面料、时装面料

等。2012年，公司在经过充分的市场调研后，完成了绢丝

毛混纺精纺面料、毛针织精纺面料、蓄热精纺面料、增光

精纺面料、桥键式抗皱精纺面料等多款新型产品的自主开

发，进一步巩固了在行业和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此外，公司基于精品女装面料传统优势，在男装面料

领域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拓展，力图打造“时尚女装+功

能性男装”的新产业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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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毛琳琅满目的产品展示间 丹毛的精毛纺面料产品主要面向中高端市场

丹毛近3年的利润总额

丹毛主要产品图谱

丹毛近3年的固定资产总额

羊毛

紧密纺、赛络纺、赛络菲尔、弹力包芯纺等多种新型纺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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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外、抗菌、抗烟味、阻燃、抗静电、防辐射、防蛀、增黑整理等

高支轻薄精纺面料、高支单经单纬面料、高档特种动物纤维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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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处理

最终产品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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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14617

19734

23008

4628

3795

44551 43331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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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责任实践
责任是和谐之本，也是企业发展之本。总的来说，企业的社会责任可分为经济责任、文化责

任、教育责任、环境责任等几个方面。因此，企业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

们的生活水平，而且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保障员工的尊严、福利待遇，教育其在行

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则要符合环保要求，发挥企业在社会环境保护中的良好作用。

江苏丹毛在追求自身盈利的同时，积极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力图达到公司利益与

社会效益的平衡。公司自2009年导入《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成

为该体系的执行企业以来，通过建立和采用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并按照PDCA（策划-实施-检

查-改进）管理模式进行持续改进，不断完善内部管理，实现了整体经营活动与社会责任工作的有

机结合。同时，公司有意识地培养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使每位员工在实际工作和日常行为中共同

履行社会责任。

五、市场拓展

2012年，公司认真分析客户定位，努力提升产品的品质和档次，坚持“

优质优价”的法则。面对国际市场的不振，一方面对外继续加强同国际知名服

装品牌的合作，持续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对国内市场则加大营销力度，特别

是加强了高端服装市场的开拓。2012年，丹毛面料产品的内销比例较2011年

有小幅上升，达32.47％。内销按区域划分，华东地区约占40％，华中地区约

占25％，华南和华北则分别占20％和10％，其他地区占5％；具体来看，主要

集中在上海、北京、广东、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省市。主要出口市场则

包括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和南非等国家和地区。

2012年公司主要出口市场（单位：米）

2012年公司主要内销市场（单位：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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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责任工作开展

2012年，公司按照既定方针，在既有工作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社会责任的各方面工作。社会责任工作小组充分发

挥监督和推进作用，持续关注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

系以及标准，并不断学习和更新，以持续提升公司社会责

任工作的绩效。

在经济建设方面，公司坚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使

命，依法经营，依法纳税，通过技术革新、降本增效、提

高产品开发力度等手段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附加

值，以抵御外部环境对企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员工权益保障和人力资源建设方面，公司继续做

到尊重员工、关爱员工、培训员工，与员工保持顺畅的沟

通，不断提高员工的工资水平和福利待遇，增强了员工凝

聚力，为公司发展储备了人才，有效提升了公司的人力资

源价值，保障了公司的平稳运行。

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公司恪守商业道德，坚持为客户

提供优质产品和“快速、满意、外延、超值”的服务；尊重

合作伙伴，致力于与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共同成长和发展。

在环境保护方面，公司积极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

项法律法规，以持续降低环境负荷为目标，从源头开始削

2012年年初，丹毛召开2012年目标任务落实大会，社会责任
工作是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通过制定目标，分配任务，将社会
责任工作与员工绩效考核紧密结合，实现社会责任工作的有效落
实和推进。

减污染物的排放量，持续优化提升生产装备的科技含量和

节能水平，淘汰落后产能，实现了节能降耗、减污增效，

不断提高企业的绿色竞争力。

在社会公益方面，公司坚持以自身的发展推动行业发

展及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建设，积极推进各项公共事业的发

展，参与社区建设、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项目，共创和谐

社区。

二、社会责任工作成绩

2012年，外部宏观环境与经济增长虽处于下行通道，

但对丹毛来说却是转型升级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

公司坚持深入推动战略转型，转变发展方式，进一步推动

实现“三个转变”——从注重数量增长向追求质量增长转

变；从产品低附加值向产品高附加值转变；从粗放式管理

向精益管理转变。2012年，公司全面引进7S管理，通过相

关培训和实践考核活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员工队伍的素

养，也进一步促进了公司的精益化管理，特别是生产现场

的规范化管理。

依据公司《社会责任行为准则》以及成为中国纺织服

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执行企业后所作

出的承诺，2012年公司的各项工作均在《社会责任行为准

则》与相关承诺的框架下展开。

1、公司在招收员工时，严格依法与员工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合同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

2、公司严格杜绝招用童工，在招用未成年工时必须

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2012年，公司未招用童工和未成年

工，也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投诉和处罚。

3 、 公 司 严 格 杜 绝 使 用 或 支 持 使 用 强 迫 或 强 制 劳

动。2012年，公司未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或强制劳动，也

未接到因使用或支持使用强迫或强制劳动而引起的投诉和

处罚。

4 、 公 司 遵 守 国 家 法 律 法 规 中 关 于 工 作 时 间 的 要

求。2012年，公司未接到因工作时间而引起的投诉和处

罚。

5、公司保证向员工支付的工资、福利待遇不低于法律

法规的要求。2012年，公司未接到因工资、福利事宜而引

起的投诉和处罚。

6、公司承认并尊重员工组织和参加工会，以及进行集

体谈判的权益。2012年，公司依法召开了工会会议和职工

代表大会。

7、公司严格杜绝因民族、种族、宗教信仰、残疾、个

人性质等原因使员工受到歧视。2012年，公司未接到该方

面的投诉和处罚。

8、公司保障每位员工的身体和精神健康、禁止骚

扰、虐待和体罚。2012年，公司未接到相关的投诉和处

罚。

9、公司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遵守国家

法律法规中有关职业健康与安全的规定。2012年，公司未

接到相关的投诉和处罚。

10、公司依据环境方针，通过开展节能减排和清洁生

产工作，促进企业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2012年，公司未

接到相关的投诉和处罚。

11、公司倡导公平竞争，杜绝商业贿赂，保护知识产

权。2012年，公司未接到相关的投诉和处罚。

2012年，公司在认真开展各项社会责任工作的同时，

持续保持对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体系以及标准的关

注，并不断学习和更新，不断提高对企业社会责任工作的

认识，提升社会责任工作小组的工作效率和公司在社会责

任工作中的执行力。

通过社会责任工作的开展，公司2012年在科技创新、

人力资源管理、供应链建设、环境保护、社会公益等方面

的工作又上了一个台阶，社会责任实践能力明显增强。今

后公司将继续维护并加强CSC9000T体系的有效运行，以

此来促进企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已经成为丹毛社会责任信息披露

的重要载体，是公司与利益相关方沟通的重要桥梁。公司

注重利益相关方关系管理，能够比较全面地履行对客户、

员工、政府、同行、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并对他们披露社会责任信息，特别是在科技创新、环境管

理、员工关爱等方面，信息传递客观、详实而全面。

2012年6月29日，由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12

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会在上海松江隆重举行。

会上，丹毛与其他10家业内优秀企业联合发布了2011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这也是丹毛正式对外发布的第三份年度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披露了公司2011年在供应链管

理、创新与发展、环境保护、员工关爱、公共事业与社会

公益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实践，承载了丹毛人对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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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益相关方参与

公司注重联合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研究和制定长期的、兼顾各方利益的社会责任解

决方案，呼吁各方共同承担社会责任，推动各方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我们积极

推进和完善利益相关方参与机制，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与员工、客户、合作伙伴、当

地政府、社区等开展多层次多角度的沟通与交流，深入了解利益相关方的关注点和诉

求，不断增加透明度，积极履行对各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观的理解、回顾、承诺与展望。挪威船级社管理服务集团

（DNV）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委托，对丹毛编制的

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了第三方验证工作，并提

供了独立的验证声明。

鉴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社会责任报告编写与发布工

作的主动性、科学性、规范性、连续性与全面性，丹毛继

2011年后再次被授予“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信息披

露实践优秀奖”。

公司总经理徐荣芳先生（左七）代表丹毛出席2012中国纺织服装行业社会责任年会并上台领奖

江苏丹毛

客户

环境

股东

社会

同行

供应商

公共机构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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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创新与发展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一个基业长青、永续经营的企业，必然是一个重视科技创

新、重视技术应用、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丹毛深谙此理，多年来坚持科学发展，通过技术创

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和管理创新“四位一体”的创新机制，注重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

新工艺、新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以自主研发与合作创新相结合，不断提升自身的商业价值和市场

竞争力。2012年，公司凭借在产品创新方面的成绩脱颖而出，再度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颁发

的“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产品开发贡献奖”。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利益相关方主要共同项目

利益相关方

客户

股东

员工

社会

公共机构

供应商

同行

环境

关注内容

保证产品质量和服务

股东、投资者权益

福利、合法权益

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遵守政策法规，履行信用

  明确产品质量，

合理价格采购

  遵守行业规则，

参加行业建设

保护环境、清洁生产、

节能减排

沟通方式

客户满意度调查

展会、订货会

定期走访

客户到厂

公司公告

股东会

董事会会议

座谈会

工会

意见箱

员工满意度调查

捐助扶贫

支持国防

支持地方文化事业

按时报税、缴税

诚信履约

合同协议谈判

供应商会议

招标会议

行业标准

行业会议

协会、学会工作

清洁生产审核

环保核查

与环保部门沟通

成果

公司产品一等品率达99％以上；通过顾客满意度调查，2012年公司客户的期望指

数、感知质量指数、顾客满意指数、顾客忠诚指数均大于80％

2012年，公司如期举行董事会、股东会，披露信息真实、准确、及时、完整

2012年，员工平均工资2986元，比2011年增长9.05％，高于年初增长8％的目

标；为全体员工交纳“五险一金”；关注员工成长，全年组织各类培训项目共计

16个，直接投入达16万元

支持公益事业，热心教育，回报社会。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公司有超过100万

元用于员工福利以及其他社会慈善事业；号召员工积极参与地方民兵预备役和地

方文明城市创建

2012年实现纳税2187万元；被评为“AAA”级信用企业；积极鼓励员工参加地

方民兵预备役和文明城市的建设

建立了公正公平的供应商评估体系，对供应商产品质量、交期、价格、安全、社

会责任等方面进行评估，达到共赢

积极参加行业活动；通过研讨会、论文等形式参加技术交流；2012年继续参与中

国时尚同盟时尚发布活动；参与了4项行业标准的制定

2012年，完成了公司管理体系的内部审核和再认证；环保投入持续提高；完成新

建项目环评；开展了项目环保竣工验收工作；各项污染物均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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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员创新机制

有效的创新管理体系是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制

度保障。丹毛以持续创新为经营宗旨，以差异化为发展策

略，基本建立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

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公司技术中心采取扁平化矩阵式管理

模式，以保证各类研发活动和质量改进活动快速、高效的

开展。技术中心与相关部门之间保持紧密联系，以保证产

品研发和质量改进需求准确传递，并使成果尽快得到工业

化应用。

公司技术中心不仅配备了国际先进的试验设备，且打

造出了一支管理理念新、创新精神强、实践经验丰富的以

中青年人员为主要力量的研究团队。

公司鼓励全员创新，并在全公司营造一种热爱创新、

二、产品创新与技术升级

时尚女装面料开发具有工艺复杂、花色品种多、批量

小等特点，对企业的快速反应能力有着较高的要求。2012

年，公司根据年初制定的技术创新战略与规划，在新品开

发、技术装备升级、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方面做了一些富有

成效的工作。

大力培养创新型人才

打造享誉国际的纺织面料品牌一直是丹毛的奋斗目

标。通过调查分析，丹毛发现，意大利、法国、英国、日

本等国家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多著名的备受高档时装品牌商

所青睐的面料品牌，与这些国家面料企业高度重视面料的

设计与开发，拥有一批专业水平高、富有创新能力的面料

设计师分不开。

丹毛在发展过程中日益强烈地意识到，优秀的产品开

发人员是公司践行品牌化战略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不断

学习和实践，丹毛培养了一支兼具设计创意能力、市场分

析和开拓能力、丰富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产品开发人员

队伍，这也是公司的产品开发工作能够一直处于行业领先

地位的重要原因。公司成立了以设计室主任徐林风为负责

人的“徐林风设计工作室”，成为业内培养人才、注重创

新的典范。

为了进一步提高公司新产品开发人员的创新设计能

力，以及对于小批量多品种产品质量稳定性的控制能力，

公司积极组织产品开发人员参加中国纺织信息中心组织

的“纺织面料设计师”培训。通过有针对性的培训辅导，

公司培养了一批消费市场需求及流行趋势把握能力强，同

时在纺织面料色彩、纹样、质地、风格等设计方面极具创

新能力的专业人才。2012年，在由中国纺织信息中心主

办的第二届“金梭奖”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评选活动

中，徐林风荣获“全国十佳纺织面料设计师”称号，而丹

毛由于在纺织面料设计人才培养方面的突出贡献获得了 “

纺织面料设计师培养先进单位”。

除了专业的面料开发人员，每年公司都会根据战略发

展需求，引进一批专业素养高、具有较强创新意识和创新

能力的大学毕业生，为公司发展不断注入新鲜血液。2012

年，公司（含江苏丹毛时装有限公司、上海申丹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通过招聘会等形式，共吸纳硕士研究生5人、

本科生22人、大专生56人，分别充实到技术岗位进行培

养，为公司的人才储备打基础。

深化产学研合作

依托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建设，公司不仅优化了人

力资源建设，而且使产学研合作不断深入。目前，公司已

引入东华大学、江南大学等高等院校的3名优秀博士研究

生，实现了与这些知名院校在人才培养、科研等多领域的

深度合作。

在产品开发方面，公司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以及供

应链上下游环节开展了多项合作。2012年，丹毛分别与东

华大学合作进行“用伸缩性羊毛纱开发生产形态记忆精纺

面料”的开发，与公安部合作开发隔热凉爽精纺面料，同

武汉纺织大学合作开发桥键式抗皱精纺面料以及与西安工

程大学合作开发全羊绒精纺面料。

产品开发和时尚创新成果显著

功能性产品和新型原料的大胆采用一直是丹毛在

新产品开发中的亮点。公司利用Trev i ra、Sorona短

纤、Thermocool、viloft等新型纤维与羊毛混纺，开发了大

量深受市场追捧的新产品。公司开发的面料产品连续7年

入选“中国流行面料”。

2012年公司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科技为先导、产品为

核心，在产品创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共完成手

织样2392只，较 2011年的1725只增加38.67％。多款新产

品在知名面料设计大赛中获得重要奖项。

勇于创新、尊重创新、保护创新、共同创新的创新氛围，增

强员工的创新使命感和归属感。通过建立公平的绩效评价体

系，对研究人员的项目完成情况和个人能力、品行等各方面

进行综合考评，激励研究人员早出成果、多出成果。

公司持续推进普通员工技术攻关活动的开展，出台了

一系列激励措施，以增强全体员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认知

和参与性，如开展了QC小组、合理化建议、技术改进、发

明创造等活动。每年对工艺技术创新，申报成功的发明、

实用新型专利，获奖的新产品等进行表彰和奖励，激励员

工主动参与公司创新活动，并提高自身素质，实现自我价

值。近3年来，公司普通员工发起的“小改小革”、技术

攻关项目完成35项。公司征集有关创新的合理化建议350

余条，答复率100％。

近3年公司普通员工的技术攻关情况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累计

技术攻关

6

6

7

19

奖励员工（元）

15600

11400

18400

45400

小改小革

5

7

4

16

项目数量（个）

合计

11

13

11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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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1 2 年 3 月 ， “ 异 国 风 情 ” K 3 5 6 1 0 0 - 1 植 绒 、 “ 校 园

风”F358246、“改良工装”249971-1P4荣获“2013年春夏中国流行面

料”入围奖；

◆2012年6月，产品“用伸缩性羊毛纱生产形态记忆面料”获得第十

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2012年10月，奥美雅牌毛涤薄花呢和奥美雅牌毛混纺弹性哔叽荣

获2012年全国毛纺面料优质产品奖，奥美雅牌毛涤丝双弹凡立丁荣获精

品奖；

◆2012年10月，“整合”PBP3411715、“格调”3411933、“风

尚秀”E3411929获“2013/14秋冬中国流行面料”入围奖；

◆2012年10月，产品“菠萝纹”、“亮丝格呢”和“蚕丝哔叽”分

别获2012年“唯尔佳”新产品评比三等奖；

◆2012年10月，K356100-1植绒获“中国面料之星”评委会大奖。

作品“风尚秀”、“格调”、“整合”荣获“2012年中国国际面料设计大赛面料设计分赛入围奖”

产品“菠萝纹”、“亮丝格呢”和“蚕丝哔叽”分别获2012年“唯尔佳”新产品评比三等奖

奥美雅牌毛涤薄花呢和奥美雅牌毛混纺弹性哔叽分别荣获2012年全国毛纺面料优质产品奖

奥美雅牌毛涤丝双弹凡立丁荣获2012年全国毛纺面料精品奖

用伸缩性羊毛纱生产形态记忆面料荣获第十届江苏纺织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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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丹毛完成的科技项目和对外合作项目分别有5

项，新开展的项目包括隔热凉爽精纺面料的开发与生产、绢

丝毛混纺精纺面料的开发与生产、针织精毛纺面料的开发、

年产225万米“丹毛弹”精纺面料等 4 项。2012年7月，公

司“年产600吨特种动物纤维和单经单纬等高档纱线及其功

能面料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正式完成竣工验收，标志着

公司在产品档次、品质及产能上都迈上了新的台阶。该项目

已于2010年9月被列入国家重点产业振兴和技术改造（第三

批）2010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在验收会上，与会专家

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给予了充分肯定。

技术装备升级与时俱进

丹毛多年来一直将科技创新视作企业的生命线，近年

来从美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引进的具有国际

先进水平的紧密纺细纱机、倍捻机、自动络筒机、剑杆织

机、毛条印花机、洗缩联合机、平洗联煮机、测色配色自

动称量系统等设备和检测仪器超过150台（套），使公司

案例一：T400弹性短纤精纺面料的开发

针对消费市场对精毛纺面料低弹效果的需求，公司成

立了“T400弹性短纤精纺面料研发攻关”课题攻关小组，

将强捻纱和Mintval可溶性长丝加工技术相互融合，开发具

有自然弹效果的羊毛精纺面料。通过先锋产品设计、多次

正交试验不断对工艺进行优化，成功完成了T400弹性纤维

品种的生产工艺技术，很好地解决了T400弹性纤维毛粒

多、卷曲大，难以染色、复精梳的问题。目前生产工艺成

熟，成品弹性可根据市场客户要求形成10％～18％不同弹

性的产品系列，弹性回复率永久，手感柔软，毛型感强，

得到了客户的一致好评。2012年，T400弹性纤维面料系列

产品实现批量生产约60吨，已成为公司的主打产品之一。

案例二：高档毛针织精纺面料项目

近年来，随着纺纱技术与针织技术的发展，高档针

织面料开始占据越来越多的原有的梭织领域。之前市场上

纯羊毛针织产品的开发主要在横机上完成，在大圆机上鲜

的产品品质和档次一直稳居行业领先地位。如启用先进的

纺纱设备后，公司无结头纱率达到了100％，产品一等品

率达99％以上。

为了使引进的先进设备充分发挥优势，且更加符合丹

毛的产品特点和生产要求，公司通过与设备企业进行联合

技术攻关，对多条生产线上的装备进行了改造，例如对紧

密纺装置和核心牵伸部位加以改造，大大提高了生产线的

自动化程度和产品质量的稳定性。

2012年，公司投入3200余万元用于技术改造，完成

的技改工作主要包括：条染车间的12台全自动电脑控制染

缸改造；纺部车间投产了5000锭的紧密纺配套纺纱生产

线，使公司实现15000锭的紧密纺产能、共计35000锭的

纺纱能力；织造车间新增4台德国多尼尔剑杆织机和1台意

大利浆纱机；染整车间新引进1台平洗连煮机与1台针织拉

幅定形机；新增针织车间，引进德国20台大圆织机；新增

一台空调设施。

近几年，通过技术升级，公司成功开发了隔热凉爽精

纺面料、特黑精纺面料、“丹毛弹”面料、新武警制服面

料、防粘灰精纺面料、无捻纱面料等，同时完成了低温快

速染色、T400染色等10项攻关课题。

从2010年开始，丹毛连续携手中国时尚同盟进行产品

展示和发布，不仅向所在行业、下游客户、终端消费者展

现了一个现代时尚的丹毛，也帮助公司的研发和设计团队

在与时装设计师的合作中，对时尚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培育起更加全面的职业素养。

2012 年10 月22—23 日，在中国时尚同盟与intertextile

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面料时尚秀”上，丹毛在展示公司

13/14秋冬精毛纺女装的同时，也向产业链各方以及终端消

费者展示了公司在企业文化建设、科技创新、产品开发和

品牌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

在发布会上，公司董事长徐荣良表示：“随着丹毛品

牌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我们要求公司每一位产品开发人

员都应研究和掌握相应的时尚资源，了解未来毛纺面料及

时装行业的流行色、流行外观、流行材质等，不断开发前

沿技术，推进原材料的革新。为了使公司保持长期的创新

激情，进一步加强创新能力，目前公司正以上海为窗口，

与东华大学等长期合作，共同为时尚创新培养后备力量。

另外，通过与中国时尚同盟的合作，公司正与一些兼具时

尚敏锐度和市场把握度的设计工作室洽谈合作，通过一些

时尚前瞻性研究，加大产品创新的力度。”

丹毛近4年研究开发经费投入情况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总销售收入（万元）

25364

32364

40815

38894

占比（％）

5.30

5.32

4.25

6.07

研究开发费用（万元）

1343.90

1723.99

1733.10

2365.00

2012年10月，在中国时尚同盟与intertextile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面料时尚秀”上，丹毛呈现的

13/14秋冬精毛纺女装发布以时尚大气惊艳全场

有尝试。对此，丹毛大胆创新，在原有的技术装备优势的

基础上，进行高档毛针织面料的开发、生产和应用研究。

通过不断摸索和试验，确定了关键技术。全毛针织面料采

用紧密纺毛纱，毛羽少、条干好、表面光洁、强力明显提

高，织成的面料做工精细，质量稳定。在后整理时通过采

用合理的热定形工艺和平洗平煮工艺，可使面料回弹性

好，尺寸稳定，布面平整，起毛起球的现象得到改善，且

针织面料易卷边、缩水的问题也极好地得到了解决。2012

年10月，公司已申报了“全羊毛毛纱针织面料的生产方

法”的国家发明专利，并经过了国家一级科技查新咨询单

位——江苏省科技查新咨询中心的查新确认。2012年，公

司将原三纺部重新规划为针织车间，完成20台德国进口大

圆机的安装，并对新型毛纺针织面料进行打样，2013年通

过20台大圆机中试，所开发的新品新样已陆续推向市场。

同时完成了新生产区针织面料大楼的总体规划，计划从德

国等地引进300台高档针织大圆机用于高档针织精毛纺面

料的开发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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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识产权保护

近年来，丹毛在不断提高企业研发能力的同时，对自

主创新成果的知识产权保护也给予了高度重视，先后出台

了《知识产权管理制度》、《专利管理制度》、《技术合

同管理制度》、《论文对外发表管理规定》等，积极申报

专利，加强核心知识产权的管理，以保持自己在行业和研

究领域中的领先地位。

2012年，公司申请专利152项，其中发明专利7项，

2012年丹毛拥有或申请的部分专利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申请专利名称

一种羊毛增光精纺面料的制作方法

一种采用高收缩PVA长丝制成的精纺面料机器制作方法

一种弹性接触冷感精纺面料及其制造方法

单经单纬精纺面料的纺纱方法

全羊毛毛纱针织面料的生产方法

绢丝毛混纺精纺面料的生产方法

防沾毛沾灰精纺面料及其生产方法

一种山羊绒纱线的防缩处理方法

具有新型并线储纱管的倍捻机纱线退绕机构

复精梳或纺纱用皮辊

针板置换装置

类别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发明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实用新型

授权/申请时间

2012-07-18

2012-03-12

2012-03-12

2012-09-12

2012-09-17

2012-10-18

2012-10-26

2012-11-11

2012-02-22

2012-02-22

2012-02-22

获得方式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

授权号/受理号

ZL 201010173107.8

201210062582.7

201210062581.2

201210335949.8

201210342320.6

201210397078.2

201210415470.5

201210446651.4

201220057701.5

201220056472.5

201220058123.7

2012年丹毛新增的主要生产设备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设备名称

GC30型针梳机

FM20P型粗纱机

FM20S型粗纱机

EJ519型细纱机

ORLON-M型自络筒机

TUAN/B型高速并线机

Volkman NEW-08型倍捻机

PTS 6/S20-220cm剑杆织机

WR 1000/QUEEN型浆纱机

LAVANOVA型平洗连煮机

针织大圆机

M5471-220X7型针织拉幅定形机

WPF-900型高效蒸呢机

设备生产商

法国NSC

法国NSC

法国NSC

德国Suessen（绪森）公司

意大利SAVIO（萨维奥）公司

意大利FADIS（发达时）公司

瑞士SAURER（苏拉）

德国Dornier（多尼尔）公司

意大利TMT公司

意大利CIMI（洗美）公司

德国Terrot（德乐）公司

湖南邵阳纺机

国产

数量（台/套）

4

1

2

24

2

2

11

4

1

1

20

1

1

进口针织大圆机

先进的四罗拉细纱机

WR 1000/QUEEN型浆纱机

Volkman CT型倍捻机

LAVANOVA型平洗连煮机

Suessen紧密纺细纱机

实用新型专利3项，新获得发明专利1项。此外还参加了《

毛针织服装面料》、《毛纺纯毛和混纺产品的标志》、《

山羊绒绒条》《防缩毛纺织产品》等4项行业标准的制/修

订。在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丹毛也不忘与业界进行

技术交流，先后在《纺织导报》等国家中文核心期刊上发

表科技论文10余篇，希望通过自己的经验分享促进行业进

步，彰显了与产业共成长的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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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信息化建设

信息化建设一直是丹毛的优势和特色。本着“生产过

程信息化、管理过程信息化、市场营销信息化与决策管理信

息化”的信息化建设目标，公司引进了多个先进的信息化系

统，提升了传统行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目前，丹毛已将信

息化技术应用于公司的生产、研发、营销、品质管控、人力

资源管理等多个领域，并实现了这些部门的有机结合。通过

将信息技术与企业管理不断融合，丹毛实现了公司管理不断

创新，客户满意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提高。2012

年，由于在信息化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公司被镇江市经济和

信息化委员会评为“管理创新优秀企业”。

近年来，产品行销已从生产导向快速演变成市场导

向、竞争导向，因而也对制造企业生产现场的管理和组织

提出了挑战，仅仅依靠ERP和现场自动化系统往往无法应

付这一新局面。2012年，公司在原有ERP系统、染化料自

动称重与输送系统的基础上又决定投入800万元和400万元

分别用于建设MES（制造执行管理系统）和数字化车间物

联网应用项目，以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快速反应能力和车间

的敏捷化生产，帮助公司进一步降低成本、按期交货、提

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为了实现实验室仪器间的信息数据共享，工程研究

中心联合计算机应用中心设计并开发了实验室信息管理系

统。通过此系统，能对实验的所有流程和仪器进行信息化

管理，提高实验室工作的效率和管理规范，提升研究院实

验室的信息化程度。此外，为了给公司全体员工提供一个

浏览行业信息，查询文献、专利、标准和研究报告等的共

享平台，公司开发了信息资源网系统，该系统包括宏观经

济、企业信息、情报中心、竞争动态、本地资料库、网络

资料库等栏目。通过信息资源网，科研人员能更加快速地

获取所需的信息和资料，提升技术中心信息情报工作的信

息化程度和工作效率。

第四章

供应链管理与价值链延伸
供应链管理和价值链延伸是当下企业定位与发展的时髦话题之一，各行业都在热烈探讨，面

临转型升级关键时期的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也不例外。作为中国毛纺行业的领军企业，丹毛注重建

立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供应链，实现与合作伙伴的合作共赢，同时通过自身价值链的延伸，带动合

作伙伴的发展，实现供应链整体价值的最大化。

丹毛信息与知识管理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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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链管理与优化

纺织服装供应链覆盖了从开

发设计、原料采购、产品生产、

仓储物流、批发经营到终端零售

的整个过程，经验表明，产品的

竞争力已非单一企业能够决定，

而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主要

体现为供应链之间的竞争。丹毛

作为一家优质企业，不断探索供

应链管理和优化的新思路、新路

径，以与供应链上的合作伙伴共

同成长和发展。

供应商管理

本着“利益共享、风险共

担”的原则，丹毛一直致力于与

供应商建立一种长期的、共赢的

战略合作关系。

在选择供应商时，公司不只

考虑价格因素，而是更看重其在

产品性能、服务、技术创新、环

保、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实力、潜

能和发展理念，优先考虑那些已

获得Oeko-Tex Standard等权威

认证的供应商。在原材料采购过

程中，首先严格按照相关质量和

安全标准对原材料进行标准化测

试，对特殊品种原料和一些新供

应商，要求客户先提供小样，经

测试确认后再进行小批量采购，

对检测不合格和不符合生产要求

的原材料坚决不予进厂入库。

公司对供应商的行为采取

绩效管理，利用绩效管理的结果

衡量与供应商的后续合作。坚持

诚信、公开公正、透明的合作原

则，严格与供应商签署“廉洁承

诺书”，要求供应商公平参与竞

争，严禁向公司采购人员行贿。

供应商也可根据承诺书中提供的

渠道举报公司员工的不当行为，

以协助公司对员工的诚信廉洁进

行监察。2012年，丹毛没有员工

因贿赂或其他腐败方式向供应商

发放订单，也没有因贿赂而受到

投诉，公司也没有受到与贿赂和

腐败相关的法律制裁。

客户关系维护

公司对客户关系实行系统化

管理，构建以客户为中心的快速

响应销售服务机制，分析客户需

求，提供“快速、满意、外延、

超值”的服务，为客户创造价

值，同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

伙伴关系。

公司合理使用客户的相关信息，包括投诉、抱怨、客户满意度调查结果、客户流失信息等，将其用于商品和

服务的策划、营销、过程改进和其它业务的开发。公司高层经常对客户进行走访，并通过召开客户会、产品展示

会、推介会、问卷调查等方式多渠道、多方位地了解客户需求，对于其提出的意见和想法及时进行协调和解决。

公司建立了顾客满意度测量与应用管理系统，可根据调查结果对产品和服务进行有针对性的改进。而对于客户的

投诉，公司也制定了《顾客意见和建议处理办法》，明确了客户意见、建议、投诉处理的原则，确保随时解决各

类投诉问题。

内销市场的客户需求分析

出口市场的客户需求分析

销售区域

华东

华中

华南

华北

其他

销售区域

日本

美国

欧洲

其他

客户需求及偏好

职业装、西服、休闲服等面料

职业装、西服面料，双弹品种

品牌女装及西服面料

丝毛品种、女装

注重产品的外观、质量、质感和交期

客户需求及偏好

青睐各种新型功能性面料，新原料、新概

念面料

对于国际流行面料的花型和手感要求较高，

针对国际流行趋势定期进行新样开发

引领国际面料流行趋势，对于产品的外观、

质量、质感要求很高

注重产品的外观、质量、质感和交期

公司对策

控制好质量、交期、物理指标，赢得客户的信任，以便常年翻单。

控制好质量、交期、物理指标，赢得客户的信任，以便常年翻单；

莱卡品种是公司的强项，控制好该产品的品质。

联合知名设计师开发出符合最新流行趋势的新样，通过展会等渠道

向国内品牌女装市场进行推广。

根据客户的需求严格控制丝毛产品的外观、手感、布面疵点和物理

指标等，使客户满意。

按照订单要求，按时、按质、按量完成订单，严格检验产品的外观

和质感，让客户满意。

公司对策

针对客户的意愿和要求，组织技术力量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攻关，生产出先锋

样，并保证产品的各项性能指标符合要求，然后制成样衣推向市场。

组织技术力量生产出满足客户需求的产品，严格管控产品的外观和手感，让客

户满意。每年定期开发的新样做到保质保量，如期交付，以获得客户青睐。

联合欧洲设计师，自主开发大量符合最新流行趋势的新样，推向市场，在赢得

订单后，严格达到客户预期的要求。

按照订单要求，按质按量完成，保证订单的交期，严格检验产品的外观和质

感，让客户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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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司召开各种客户会议3次，拜访客户250多次，参加国际、国内大型产品展销会10

多次，并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开展了一次关于客户满意度的调查，对客户的期望指标、感知质量指

标、感知价值指标、抱怨指标、满意指标等多个关键性指标进行了调查分析，使公司对于客户的需

求和关注点有了更精准的把握，对于今后的产品开发和生产具有较客观的指导意义。

如今，一些国际知名企业已将丹毛列为自己的合作

伙伴，包括日本航空公司、法国航空公司等国际知名企

业。美国HMS公司是专为全球高档时装企业提供面料的

供应商，其总经理鲍勃表示：“我们不光追求合理的价

格，更需要优秀的产品品质和服务，很幸运这一切都在

丹毛找到了。”

在与客户、供应商合作的过程中，公司对其提供

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无形资产与有形资产实行严格的

制度管理，从不侵犯或泄露对方的自主知识产权。2012

年，公司没有发生客户信息泄密事件，也未发生关于

客户知识产权、商业信息和财产保护方面的投诉或纠

纷。2012年，公司从未受到任何国家的反倾销调查；公

司没有员工因贿赂或其他腐败方式向采购商争取订单，

也没有因贿赂而受到投诉，公司也没有受到与贿赂和腐

败相关的法律制裁。

在2012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秋冬）博览会上，丹毛的展台顾客盈门，展示的吸湿发热面料、抗静电

吸光发热面料、中空保温面料和远红外保温面料等4款高科技功能面料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极大关注

日本航空公司相关管理人员来公司参观调研

产品质量与安全控制

本着“精纺精织出精品，精益求精求满意”的质量方针，公司将保证产品的内在品质和安

全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公司严格执行GB/T 24001—2004、GB/T 19001—2008、Oeko-Tex 

Standard 100生态环保认证等标准的要求，关注目标市场上有关产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标准、指

令、法规等文件的变化，如Oeko-Tex Standard 100标准、GB18401—2010标准、GB/T26382—

2011、REACH法规等，谨防产品出现质量、安全方面的问题。

2012年，公司继续通过精益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对于用户关心的关键质量指标进行联合技术

攻关，不仅显著提升了产品品质，也培养了公司各部门间的团队合作精神，提升了跨部门合作的

绩效。

公司坚守“客户至上，以质取信”的原则，高度重视产品质量和企业信誉管理，不断提升产

品质量和企业信誉水平。近年来，公司不断引进先进的产品检测技术和设备，以保证产品质量满

足客户的需求，符合国家法规。同时公司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检测设备进行检定，确保检

测数据的准确性、可靠性和一致性。2012年，丹毛克服各种不利因素影响，努力实现了年度质量

目标，主要技术指标均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中产品一等品率达到99.11％。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因为产品质量及安全问题受到任何机构处罚的情况，也没有安全问题导致

的退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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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建设】

与2011年相比，2012年公司产品批量更小、品种更多，因此实验室的检测任务也相对较重。虽然如

此，公司实验室的内部管理并未松懈，检测人员仍然严格按照标准和客户的要求对样品进行检测。

2012年2月，丹毛通过“测量管理体系”认证；8月，公司测试中心顺利通过了国家实验室认可

（CNAS）的复评；11月，公司测试中心通过了NEXT公司的验证，标志着客户对公司检测工作的肯定和认

可。而在获得这些资质后，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公司节省一部分外送检测费用，其中在2012年，公司的外

测费用较2011年实现了大幅下降。除了在内部统一检测标准，使检测结果保持较高的参考价值，公司测试中

心还经常与外部检测机构进行比对测试，以此不断提高自身的检测水平，使检测数据更加科学准确，从而更

有效地指导生产。

作为一家对消费者和环境负责任的企业，丹毛坚持严

格选择安全环保的染化料助剂，对染整生产过程进行科学

管理，保证产品符合环境安全和人体健康要求。2012年7

月3日，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发布了第二批加入白名单管

理体系的企业名单，江苏丹毛榜上有名。这标志着丹毛的

产品出口到日本时无需对特定偶氮染料进行检测，这是对

丹毛在创建绿色供应链工作中所取得成绩的有力肯定。

丹毛的中心实验室实行标准化管理

2010—2012年公司主要产品和服务的绩效

产品一等品率（%）

一次验收合格率（%）

2010年

98.95

94.4

2012年

99.11

95.2

2011年

98.88

95.1

丹毛不断深化品质管理，细化检测部门员工的岗位职责，

以更好地践行“精纺精织出精品，精益求精求满意”的质量方

针

测色配色系统

 滴液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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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拓新领域，延伸产品线，再塑新

       优势

小批量、多品种一直是丹毛的产品开发特色，

也是丹毛快速反应机制的直接体现。2012年，公

司进一步加大了产品开发力度，在新原料、新工艺

的开发和应用上实现了新的突破，共开发特殊品种

519.25万米，在面料总产量中的占比比2011年提高

了8.2个百分点。

进军功能性男装面料市场

众所周知，精纺女装面料是丹毛的传统优势和

强项。近年来，在对欧、美、日等地区进行充分的市场

调研后发现，功能性男装正日益成为市场焦点，前景

巨大。据此，公司决定在保持女装面料优势的基础上

向功能性男装面料市场拓展，实现产品差异化和市场

差异化。通过新型功能性纤维、先进技术和装备的应

用，以及与知名科研院所的联合攻关，开发了Cold-

black冷感面料、Natural Cool冷感面料、吸光发热面

料、远红外辐射面料、中空保暖调温面料等多个系

列的功能性精毛纺面料产品，得到了国际市场特别

是日本客户的青睐。在此基础上，丹毛希望通过差

异化的产品开发逐渐培育出自己的精毛纺男装面料

品牌。

发力针织精毛纺面料

以往市场上出现的针织毛纺产品多为粗毛纺产

品，且多在针织横机上加工，鲜少有通过针织大圆

机加工精毛纺面料的，其技术难度可见一斑。2012

年，丹毛做出重要的战略部署，开始向针织精毛纺

面料领域拓展，借此将产品优势延伸至针织领域。

通过规划，公司将原先的三纺部改造成为针织车

间，首批引进了20台德国先进的大圆机，并完成了

对针织精毛纺面料的设计打样，走出了战略转型的

重要一步，在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报告期间，

公司针织面料大楼已完成总体规划，预计2013年将

完成一期建设并投入生产。

功能性男装面料系列

丹毛特色亚光面料

针织精毛纺面料

Trevria功能性涤纶与羊毛混纺面料

第五章

环境保护与绿色运营
正确认识自身事业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并以最低的环境负荷开展事业，是企业义不容

辞的责任。这对于处于“绿色转型”阶段的众多中国纺织企业来说尤其重要。

自建厂以来，江苏丹毛坚持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原则，以持续降低环境负荷为目

标，积极遵守与环境保护相关的各项法律法规，从源头开始削减污染物的排放量，实现了节能降

耗、减污增效，不断提高企业竞争力。公司注重装备技术的升级改造和水平提升，以新工艺、新

技术、新设备应用为主导，持续优化提升生产装备的科技含量和节能增效水平，淘汰落后产能，

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方面走在了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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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环境保护

2012年，公司进一步美化公司环境，积极购进绿化苗

木对厂区进行绿化、美化，努力打造花园式工厂，营造绿

色宜人的生产环境。目前，厂区绿化率达到40％以上，形

成了“春有花、夏有绿、秋有果、冬有叶”的美丽景色。

健全体系，完善制度

2012年，江苏丹毛积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严格

执行国家的环保法规、政策和标准，实施环境保护责任制

度，通过自查和外审相结合的方式不断促进和改善公司的

环保绩效。2012年3月，丹毛根据内部审核方案的策划，

对公司的环境管理体系按照GB/T24001—2004标准的要

求、公司环境管理体系文件的要求、环境法律法规的要求

和相关方的要求进行了内部审核；5月又顺利通过了方圆

标志认证集团对公司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再认证，并换

发了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牢守环保“三同时”制度

自成立以来，丹毛一直遵守国家关于环保“三同时”

制度的要求，对各种新建、扩建、改造项目及时进行环保

申报，环评执行率达到100％，做到环保配套设施与生产

设施同时规划设计、同时建设施工和同时投入运行。2012

年1月，江苏丹毛弹性精梳毛纺时装面料项目取得了丹阳

市环保局的批复，建设内容为扩建纺纱车间和织造车间。

实施“三废”资源化、环保治理和资源综合利

用战略

公司通过实施“三废”资源化战略、环保治理战略和

资源综合利用战略，不仅减少了“三废”排放，更实现了

变废为宝和循环发展。近几年，公司连续斥巨资对废水治

理设施进行改造和升级，使设备实现了工艺先进、处理能

力强、运行安全可靠。2012年公司对污水处理投入资金近

160万元，使废水排放量远低于废水排污指标60万吨，实

际为43万吨，中水回用量17.4万吨。

公司在厂区醒目位置设立了污染源分布图、污染物处

理流程图和环境管理责任体系网络图，各车间生产线设置

标识牌图示生产工艺过程、产物环节，标注主要污染物名

称、处理方法和排放去向。

2012年，公司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严格遵守环

保法律法规及标准，各项生产经营均符合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的要求，在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工作方

面保持较好的成绩。公司各种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到位，运

转正常，厂界噪声达标，固废处理处置、生活垃圾处理、

丹毛优美的厂区环境

COD自动检测仪

废气排放口 废水排放口

中水回用砂滤塔

机动车排放标准均符合环保要求。同时按相关规定进行了

污染物排污申报登记，执行了排污许可证制度，并如期缴

纳了排污费。报告期内，公司没有发生重特大环境污染事

故、环境纠纷、环保信访，也未受到环保行政处罚及发生

其他违法违规问题。



2012  社会责任报告 2012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40  |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Jiangsu Danmao Textile Co., Ltd.｜ 41

二、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工作规范化与常态化

2012年年初，公司召开了全公司节能环保工作会议，

公司董事长徐荣良亲自对节能工作进行了部署。厂部印发

《节能中长期规划》、《2012年全厂对标管理相关指标》

和《2012年节能工作计划与措施》，确定能效对标指标和

年度供电煤耗、厂用电率等指标，并按月、按机组分解全

年综合经济指标和可控指标，在部门与部门之间、岗位与

岗位之间进行“标杆”管理和劳动竞赛。公司设备管理部

负责组织检查考核。

2012年公司节能工作主要包括：

◆ 提报2012年度节能自查工作和能源利用状况报告；

◆ 制订并实施年度能耗考核办法；

◆ 参加行业协会组织的节能减排活动；

◆ 节能技改项目实施进度与审核；

◆ 建立能源管理体系相关评估工作；

◆ 每年结合公司月度、年度工作会议和月度生产分

析，进行节能宣传教育；

◆ 开展节能、节水宣传周，鼓励全员参与节能。

在节能宣传周期间，公司开展了经验交流会、座谈

会、宣传板报、画报等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

了全员节能减排认识，引导员工充分认识节能减排的重要

性、必要性和紧迫性，使节能减排工作深入人心，变为员

工的日常行为。

2012年，公司成立了节能工作小组，负责能源的使用

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公司节能降耗、清洁生产和节约用水

的工作。公司副总经理邹银芳任节能工作小组组长，执行

部门包括设备动力部、企管部、财务部等主要部门，由经

验丰富的技术管理人员担任节能工作小组组员。节能工作

小组定期召开公司节能情况报告会和专题会议，以监督和

持续改善公司的节能减排工作。由于在节能减排工作中表

现突出，江苏丹毛于2012年荣获“镇江市节能减排先进单

位”称号。

公司主要原料、能源消耗及节能情况

2012年，公司羊毛用量1658.01吨，涤纶用量747.43

吨，新型纤维用量98.57吨；购入与消耗能源种类主要为

煤、水、电等，各种能源折合标煤为9111.594吨，其中煤

耗用能折合标煤5818.904吨，用水折合标煤239.067吨，

电力能耗折合标煤为3053.623吨。

节能减排举措及成效

公司不断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装备，在一定程度上提高

了能源的利用，减少了能源的浪费。2012年上半年，公司

完成了1250变压器的更换增容、新增变频离心式冷水机组

的安装调试、新增锅炉分层分行分段给煤装置的改造等节

能改造工作，大大提升了公司节能工作的成效。

根据国家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等多部委联合

制定的《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实施方案》，江苏丹毛制定

了“十二五”节能目标，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共节能2000吨

标准煤，每年完成400吨标准煤的节能目标。2011及2012年

公司累计节能量达834.92吨标煤，已完成“十二五”节能目

标的41.746％。其中，2012年节能量为 407.7吨标准煤。

2011—2012年江苏丹毛的能源消耗情况

指标

煤耗（吨）

用电量（kW•h）

用水（吨）

能源消费总量（含其它）（吨标准煤）

其中：用煤折标煤

            用电折标煤

           用水折标煤

节能量目标（吨标准煤）

实际节能量（吨标准煤）

2011年

10960.26

22397565.6

795779.9

10786.090

7828.914

2752.661

204.515

400

427.22

2012年

8146.30

24846401.9

930221.1

9111.594

5818.904

3053.623

239.067

400

407.7

2012年丹毛计划实施的节能管理、技改方案一览

序号

1

2

3

4

5

针对问题

空调回水水泵耗电量大

洗呢设备陈旧、浴比

大、效率低

锅炉燃煤燃烧不透，煤

耗增加

炉火脱硫耗能高，脱硫

排放高

条染车间染缸浴比大，

耗能高

方案名称

水泵变频自动调速改造

洗呢机煮呢机更新改造

分层节能煤斗改造

锅炉脱硫装置升级

大浴比染缸改造升级

方案内容

根据水池水位自动调节电动机的频率

达到节能效果

淘汰大浴比、开式洗缸和煮缸，改造

后设备为封闭式，浴比小，用气量

少，产量高，减少排放量

节能煤斗形成块状和颗粒铺层均匀燃

烧充分，可节约5%

购买新型锅炉脱硫装置3台，使排

放达标

通过技改10台，将大浴比染缸改造成

小浴比，使之更加节水节电

预计投资

（万元）

28

430

20

15

70

实物量（/年）

58万kW•h，合标煤41.2吨

减少用水量45％、用汽量28％

，节水12万立方米，节约蒸汽

1200吨，合标煤70.5吨

节约标准每台40吨/年，3台

120吨

可节约40.5吨合标煤

可节约93.5吨合标煤

金额（万元/年）

49.3

35.06

46.87

8.5

19.7

预计节约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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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技改案例一：中央空调节能改造

中央空调节能降耗攻关小组通过市场调研和分析，制订出原锅炉蒸汽改造成直接使用电能

的可行性方案报告。该项目虽然投资160多万元，但由于原设施每天运行费用约1.7万元左右，

每月达50万元左右。而新改造的设施每天费用仅1万元左右，每月为30万元左右。这样每月可

节约成本20万左右。按每年夏季使用4个月的中央空调时间计算两年可回收成本。而且由于把

锅炉蒸汽改为电能，减少了使用煤炭以及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起到了既环保又经

济的双重效果。

节能技改案例二：条染车间采用节能型原料

2012年上半年，公司条染车间引进新的助剂低温促染剂S-E20、低温促染剂S-B3、渗透

剂DHS，用于兰纳洒脱和毛用活性染料染色，原来染色工艺需100℃，使用新材料后只需90℃

就能顺利染色，缩短了染色时间同时避免了羊毛纤维的损伤，节约了汽和电的耗用，且染色效

果也较好。

节能技改案例三：淘汰落后产能

丹毛高度重视生产过程的清洁化，力争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物的产生，通过淘汰落后产能，

显著推进了公司的节能减排工作。2012年，公司淘汰了条染染缸、复精梳和纺部国产针梳机、

染整洗缸等旧型号电机；对锅炉车间不符合国家标准及大耗能锅炉燃烧设备进行了更新换代；

对条染大浴比染缸进行改造升级，由原来的大浴比改造成小浴比，大大减少了水电能源的消

耗；针对染整车间的国产洗缸效率低、耗能大等问题，公司引进了世界先进的平幅连洗设备，

在保证能耗降低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和作用效果。

三、安全与规范化生产

科学发展首先要安全发展。在实际生产中，丹毛坚持

贯彻“管生产必须同时管安全”的原则，公司总经理徐荣

芳亲自主抓安全工作，使安全生产渗透到生产管理的各个

环节。在编制年度计划和长期规划时，公司一直将安全生

产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同时将其与公司的增产挖潜、技术

革新、设备改造、流程重组等进行有机结合，以消除事故

隐患，改善劳动条件。

全面实施“7S”管理

2012年，丹毛在公司内部全面实施“7S”管理，从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

养、安全、节约等 7 个方面入手，着力打造一个文明、整洁、有序、高效、盈利、安全

的丹毛。为了使7S管理落实到位，公司特别成立了7S管理领导小组，公司总经理徐荣芳

担任组长。公司还制定了7S管理手册，人手一份，要求全体员工在日常的生产工作中都

能按照7S要求规范自身行为。

完善制度，开展培训教育

丹毛坚决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积极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将安

全检查形成习惯。帮助员工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通过安全知识培训和演习等普及

安全生产教育。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对安

全生产的规定要求，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制定了《安全生

产检查制度》，严把设备检查关，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公司每年都会投入

相应的安全生产费用，用于改善劳动条件和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防止事故，减少职业

危害。为保证员工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公司规定特殊岗位的员工必须持证

上岗，并定期为其提供手套、防护手巾、口罩、耳塞等特殊工种防护用品。

落实责任，强化监督，消除隐患

每年，公司各级领导均会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以明确各级领导在安全生产上

的职责与义务。生产一线采取车间教练员日日巡查、违章操作及时曝光等措施来提高员工

生产安全意识。通过在车间各处张贴安全警示语提醒员工时刻注意安全操作。此外，公司

每月还组织一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总经理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亲自值班并带队检查车间的

安全生产情况，对发现的安全隐患及时进行清理和整改，使安全生产工作标准化。

2012年，公司积极开展了安全生产的科学研究，对运行中的生产装置、生产工艺存

在的安全问题组织力量攻关，及时消除隐患。在研究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

时，也相应地研究和解决有关安全方面的问题，并研制和引进各种新型、可靠的安全防

护装置，提高生产装置的安全可靠性。

2012年，公司没有发生重大的安全责任事故，也未因安全生产问题受到相关部门的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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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员工关爱与成长
人才之重，世所共知。丹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积极构建和谐的工作环境。将员工视作家

人，把关心员工落到实处，构建充满希望、有助成长的发展平台。公司针对人力资源管理的6个

方面（人力资源规划、招聘录用、培训、绩效管理、薪酬福利、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制定了相关

的战略，注重员工岗前培训和业务技能培训，建立激励政策，不断提高员工满意度，以待遇留

人、事业留人、情感留人，实现职工利益与企业发展的双赢。

安全知识培训

 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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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权益

丹毛坚持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严格落实《避免招用童工程

序》，积极制定、完善和落实各项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保障员工的各项合法权益。

劳动合同

为了做好规范用工，公司在已确定劳动关系的新职

工入职当日即与其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在平等自愿的原

则下明确用工双方的权利和义务。2012年，公司与在

册正式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其中签订固

定期限合同的为1062人，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的为23

人，签订中长期（3年及以上）合同的人数为1062人。

一旦合同签订，公司即认真负责地履行合同的相关条

款。2012年，公司未发生劳资纠纷案件，也未因违反劳

动法律而受到处罚。

工作时间

与绝大多数纺织生产企业一样，丹毛也以订单式生

产为主，因此工作时间也在保障员工身体健康的前提下

进行了相应的安排，其中职能管理部门实行标准计时工

作制，生产类部门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在工作时间方面，公司严防歧视、骚扰、强迫或强

制劳动的事件发生，尊重员工享受病假、产假和婚丧假

的权利。2012年，公司未收到关于歧视、骚扰、强迫或

强制员工劳动的投诉或举报。

薪酬与福利

2012年初，公司为调动一线员工的积极性，主动上

调工资单价，提高员工的福利待遇。2012年员工全勤月

平均工资达2986元，同比增长9.05％，高于年初制定的

8％目标。

公司每月定期足额发放员工工资，同时按时为全体

员工交纳“五险一金”。2012年，公司的员工工资总

额达3832万元，为职工交纳的“五险一金”达1000多

万元。除此之外，公司还在重大节假日等向员工发放特

别福利。对于外地职工，公司免费为其提供卫生设施齐

备的舒适型职工宿舍。根据公司邀请第三方机构所做的

2012年员工福利满意度调查，公司员工对福利的满意度

比2011年有所提升，达到84.5％。

近3年丹毛员工的工资总额情况

员
工
工
资
总
额
（
万
元
）

一、员工概况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江苏丹毛拥有员工1085人，全部为全日制用工，其中外地员工

103人，少数民族员工1人。2012年，公司没有聘用童工和未成年工，有效地规范了用工秩

序，保障了员工和公司的合法权益。

为了切实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保持员工的相对稳

定，丹毛将人员流动率作为生产车间和各部门绩效考核的

内容之一。2008—2012年，公司实际的员工流失率均低于

5％，这在一直备受员工流失问题困扰的纺织行业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

28%

72%

男员工         女员工 外地员工         本地员工 45岁以上员工         18~45岁员工 2626

2281

2010年

2010年

2011年

2011年

2012年

2012年

3408

3832

2986

21.3%

78.7%

9%

91%

近3年丹毛管理人员的占比及岗位轮换率

管理人员（人）

员工数（人）

管理层比率（％）

2010年

83

1018

8.2

2011年

83

1030

8.1

2012年

82

1085

7.6

2012年丹毛改善员工福利的部分支出

项目

支出（元）

“三八”妇女节

女员工福利

18329

中秋节员

工福利

94256

女员工妇

科体检

5410

工会活动

39480

近3年丹毛员工的月均工资情况

2738

员
工
月
均
工
资
（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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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图书室常年开放。2011—2012年图书馆新增图书120册，期刊320册。除此之外，图书馆还

订购了中国知网、Derwent专利数据库、纺织科技信息查新数据库等重要的文献资源，确保员工能够

及时了解国内外纺织行业的最新技术和市场发展动态。

丹毛对家庭困难和有伤病的员工关爱

有加，通过各类“送温暖”活动解决他们

的实际问题。2012年公司工会主动为5名病

重员工向上级工会组织争取补助资金1万多

元，同时组织公司领导对伤病员工及其家属

进行慰问，送去了全体员工的关爱和温暖。

三、员工关爱

2012年，公司投入近2388万元新建的建筑面积为6223平方米的六层职工宿舍楼正式安排

员工入住。新职工宿舍楼采用公寓式管理，共有标准间120多间，卫生间、淋浴器、网络、有

线电视等硬件设施一应俱全，不仅大大改善了员工的居住条件，更给员工带来了家的感觉。

公司坚持为员工提供免费工作餐，并在食堂硬件、伙食标准、餐食质量等方面不断进行

改善。考虑到时装公司员工用餐不便，公司对时装大楼的五楼进行重新规划，新建了服装食

堂并投入运营，不仅有效解决了时装公司员工的用餐问题，同时服务也有了质的提高。

员工的业余文化生活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公司为员工建设了设施齐全的健

身场所，配置了各类常用健身器材，为员工的健身、娱乐提供了方便。为了丰富员工的业余

文化生活，公司工会策划组织了形式多样、健康有益的文体娱乐活动，如象棋比赛、篮球比

赛、拔河比赛、歌咏比赛等。2012年，公司还被授予“镇江市企业（职工）文化建设示范单

位”称号。

丰富多彩的业余文化生活

整洁的员工食堂  古色古香的员工宿舍

公司总经理徐荣芳（右）探望患

病的公司员工，并送去爱心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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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故事

2012年1月初，江苏丹毛时装有限公司在公司内部发起募捐活动，号召全体员工伸出援

助之手，为身患重病的车间五组员工黄杏花捐款。此次募捐得到公司领导及全体员工的积极

响应和大力支持，短短4日，共募得爱心款11000元，不仅帮助一位年轻员工延续了生命，也

拯救了一个家庭。

四、职业健康与安全

丹毛将员工的健康与安全视作头等大事。公司按照《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

等对安全生产的规定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长效机制，以保障每位员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

健康。除了广泛宣传职业安全的重要性，通过安全培训教育等提升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外，

公司在所有生产车间与办公场所均配备了灭火器等必备安全设施，定期对工作场所内有害员

工健康的因素如粉尘、噪音等进行监测，按时发放劳保用品。此外，每年还在具有资质的医

疗机构为员工安排健康体检。为了改善车间的工作环境，公司特别在生产车间安装了排尘系

统，并为员工的休息室安装了空调系统。

2012年，公司没有发生员工职业病，也未因违反职业健康与安全相关法律而受到行政处

罚；参照《工伤保险条例》为员工申报工伤4起（其中上班途中交通事故1起），使员工享受

到了应有的工伤保险待遇。

 江苏丹毛时装有限公司发起的募捐倡议 募捐活动受到公司全体员工的积极响应

    丹毛为女员工组织的妇女健康知识讲座

丹毛组织办公室人员进行工间操锻炼

江苏丹毛时装有限公司领导向患病员工家属转交全体员工的爱心款 黄杏花及其家属为感谢公司领导及同事在其病重

期间给予的无私援助，特别向公司送来了感谢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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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参与和沟通

2012年，公司工会组织发动职工民主参与公司的经营

管理活动，实施群众监督，促进企业决策民主、利益关系

公平公正、职工团结和谐，进一步推动了公司的协调、科

学、可持续发展。当年，公司工会被吕城镇政府评为“优

秀工会组织”，公司产品研发中心被丹阳市总工会评为“

五一文明班组（科室）”。

完善集体合同制度，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本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理念，2012年，公司工会

代表全体员工与公司签订了集体劳动合同，使公司与员工

的职责和权利以书面形式得到了明确。同时健全了劳动定

额、劳动安全与卫生、职业技能培训、员工福利涉及劳动

关系的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平等协商机制，确保职工在公司

享有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

完善职代会制度，确保民主管理工作的落实

职代会是企业职工开展民主管理的重要渠道，职代会

职权能否真正落实，往往取决于职代会机制的完备性及有

效性。2012年，公司进一步完善了与职代会相配套的制度

建设，并组织召开了工会（职工）代表大会，就公司发展

规划、集体合同、薪酬制度等议题进行讨论。

建立多元化的沟通渠道，促进良性互动

民主管理是构建和谐企业的强大动力。丹毛历来提

倡“全员参与”的管理原则，与员工之间建立了多元化的

沟通渠道，保障公司和员工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促进共同

发展。

◆ 为员工建立多种申诉和建言途径，例如设立了“

员工意见箱”、“工会信箱”、“董事长信箱”，并保证

各部门有专门的人员负责解答员工提出的问题。

◆ 以信息系统为平台，通过ERP信息数据库、办公

自动化及生产经营管理系统、公司内部网络、电子版“丹

毛简报”、周/月例会等渠道实现信息、知识和技能的有效

沟通和分享。

◆ 每年组织员工对薪酬福利、工作环境、管理制

度、职业发展、领导水平和企业管理等6个方面进行满意

度调查，并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据此了解员工最关

心的问题和不满之处，从而确定应优先解决或完善的工

作，并制定相应的改进计划。

◆  建立了合理化建议征集和奖励制度，广泛调动

员工实施改进的积极性和参与度，从提案征集、处理跟踪

和效果反馈等方面建立合理化建议实施的闭环控制流程。

自制度实施以来，员工提合理化建议的热情逐年提高，其

中仅2012年就提出350余条。这些合理化建议在公司提高

产品质量、降低消耗、节约成本、保证安全生产、保护环

境、提高管理水平等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六、员工发展

丹毛始终认为，为员工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是企业

应当承担的责任。近年来，丹毛在人才的培养、凝聚、使

用、保护等方面下大力气，积极推进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

设，真正做到了尊重人才、真诚对待人才，积极为人才施

展才华搭建平台。

培养知识型人才，创建学习型企业

公司积极倡导建设学习型企业，鼓励员工“终生学

习”，把招聘人、培养人、锻炼人、选拔人、激励人、留

住人科学有效地联系起来，形成了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培

养机制，使公司的人力资源发挥最大功效，人力资源管理

事半功倍。

公司建立了多级培训体系，坚持“高标准、严要求、

重专业、提技能”的培训方针，贯彻“全员培训，重点突

出”的原则，帮助员工提高个人工作能力。严格制定培训

丹毛设立的员工意见和建议渠道（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渠道

满意度调查

工作例会

民主接待日

信箱

民主测评

合理化建议活动

各类座谈会

集体合同检查

责任部门

公司人力资源部

公司各部门和科室

公司办公室、工会

公司综合管理部、党委工作部

人力资源部和各部门

公司工会

公司人力资源部、工会

公司工会

频次（次/年）

1

12

12

随访

1

1

根据需要

2

实施计划，并在培训结束后进行培训效果的综合评价。

2012年，公司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分别为新

进员工、普通员工、技术骨干、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等安排

了有针对性的培训，各类培训项目共计16个，直接投入达

16万元。培训学习方式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委托培养、自

学、短期培训、学术研讨会、生产企业实地学习、工作研

讨会等。如与丹阳市总工会联合举办了新职工入职培训班

和班组长管理与能力建设培训班二期，与丹阳市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举办了高级技能人才培训班和中级职称

计算机培训班二期。对电工、电焊工、叉车工等特殊工种

员工进行专业技能获证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公司还通过

电化教育培训，对包括班组长等在内的160多名基层管理

干部进行了“如何做一名优秀现场主管”的培训，通过培

训，开阔了他们的眼界，提高了其管理理念和能力。

公司发展战略

人力资源规划

年度人力资源计划

工作分析

人力资本增值

绩效提升

员工发展

培训

管理

绩效

管理

激励

管理

薪酬

管理

招聘

管理

公司级培训

部门培训

岗位培训

职能培训

晋升激励

薪酬激励

优秀员工

公司级培训

考核申诉

等级分布

岗位说明书定员、定编、定岗

岗位能力分析

一般能力核心能力

KPI、BSC、MBO

公司级培训

以岗定薪

以级定薪

与能力贡献相结合

一岗多级制

完
善
制
度
体
系

员工手册

人力资源管理程序

员工招聘

管理制度
员工发展

管理制度

员工绩效

管理制度

员工关系

管理制度

薪酬福利

管理制度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系
统
的
过
程
管
理

丹毛

月度、年度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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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管理培训动员大会

丹阳市总工会组织的优秀员工培训 

TRIZ理论培训

丹毛女大学生参加镇江创业设计竞赛培训

2012年丹毛组织的员工培训（部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培训内容

新职工厂纪厂规、安全生产管理

新职工应知应会知识培训

新职工入职培训

压力容器操作工知识培训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

班组长管理与能力建设

内审员培训

高效企业中层的打造

中、高级技术工人培训

2012年度公修知识培训

员工的有效激励

消防知识培训

在岗挡车工相关新知识培训

培训对象

新职工

新职工

新职工

换证司炉工

相关负责人

班组长

各部门负责人

中层以上干部

条染、染整车间员工

专业技术人员

中层以上干部

义务消防员及有关人员

在岗挡车工

时间

报到时

报到后一星期

一季度

一季度

一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二至三季度

三季度

二、四季度

四季度

培训方式或授课单位

自学

韦锁琴及车间教练员授课

丹阳总工会职工学校

丹阳质量技术监督局锅检所

江苏省质量协会

丹阳总工会职工学校

方圆认证中心

丹阳总工会职工学校

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丹阳总工会职工学校

镇消防队负责人

生技部、车间技术人员

2010—2012年丹毛为员工学习与发展投入的经费和时间

年度

人均培训时间（小时）

总投入（万元）

人均投入（元）

培训计划完成率（％）

2010年

4.2

13.6

133

94.1

2011年

4.9

15.3

148

92.3

2012年

5.3

16

1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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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司制定了关键技能人才培养计划，选拔了45名
生产技术骨干参加丹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高级技
能人才培训

操作运动会比赛现场

操作练兵光荣榜

供销知识及商业道德培训

2012年工作表彰大会

鼓励竞技，激励成长

公司对全体员工实施卓越绩效激励，包括发展激励、

考核激励和薪酬激励，为绩效优秀、技术拔尖、贡献突出

的员工制定了每年一次的评选奖励办法，充分发挥以绩效

为导向的激励机制的作用。2010年和2012年，公司分别

组织了定员、定岗、定编工作，实现了增产、增效的目

标，全员劳动生产率从2007年的5.1km/人提高到2012年的

7.3km/人。

除了制度激励，公司还为广大员工提供了公平的竞技

平台。通过开展员工技术交流会、技术比武，在生产车间开

展每月之星的评选、年度优秀员工和先进集体的评选等活

动，激励员工不断成长，不断提升整个团队的竞争能力。

2012年，公司开展了广泛的操作练兵活动，各生产车

间每月实施操作评比，并将评比结果进行公布，给广大积

极向上、技术过硬的员工提供了竞技展示平台。2012年，

公司有21名员工荣获操作运动会一等奖、29名员工荣获操

作运动会二等奖和其他奖项，公司专门划拨资金对获奖员

工进行了表彰和奖励。

任人唯贤，人尽其才

丹毛坚持“内部提拔+外部招聘”的用人原则，根据

不同岗位的特点设置了晋升通道，帮助员工制定职业发展

规划，任人唯贤，为其创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环境。正是由

于公司给予了个人充分的发展机遇和空间，优秀的员工才

能迅速成长，脱颖而出。2012年，公司员工侯兰美因品德

高尚、成绩显著、贡献突出，被授予“2012年度丹阳市劳

动模范”称号。

2008—2012年公司员工内部应聘及晋升情况

内部应聘人数（人）

获得晋升人数（人）

2008年

51

46

2009年

45

32

2010年

58

56

2011年

70

64

2012年

66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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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公共事业与社会公益
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之一就是对社会的承诺，其与企业的经营活动密不可分，无论缺少哪一

项，企业都无法得到社会的认可。

多年来，丹毛一直将自己定位为“企业公民”，致力于以自身的发展带动行业发展及地方经

济发展和文化建设，积极推动各项公共事业的发展，参与社区建设、捐资助学等社会公益项目，

共创和谐社会，不仅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了所在社区及行业的尊重，也促进了自身的健

康发展。

七、员工心声

我于2000年进入丹毛，一直从事采购工作。回顾这10多年来，公司对我的成长倾注

了很多心血，而我也觉得采购工作责任重大。今后，我将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恪尽职

守，继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为公司的持续发展多流汗、多出力。

供应科科长  倪志华

时光荏苒，我进入丹毛已经近30年了。回顾这些年来的工作，我感到非常充实，

也觉得非常自豪。我见证了丹毛的发展，丹毛也见证了我的成长。祝福丹毛的未来更加

美好。

纺部车间组长  黄红霞

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公司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公司坚持科技创新，并结合流

行趋势，不断开发引领市场的品种，取得了不错的效益。感谢公司这几年对我的培养，

同时也希望公司继续引领行业发展。

品种科职员  宋媛媛

在丹毛工作让我觉得很骄傲，也很开心。这些年来，公司领导坚持走科技发展的道

路，注重人才培养，不断更新技术装备，始终让公司走在行业发展的最前端，也让我们员

工的薪水一年比一年高。将来我要继续努力，为丹毛的伟大事业奉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织造车间挡车工  张叶

来到丹毛工作已经一年了，在此期间我深刻体会到工作与在校学习的区别。在这

里，我了解到一个企业是如何一步步壮大，一步步丰富自身的产品种类。30多年来，丹

毛一直专注于精毛纺，产品更是覆盖行业流行面料的各个种类。通过脚踏实地的发展和

不断创新完善，公司变得日益强大。今后，我将继续学习和积累，不断提升自我。我愿

与公司同进步，共同创造辉煌的明天。

设备科  花兆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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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事业

自建厂以来，丹毛一直坚持依法经营，打造诚信企业，拥有良好的企业信誉。2012年

公司再次被南京中贝国际信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评为“资信等级AAA”级。公司的经营行

为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

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为准则。

公司严格依法缴纳各项税费。2012年，丹毛纳税总额为2187万元，因高新技术企业而获

得505万元税款的减免。

社会事务参与

丹毛在当地社会和所在行业内一直有着较高的美誉，并担任多个社会职务，包括中国

毛纺行业协会理事单位、国家精毛纺时装面料开发基地、中国时尚同盟会员单位、中国纺

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CSC9000T执行企业、江苏省纺织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单位、

常州市纺织工程学会理事单位等，通过积极组织和参与行业活动，充分发挥了行业领军企

业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各级领导、专家前来公司考察指导工作

丹毛近3年的纳税总额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纳
税
总
额
（
万
元
）

2260 2213 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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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国防事业

国家的改革发展不能没有和平安宁的内外环境，和平安宁的环境不能没有强大的国

防，强大的国防不能没有可靠的国防后备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程度的提

高，应急民兵队伍在协同维护社会治安、城市防空疏散、守护重点设施目标等国防工作中

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丹毛一直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用实际行动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国防

建设与协调发展的方针。公司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为部队官兵生产出具有较高科技含

量的军品面料，同时不断推进民兵工作、预备役工作和双拥共建工作的开展。在吕城镇

2012年民兵预备役整组点验大会上，丹毛号召公司全体民兵预备役官兵要树立当代军人

的核心价值观，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听从党的指挥，服务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

文明城市的建设需要每个市民的共同参与。在公司领

导的带领和号召下，全体员工积极参与了2012年度丹阳

市“创文明城市、做文明市民”活动，展现了丹毛人的精

神风貌。公司董事长徐荣良因为在活动中成绩突出，被授

予“文明市民”的称号。

参政议政

公司董事长徐荣良在担任镇江市人大代表期间，依法

行使代表职权，积极履行代表义务，充分发挥模范带头作

用。他及时了解新形势、新情况，学习新的政策和法律、

法规，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密切联系群众，将群众的愿

望、意见、经验和智慧带到代表大会的议事决策中，促进

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积极开展党建工作

中共丹毛党总支已多次被授予“丹阳市基层党组织

建设示范点”荣誉称号。2012年，公司党总支结合工作

实际，开展了“企业发展我参与、我奉献”的党建主题活

动，在夏季开展送绿豆汤到生产一线、送凉风到岗位等活

动。通过开展活动，强化了党组织建设，充分展现了党组

织凝聚人心、推动企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2012年7月1日前夕，公司多个车间和部门以黑板报形式表达对党的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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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公益和慈善

公司始终怀着“反哺社会”之心，不断参与各类社会

公益和慈善事业。公司高层高度重视公益事业，为更好践

行社会责任，指派专人协助董事长分管慈善事业、光彩事

业。公司经分析讨论，结合内外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制定

了《公益支持规划》，确定重点支持的公益项目，并向公

司领导层提交申请。公司在进行对外捐助时均通过官方渠

道，以确保援助用到最需要的地方。

在国家和人民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时，公司及时在精神

和物质上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公司员工也积极参与公益

事业，近年来无偿献血达40人次，每年参与当地政府组织

的义务植树活动等。2008—2012年，公司用于贫困家庭补

助、学校赞助、贫困学生援助、地方文化事业支持等各类

公益慈善事业的投入达200多万元。

丹毛赞助的吕城镇首届文化艺术节

2012年公司支持的部分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公益支持项目

（物流行业）赞助

消防会员费

平安创建费

综合治安管理费

老干部活动赞助费

给社区贫困居民及居委会送水果

吕城镇中学教师节礼物

吕城文化节赞助款

吕程文化节文艺晚会

金额（元）

33000

10000

200000

15000

3000

53702

2000

30000

50000

类别

行业

地方事业

社区

社区

社区

社区

教育

文化

文化

2012年，是我国《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实施的第二年，也是丹毛实施第七个五年计划

的第二年。这一年，虽然受到国际经济复杂多变、国内经济发展下行压力增大、内外需求不振、综合

要素成本上升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但公司全体员工团结一心、群策群力、攻坚克难、奋力拼搏，

使公司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在圆满完成工作任务的同时，全面地履行了社会责任。

2012年，公司进一步深化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技术改造，进一步提升装备水平；加

强新产品开发，提高产品附加值；发挥既有优势，延伸产品线，延长产业链；加强自主品牌建设，优

化供应链管理；通过将社会责任管理融入日常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实现了经济责任、社会责任和环

境责任的动态平衡，为行业内诸多面临转型升级的企业树立了典范。

“十二五”是中国纺织服装行业加快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而2013年又是“十二五”发展中具有

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一年。这一年，行业发展仍将面对诸多挑战：欧美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际市场

前景仍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而国内劳动力成本、环境资源成本等各要素成本也将继续上涨。

发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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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建设是增强企业抵御危机能力和市场核心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面对新挑战，丹毛将继续

秉承“以人为本、励精图治、开拓创新，精益求精”的企业精神，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融为一体，

进一步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建设，继续全面实施CSC9000T中国纺织服装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全面推进

社会责任管理，倾听各利益相关方的声音，完善沟通渠道，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能力，促进企业

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发展。

在中国经济深度转型和调整的关键时期，江苏丹毛作为一家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民营企

业，将继续不遗余力谋求可持续发展，以推动中国毛纺行业转型和升级为己任，更广泛地履行企业的

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在新的一年，公司将紧紧围绕“抓住机遇、调整思路、奋发图强、

加快发展”的指导方针，加大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的力度，在保证各项创新工程和项目顺利进行的同

时，深化自主品牌建设，实现价值链延伸与升级，从而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在持续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我们将适应行业发展需要，积极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

的基本国策，把节能环保贯穿到生产运营的各个环节，为行业的“绿色”升级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

作出贡献。

201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的第一年，也是实施“十二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在这

一年里，丹毛将牢记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夯实发展基础、加快发展步伐，更加全面地履行对客户、员

工、政府、供应商等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相互促进，和谐发展，为早日实现美好的“中国梦”而

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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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会会责责任任报报告告验验证证声声明明书书  

AAssssuurraannccee  SSttaatteemmeenntt  ooff  SSuussttaaiinnaabbiilliittyy  RReeppoorrttiinngg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德公司）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的委任，参考《中国纺
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CSR-VRAI），并依据汉德公司对于社会责任报告的审验要求，对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丹毛公司或公司）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开展独立的审验工
作。 
TUV Asia Pacific Ltd. (‘TUV NORD’) has been commissioned by China National Textile and Apparel 
Council (‘CNTAC’) and the management of Jiangsu Danmao Textile Co., Ltd. (‘Jiangsu Danmao’，‘the 
company’) to carry out an independent assuranc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for the year 2012 
against the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Verification Rules and the Instructions for Apparel and 
Textile Enterprises (CSR-VRAI) and TUV Asia Pacific CSR Assurance Protocol for Assur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江苏丹毛公司负责收集、分析、汇总和展示报告中提到的信息。汉德公司就江苏丹毛公司报告主体边界
范围实施报告审验。 
Jiangsu Danma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collection, analysis, aggrega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information within the Report. TUV NORD’s responsibility in performing assurance of the report is 
within the subjectival boundary of Jiangsu Danmao. 
 
本声明书基于江苏丹毛公司编制的社会责任报告，江苏丹毛公司对报告中信息和数据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负责。 
The assurance engagement is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data and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Jiangsu Danmao to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is complete and true. 
 
 
 
审验的性质和范围  
Nature and Scope the Assurance 
 
审验的范围是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CSR-VRAI）的原则，包括在报告中提
到的文字和随附表单中的数据。 
The scope of the assurance, based on the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Verification Rules and 
Instructions (CSR-VRAI) methodology, include the text, and data in accompanying tables, contained in 
this report.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依据《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CSR-GATEs）开发了社会责任报告
提供审验的要求。 
CNTAC has developed a set of protocols for the Assur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based on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Apparel and Textile Enterprises (CSR-GATEs).  
 
此次审验的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涉及江苏丹毛公司的社会责任活动，包括以下： 
The assuranc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for the year 2012 related to Jiangsu Danmao 
includes the following: 
 
1) 报告了从 2012 年 1 月 1 日到 201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涉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的指标； 
2) 涉及了公司主要事件、响应、绩效数据、案例分析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相关数据和信息； 
3) 行业社会责任报告在遵守全面性、客观性、适宜性、响应性和发展性的原则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方

面的信息； 
4) 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CSR-GATEs）的原则。 
1) Reporting of eco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indicators; the year of activities covered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is 01.01.2012 to 31.12.2012; 
2)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mpany’s issues, responses, performance data, case studies and 

systems to manage Social Responsibility; 
3) Information related to the company’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 of Entirety, Objectivity,  

Applicability, Responsiveness and Comparativity and as well as stakeholder engagements; 
4) Reference to the principal of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Apparel and Textile 

Enterprises (CSR-GATEs)”.  
 
 
本报告的审验时间为 2013 年 8 月 7 日-8 日。 
Assuranc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was done on 7-8 Au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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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验的方法 
Assurance Methodology 
 
策划和实施这项审验工作是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CSR-VRAI），并依据汉
德公司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审验要求，对江苏丹毛公司社会责任报告进行评估。 
Our assurance engagement was planned and carried out reference to the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Verification Rules and Instructions (CSR-VRAI)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UV Asia Pacific 
CSR Assurance principles for Assuranc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ing.  
 
报告参照以下原则实施评估和审验： 
The Report has been evaluated and assured against the following: 
 
 遵守全面性、客观性、适宜性、响应性和发展性的原则。 
 Principal of adherence to Entirety, Objectivity, Applicability, Responsiveness and Comparativity  
 
我们的审验工作包括以下活动： 
* 访问江苏丹毛公司总部和关键场所； 
* 检查公司社会责任的管理流程； 
* 核实利益相关方参与； 
* 核实报告的结构和内容； 
* 依据报告中所提供的信息，来评审支持这些信息的依据。 
Our assurance involved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 Visit to the headquarters and key locations of Jiangsu Danmao; 
* Check the management proces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 Verify the Stakeholder Engagement; 
* Verify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 in the report; 
* Review of supporting evidence 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made in the report. 
 
 
 
审验意见陈述 
Opinion Statement 
 
江苏丹毛公司的 2012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展示了公司 2012 年度社会责任工作开展的状况和所取得的绩
效。 
Jiangsu Danmao’s 2012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rovides an appropriate view of the company 
social programs and performances during year 2012.  
 
在社会责任报告中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绩效指标进行了适当的展示。报告所展示的公司社会责任绩效
指标证明了公司在 2012 所做出的努力。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s mentioned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are represented appropriately.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demonstrate the efforts of the company. 
 
 
全面性：在 2012 年的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明确了对利益相关方的承诺。江苏丹毛公司通过报告以促进利
益相关方的关注和公司社会责任水平的进一步的提升。报告对公司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信息进行了客
观的报告和披露，以支持适当的管理策划和目标设置。审核组仅限对于丹阳吕城的生产现场的相关信息 
进行审验，无法对其他地点的现场进行审验。指标数量基本满足《纲要》的要求。 
Entirety: The commitment to its stakeholders was clearly demonstrated in the 2012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Jiangsu Danmao, via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promotes the 
stakeholders engagement and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The company’s economic,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were fairly reported and disclosed in this report, so that 
appropriate planning and target-setting can be supported. The assurance covered the head office and 
production site of Jiangsu Danmao Textile Co., Ltd. In Lvcheng Town, Danyang City, Jiangsu Province, 
and the information of other sites out of above mentioned location were not able to be verified on-site. 
The amount of indicators basically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GATEs.  
 
 
客观性：江苏丹毛公司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CSR-GATEs）对公司社会责任进
行指导和推进，并在 2012 年度开展了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评价活动。 
Objectivity: Jiangsu Danmao referred to the principal of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Apparel and Textile Enterprises (CSR-GATEs)” to guide and promote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meanwhile the 2012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ctivities was done accordingly.  
 
在将来，报告可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 
However in the future, the report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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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中可以考虑更广泛收集企业环境管理方面取得的绩效数据，并体现在报告之中，以展现公司
社会责任管理的成效。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performance data should be collected widely and presented in the 
report to demonstr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nagement. 

 进一步提高报告数据和信息的准确性 
 The accuracy of the information and data in the report should be enhanced. 
 
 
适宜性：报告呈现了江苏丹毛公司和纺织行业的特点，全面披露了公司 2012 年度的生产规模、产品的
服务质量和管理体系的现状。 
Applicabilit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mpany and textile industry were shown in the report.  The 
scale of production, quality of products and service and the status of management systems of 2012 
were fully disclosed.  
 
在将来，报告可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 
However in the future, the report should be enhanc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结合公司和纺织行业目前面临的主要的风险与机遇，对公司所采取的相应措施进行适当的披露 
 Related actions can be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regarding with the main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face to the company and textile industry as well. 
 
 
响应性：如 2012 年度的社会责任报告所描述，江苏丹毛公司适当地展现了利益相关方的期望和关注，
证明了对报告中提及的信息做出回应的能力。  
Responsiveness: Jiangsu Danmao is committed to appropriate respond to the expectations and 
perceptions of its stakeholders as mentioned in the 2012 company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Jiangsu Danmao demonstrated its responsiveness to the related information of concern in the report.  
 
在将来，报告可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  
However in the future, the report should be further enhanc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宜适当披露报告期间利益相关方关注的社会责任议题和公司做出的管理制度的变化 
 Perceptions of the stakeholders related to CSR issues and the changes of management system 

can be disclosed in the report. 
 
 
发展性：江苏丹毛公司参考《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CSR-GATEs）的要求，结合中国
纺织行业的特点，并基于公司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和中长期战略发展方向进行报告。 
Comparativity: the Jiangsu Danmao reports the status referring to the principal of “China Sustainability 
Reporting Guidelines for Apparel and Textile Enterprises (CSR-GATEs)”, integra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 textile industry, and basing on the vis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long-term and medium-team strategy developing. 
 
在将来，报告可在以下方面进行加强： 
However in the future, the report should been enhanced in the following area/s: 
 
 可以通过完善目标管理机制，建立可以量化的目标和指标，以体现公司社会责任管理绩效的发展

趋势 
 Define more quantitative objective and targets to illustrate the trend in the company’s CSR 

performance by means of improving object management systems 
 通过公司内部的评审和改进机制来对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进行持续的改善 
 Continue to improve CSR management systems by means of internal evaluation and correction 

systems 
 
 
绩效信息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基于评估发现） 
Reliability and accuracy of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findings) 
 
依据本报告的验证结论所保证的风险水平和绩效信息的质量为合理验证，并可以得出结论：本社会责任
报告中提到的数据和信息是可靠的。江苏丹毛公司在建立可持续发展报告方面，具备一个可以得到客观
证据和数据的管理系统。根据验证原则和报告符合验证原则的程度，该报告为合理符合。 
Reasonable assurance, reference to the risk level and performance information of assuranc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contents - both data and 
information mentioned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is reliable. Jiangsu Danmao has a 
management system for obtaining objective evidences and data for the reporting 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Regarding with the assurance principal and the compliance with the principal, 
the report should be reasonable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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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性和能力的声明 
Statement of Independence and Competence 
 
德国汉德集团是世界领先的认证机构，在全球超过 70 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提供检验、测试和验证服
务，包括管理体系和产品认证；质量、环境、社会和道德的审核和培训；环境、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
报告的保证。 
TUV NORD Group is the world’s leader in inspection, testing and verification, operating in more than 
70 countr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providing services which includes management systems and 
product certification; quality,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thical auditing and training; environmen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report assurance.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作为德国汉德集团全球的分支机构之一是独立的，确保在实施本社会
责任报告的审验过程中与江苏丹毛公司或其分支机构和利益相关方没有任何利益冲突。公司准备社会责
任报告时，汉德公司没有以任何的方式参与其中。 
TUV Asia Pacific Ltd., as the subsidiary of TUV NORD Group, affirms its’ independence from Jiangsu 
Danmao and confirms that there are no conflicts of interest with the organization or any of its 
subsidiaries and stakeholders when performing the assurance of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TUV Asia Pacific Ltd. was not involved in any manner with Jiangsu Danmao, when the latter was 
prepar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 
TUV Asia Pacific Ltd. 

  

 
  
 

审验组长/Lead auditor：赵育红 ZHAO Yuhong 机构授权人/Authorized person:宋海宁 SONG Haining 
 

日期/Date:2013-8-16 日期/Date:2013-8-16  

 
注：当声明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有冲突时，请以中文为准。 
in case of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language text, the Chinese text shall prevail.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 

鉴证声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应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丹毛”）的要求，对《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执行鉴证工作。《报告》披露的所有数据和信息全部由“丹毛”提供。联合会对

《报告》进行了书面审阅，并委托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TUV）对《报告》

依据《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CSR-VRAI）实施独立验证。 

鉴证结论 

· “丹毛”编制的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符合《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纲要》

（CSR-GATEs）的指标涵盖要求和《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证准则》

（CSR-VRAI）关于报告质量的要求。  

·  汉德技术监督服务(亚太)有限公司（TUV）依据《中国纺织服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验

证准则》（CSR-VRAI）对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社会责任报告独立实施并完

成了验证，我们建议各利益相关方接受并认可其所做出的验证结论。 

鉴证独立性、公正性及能力声明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是全国性的纺织行业联合会，主要成员是有法人资格的纺织行业

协会及其他法人实体，是自愿结成的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联合会的宗旨是为中国纺

织现代化建设服务。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社会责任建设推广委员会是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下设的专业委员会，由处于供应链中的企业、采购商和其他相关机构自愿组成。其目的是

联合各方力量宣传和普及社会责任理念、帮助企业提高社会责任管理水平。鉴证人与“丹

毛”无任何利益或冲突关系，鉴证活动是独立的、公正的。 

 
   
孙瑞哲 

      副会长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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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所有B类指标中，凡是在2009年、2010年、2011

年中已经采用，而2012年中没有发生变化的指标以2009

年、2010年或2011年度报告为准，其页码指代为2009

年、2010年或2011年度报告中的页码，2012年中的对应指

标不再标注。

2、其余指标以2012年报告的标注为准，其页码指代为

2012年报告中的页码，2009年、2010年、2011年中的对应

指标不再标注。

3、本报告中，●报告充分指标数量：117项；◎部分

涉及指标数量：61项；○未报告指标数量：23项，共201

项。其中，披露指标覆盖率：88.56％。

指标索引
指标索引

编号 序列号 指标内容
2009年
采用

2010年
采用

2011年
采用

2012年
采用

所在位置

1.企业状况与经济指标

       1.1     企业状况

1 1.1.1 企业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 ● P6

2 1.1.2 企业的简要发展历程 ● P7

3 1.1.3 主要产品、工艺、业务与服务 ● P10

4 1.1.4 所有制性质与法律组织形式 ● P9

5 1.1.5 企业组织结构与投资状况 ● P7

6 1.1.6 企业的主要客户与市场 ● P12

7 1.1.7 企业的核心运营地区（国家）及当地的行业发展政策 ● P7

8 1.1.8 企业的基础设施、固定资产及其规模 ● P7

9 1.1.9 企业在报告期间获得的主要奖励和社会认可 ● P8-9

        1.2    经济指标

10 1.2.1 企业报告期间（或企业选定的期间内）的销售收入、利润总额、收益分
配、留存收益及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资产保值增值率

◎ P10

11 1.2.2 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 ◎ P10、P46

12 1.2.3 纳税总额及税种细分 ◎ P60

13 1.2.4
企业在报告期间的经营成本、向投资人支付的投资回报、向银行等债权
人给付的借款利息以及向政府支付的税收之外的费用（包括实物投入及
免费的专业服务）

◎ P10

14 1.2.5 主营业务因市场环境变化导致的成本增长或收入增长 ● P10

15 1.2.6 报告期间政府给予企业的重大财政（或财政政策）支持 ◎ P60

16 1.2.7 员工薪酬总额，及薪酬总额增长率、管理层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分配比例 ◎ P47

17 1.2.8 企业所有的核心知识产权，包括企业所有的品牌、专利与创新技术，以
及在报告期间的增长幅度

● P27

18 1.2.9 企业在技术研发及品牌推广方面的投入及其占营收的比例 ◎ P24

19 1.2.10 企业面临的主要经济风险与机遇及其对企业经营的影响程度 ● P10

20 1.2.11 企业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额外财务负担 ○

2.社会责任战略与方针

        2.1    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

21 2.1.1 企业的发展战略、价值观或企业文化 ● P12

22 2.1.2 社会责任在企业发展战略及价值观中的定位 ● P13

23 2.1.3 企业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关于上述定位的正式声明 ● P4

        2.2    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针  
24 2.2.1 具体的社会责任方针声明 ● P14

25 2.2.2 符合此方针要求且符合企业实际的社会责任行为规范体系 ● P14

26 2.2.3 对利益相关方做出的关于遵循上述社会责任方针、行为规范和其它适用
的法律法规及社会责任要求的承诺

● P14

27 2.2.4 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关于持续改进社会责任绩效的承诺 ● P15

3.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3.1    社会责任管理组织

28 3.1.1 企业对管理体系与社会责任绩效持续改进的认知及制度安排 ● P14

29 3.1.2 企业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任命的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高层管理者 ● P14

30 3.1.3 企业内社会责任职能的领导或协调机构，以及各部门、层次间社会责任
职能、权限的分配方式，或者报告期间所做出的重大调整

● P14

31 3.1.4 报告期间社会责任管理的主要目标与指标 ● P13-14

编号 序列号 指标内容
2009年
采用

2010年
采用

2011年
采用

2012年
采用

所在位置

32 3.1.5 企业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为实现上述目标所配置的主要资源 ◎ P14

33 3.1.6 企业对各主要管理者在社会责任资质、能力和经验方面的要求 ● P9-10

34 3.1.7 企业已适用的社会责任相关的管理体系与标准认证，参与的劳工、社会
与环境倡议以及国内的和国际性的社会责任组织的会员身份

◎ P15

        3.2     社会责任管理运作

35 3.2.1 企业规划社会责任管理的方法 ● P14

36 3.2.2 企业各部门、各层次社会责任职能有效性的考核与评价方法 ● P14

37 3.2.3 对适用的法律法规和其它社会责任要求的识别、获取与传达机制，以及
报告期内研究与传达的重要的法律变化

◎ P13-14

38 3.2.4 企业为提高管理者和员工的社会责任意识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在本纲要
第四部分各类指标方面的意识提升措施

◎ P14

39 3.2.5
企业的社会责任培训制度以及报告期间内对所有管理者及员工所作的社
会责任培训的次数、平均受训时间及覆盖率及费用支出，包括与社会责
任管理体系、风险识别与控制、职业健康与安全相关的各类培训

◎
P15、P44
、P55

40 3.2.6 企业在报告期间制定、修改或废止的主要的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 P14

41 3.2.7 企业促进社会责任绩效的其它管理制度及其效果，尤其是提升生产效率
和促进精益管理的制度

◎ P7、P15

42 3.2.8
企业各层次、职能部门的内部交流与协调安排及社会责任风险的监测、
预防机制，尤其是接单、销售部门与生产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尤
其是法律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及各部门的主要监控职责

● P14

43 3.2.9 企业在应对、解决社会责任紧急情况、事件与危机方面的应急准备制度
与应对措施

● P14

         3.3      社会责任管理评价

44 3.3.1 企业股东及员工向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机制与渠道，
及报告期间的使用频率和主要议题

● P36

45 3.3.2 董事会中有无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管理企业的用工、经济、环境和社
会事务的机制

◎ P9

46 3.3.3 企业定期评价适用的对有关员工权益、社会和环境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
相关要求的遵循情况的机制，以及报告期内所作评价的结果概要

◎ P15

47 3.3.4 社会责任目标、指标完成情况与各部门及其管理者业绩或薪酬的关联方
式

◎ P14-15

48 3.3.5 企业的社会责任内部审核机制及实施情况 ◎ P14-15

49 3.3.6 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评审机制及报告期内主要的、有重大影响的管理评
审结果

● P15-16

         3.4      利益相关者参与

50 3.4.1 企业识别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标准与程序 ● P16

51 3.4.2 确认的外部利益相关方 ● P16

52 3.4.3 企业收集、接收和处理外部利益相关方意见的机构及程序 ● P16

53 3.4.4 外部利益相关方参与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途径与方式 ● P18

54 3.4.5 报告期间内上述途径与方式的利用频率 ◎ P18、P52

55 3.4.6 报告期间内外部利益相关方所提出的主要社会责任议题 ◎ P18

56 3.4.7 企业对上述议题的回应以及据此做出的管理制度变化 ◎ P18

4.社会责任绩效表现

          4.1     产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

57 4.1.1 企业的产品安全方针及适用的检验状态 ● P33

58 4.1.2 对主要产品和服务的生命周期评价及其对产品安全和健康的影响 ◎ P30、P33

59 4.1.3 生产所使用的原料、辅料以及化学试剂等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
准的情况的说明

● P30、P33

60 4.1.4 企业建立并执行的进货检查验收制度的简要说明，包括供货商的经营资
格审验、产品合格证明和产品标识查验、产品进货台帐及退回等制度

● P30

61 4.1.5 主要产品的主要安全因素及生产流程中的安全控制方法 ● P34

62 4.1.6 企业对产品进口国（地区）的安全与安全标准的识别或相关的合同要求
的遵循情况

● P33

63 4.1.7 企业有关产品安全的企业检测、抽查制度及报告期内的抽查合格率 ● P33-35

64 4.1.8 产品安全的国家抽查合格率及送检合格率 ◎ P3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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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4.1.9 企业的产品召回制度说明及报告期间的召回次数及产品数量 ◎ P33

66 4.1.10 获得消费者关于产品安全、健康情况信息的渠道，以及报告期间内基于
安全问题的退货率及消费者投诉次数及处理情况的统计

◎ P33

67 4.1.11 报告期间由于产品或服务违反产品安全或消费者保护法规而受到处罚的
情况及罚款总额

● P33

         4.2      劳动者权益保护

68 4.2.1 按照年龄段（18岁以下段，18到45岁段及45岁以上段）、性别、来源地
区及教育程度划分的员工总数

● P46

69 4.2.2 按照用工类型（全日制用工、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工等）对员工总
数的划分

● P46

70 4.2.3 如果企业在境外有分支机构，企业在当地的用工总数与所占比例，以及
从当地聘用的高层管理人员的数量

○

71 4.2.4 企业在报告期间（或过去一年）的员工流动率及按照年龄段、性别及来
源地区和教育程度的细分

◎ P46

72 4.2.5
报告期间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及现行有效的劳动合同按照合同期限（
固定期限、无固定期限、以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合同细分，以及固定期
限合同的期满续签率

◎ P47

73 4.2.6 中长期合同（合同期3年及以上）在签订的固定期限合同中的比例 ● P47

74 4.2.7 劳动合同条款的合法性说明及协商方式 ● P57

75 4.2.8 报告期间企业按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而与之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员
工人数

○

76 4.2.9 报告期间企业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的解聘员工人数及经济补偿金总数 ○

77 4.2.10 企业禁止与预防童工的方针与程序说明、报告期间发现的童工总数以及
救济上述童工的支出总额

● P15、P47

78 4.2.11 报告期内未成年工的数量、所在工种、企业为其提供的职业健康与安全
培训以及对未成年工体检的费用投入

● P15、P46

79 4.2.12 企业对强迫或强制劳动的政策、报告期间接收到的强迫或强制劳动投诉
与举报数量及处理情况的说明

● P15、P47

80 4.2.13 正常工时制度下，报告期间生产线员工的月平均工作时数、其中的加班
时数及日平均加班时数

◎ P47

81 4.2.14 如果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制，生产线员工在综合计算期间的日平均工作时
数及周平均工作时数

◎ P47

82 4.2.15 报告期间生产线员工平均享受的休息日（包括法定节假日及带薪年休
假）

◎ P47

83 4.2.16 企业的劳动定额制度说明及报告期间主要的劳动定额指标 ◎ P47

84 4.2.17
企业劳动工资总额占企业总支出的比例、男女员工基本工资的分类统
计、企业最低档基本工资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比例，以及平均每月
支付的加班费总数

◎ P47

85 4.2.18 员工工资依法按时足额发放的比例 ● P47

86 4.2.19 员工工资的增长计划，尤其是随企业利润成长而增长的比例 ● P47

87 4.2.20 报告期间员工享受病假、婚丧假及产假的案例数及占员工人数的比例 ◎ P47

88 4.2.21 员工福利待遇支出的分类统计、各类津贴的分类统计 ● P47-48

89 4.2.22 员工各项福利及津贴的分类覆盖率统计 ◎ P47

90 4.2.23 员工社会保险支出的分类统计，包括保险种类、支付金额及分类覆盖率 ◎ P47

91 4.2.24 企业内工会组织或职工代表组织的设立、选举、组织变更等情况 ● P41

92 4.2.25 企业内的工会会员数量、报告期内召开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的次
数，或者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的次数

◎ P52

93 4.2.26 报告期内集体协商的次数，协商决议所决定的重大问题及其所涉及的员
工的比例

◎ P52

94 4.2.27 （如果企业内设有工会）企业向工会拨缴的经费，以及本企业的工会组
织在报告期内活动开支的分类统计

◎ P47

95 4.2.28 企业与工会或员工代表协商签订集体劳动合同的情况说明或报告期内集
体合同发生的重要变更

● P52

96 4.2.29 报告期间工会或职工代表组织开展的员工的企业满意度评测结果 ● P52

97 4.2.30 企业内少数民族员工、残疾员工、外籍员工数量及所占比例 ● P46

编号 序列号 指标内容
2009年
采用

2010年
采用

2011年
采用

2012年
采用

所在位置

98 4.2.31 企业为保障少数民族员工和各种宗教教徒员工的民族习俗和宗教习惯所
提供的便利措施

○

99 4.2.32
报告期间企业接收的员工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等不同而在薪
酬福利、培训、晋职、解聘、退休或续订劳动合同等方面受到歧视的投
诉和举报数量与处理结果

● P15

100 4.2.33 报告期间企业接收的员工关于骚扰（包括性骚扰）、体罚、虐待、不适
当的惩戒措施的投诉和举报数量与处理结果

● P15

101 4.2.34 企业关于防止歧视行为和防治骚扰与虐待的制度，以及报告期间企业对
管理者和员工开展的有关培训、宣传及其覆盖率

● P15

102 4.2.35 报告期内企业在员工关怀及员工职业发展方面的主要做法和投入情况，
包括相关技能与知识的培训次数、时间和覆盖率

● P53-55

103 4.2.36 报告期间企业在改善员工工作环境及生活条件（宿舍、食堂、文体设施
等）方面的总投入及类别细分，包括员工的平均居住面积

◎ P48

104 4.2.37 企业对职业健康与安全的危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的措施以及报
告期间企业内的主要危险源个数及控制

◎ P51

105 4.2.38 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资格证及企业安全人员资格证申领率及变更情况 ◎ P43

106 4.2.39 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率、特种设备的定期检验率及更新率 ● P43

107 4.2.40 报告期间发生的各等级安全事故及其处理情况，尤其是重特大火灾事
故、重大设备事故、交通事故、化学品伤害事故和集体中毒事故的次数

● P43

108 4.2.41 报告期间的工伤事故次数及工伤率、因工致残或重伤率、职业病率、误
工率以及因工死亡人数及死亡率

● P51

109 4.2.42 报告期间传染病、艾滋病以及其它流行性疾病的发病率，企业关于此类
疾病的培训、宣传及其覆盖率

◎ P51

110 4.2.43 报告期间企业的劳动纠纷案件数量以及企业履行劳动纠纷诉讼判决、仲
裁裁决的支出

● P47

111 4.2.44 报告期间企业因违反劳动法律及职业健康与安全相关的法律所受到的行
政处罚情况及受到的罚款数额

● P51

          4.3     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

112 4.3.1 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及环境保护方针、环境保护机构建制以及环境保护
能力建设机制

● P43

113 4.3.2 报告期间对管理层及员工的环境保护宣传与培训的次数及覆盖率，尤其
是耗能设备操作岗位人员的培训率

◎ P40、P54

114 4.3.3 报告期间分种类统计的原材料使用量及可循环或再造材料的比例 ◎ P40 

115 4.3.4 企业所采用的清洁生产工艺，以及报告期间停止生产、销售或使用的法
律法规规定淘汰的用能产品和用能设备

● P41-42

116 4.3.5 企业设备和工艺的资源利用率、废弃物综合利用技术和污染物处理技术 ◎ P38

117 4.3.6 按主要能源种类划分的各类一次能源消耗与二次能源消耗 ◎ P41

118 4.3.7 报告期间的工业增加值能耗，每单位产出耗能量及其与前一报告期间（
或年度）相比减少的比例

● P41

119 4.3.8 报告期间（或前一年度）通过采取节能措施以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所节
约的各类能源的总量

◎ P41

120 4.3.9 报告期间使用替代能源与再生能源而节约的能源总量 ○

121 4.3.10 报告期间使用原水的总量及单位产出耗水量 ● P38

122 4.3.11 循环利用水及再生水的总量及所占比例 ● P38

123 4.3.12 企业的排污申报登记情况说明及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或报告期间）企
业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

● P39

124 4.3.13 排污许可证有效期内（或报告期间）企业各主要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及
依据类型、处理方法的分类统计

◎ P38-39

125 4.3.14 企业排放的污染物稳定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的比例 ● P39

126 4.3.15
单位工业产值主要污染物（包括工业废水排放量、化学耗氧量、二氧化
硫、烟尘）排放量、浓度和去向，以及单位工业增加值主要污染物排放
强度

◎ P38

127 4.3.16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及控制指标 ○

128 4.3.17 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及其效果统计 ◎ P41-42

129 4.3.18 企业主要排污口安装主要污染物监控装置的情况及运行情况说明 ● P42、P47

130 4.3.19 企业环保设施配备率及正常运转率 ● P39

指标索引指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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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4.4.21 企业对客户信息的保护措施及报告期内信息泄露案例数 ● P32

166 4.4.22 企业支付给受竞业规则限制的前雇员的经济补偿的标准与数额 ○

          4.5    社区发展与社会公益

167 4.5.1 企业在当地社会发展中的一般作用及地位、对当地公共政策的发展及实
施的影响与参与程度

● P60

168 4.5.2 为本地社区服务投入的人力数量及资金总量，包括对当地基础设施、生
态、社区公共卫生、传统文化及公共文化活动的各种投入

◎ P64

169 4.5.3 企业投资的社会公益创业项目、与企业主要业务的联系程度及其效果 ○

170 4.5.4 企业、企业员工组织参与的支持社会弱势群体的社会活动项目、取得的
业绩统计，包括支持妇女、残疾人及儿童发展的项目及受益者人数

◎ P64

171 4.5.5 企业参与的防灾、减灾活动及相关投入 ○

172 4.5.6 企业支持各类教育机构的项目、投入及受益者人数 ○

173 4.5.7 企业组织、参与或支持的公益科研项目、资金投入及研究成果 ○

174 4.5.8 报告期间企业的各类社会捐赠总额及分类统计（包括物资与资金） ● P64

175 4.5.9 企业员工中志愿者人数、参与活动次数及志愿工作时数 ○

176 4.5.10 企业参加的社会团体、企业管理者担任的相关职务、缴纳的会费及其它
费用的数额

◎ P60、P62

177 4.5.11 企业所获得的社区发展及社会公益方面的奖励与认可 ● P62

5.发展环境与社会责任绩效

         5.1     社会责任时间与应对措施

178 5.1.1 （除法律变化外）报告期间企业外部发生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社
会责任事件

● P65

179 5.1.2 企业对上述事件所采取的应对和解决方案及其效果 ● P65

180 5.1.3 上述事件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能力的影响 ● P65

          5.2     内外部环境中的社会责任机遇

181 5.2.1 企业内部现存的有利于社会责任发展的因素变化，和/或对未来一定时间
内相关因素变化的预期

● P65-66

182 5.2.2 企业外部环境中现存的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因素变化，和/或对未
来一定时间内相关因素变化的预期

● P65-66

183 5.2.3 企业促进及利用上述因素的规划，包括具体的目标与措施 ● P66

         5.3      内外部环境中的社会责任风险

184 5.3.1 企业内部现存的主要的社会责任风险，和/或对未来一定时间内相关风险
的预期

● P65-66

185 5.3.2 企业外部环境中现存的社会责任挑战，和/或对未来一定时间内相关挑战
的预期

● P65-66

186 5.3.3 企业应对上述风险与挑战的方案与需求评价 ● P66

187 5.3.4 外部需求评价及对利益相关方的建议 ● P66

6.报告界限与权限

         6.1     报告界限

188 6.1.1 企业对于社会责任报告制度的方针 ● P1

189 6.1.2 报告信息所涵盖的时间范围 ● P1

190 6.1.3 报告周期及上次报告的日期（如有） ● P1

191 6.1.4 报告内容范围的界定 ● P1

192 6.1.5 报告数据来源、计算基准与评价依据 ● P1

193 6.1.6 对本纲要的引用声明及各具体指标在报告中所在位置的说明 ● P1

         6.2      报告权限

194 6.2.1 报告的编写部门或机构 ● P1

195 6.2.2 报告的内部评审方式及批准机构 ● P1

196 6.2.3 企业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关于报告内容及数据真实性的声明 ● P4

197 6.2.4 企业最高决策者或管理者关于接受利益相关方监督和质疑的声明 ● P4-5

198 6.2.5 关于报告外部验证或审计的方针及本报告的做法 ● P67

199 6.2.6 本次报告在内容范围、采用标准、评估及批准方式方面的重大变化 ○

200 6.2.7 报告的获取方式 ● P1

201 6.2.8 关于报告问题的联系方式 ● P79

指标索引

注释  ●报告充分  ◎部分涉及  ○未报告

指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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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4.3.20 企业废物（废水（液）、废气、废渣）综合利用率，包括工业固体废物
处置利用率、工业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 P46-47

132 4.3.21 产品包装物和容器的回收利用率 ● P46-47

133 4.3.22 企业新、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执行率 ● P38

134 4.3.23 报告期间企业缴纳的排污费总额，包括超标排污费的数额 ○

135 4.3.24
企业的选址（或新投资地区）及运营对当地生物多样性，尤其是自然资
源及濒危物种的影响，以及企业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所实施和采用的水土
保持措施与设施

○

136 4.3.25 企业现有或报告期内获得使用权的土地的利用率，包括在集约利用土地
方面的投资强度、建设期限和容积率

◎ P31

137 4.3.26 企业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及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 P38

138 4.3.27 机动车保有量和适用的机动车环保标准，以及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率 ● P36

139 4.3.28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比例 ◎ P46-47

140 4.3.29 环境污染治理投入总额、以及在环境管理、污染预防及环境技术开发方
面的投入

●
P38、P41-

42

141 4.3.30 报告期间环境污染事故及造成的影响统计，以及报告期间企业接收的有
关环境污染的投诉次数和处理情况

● P39

142 4.3.31 报告期间企业受到的环保部门或其它方面的环境保护奖励 ● P40

143 4.3.32 因违反环境法规而受到的罚款数额及其它法律制裁措施的次数，包括对
企业金融信贷的影响

● P39

144 4.3.33 企业自愿继续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承诺以及与环保部门签订的改善环境
行为的自愿协议

◎ P40-41

          4.4    供应链管理和公平竞争

145 4.4.1 报告期间包含社会责任条款或要求的重要投资协议 ○

146 4.4.2 企业主要的采购商、其主要的社会责任要求及进行工厂查验的采购商的
比例

◎ P32

147 4.4.3 报告期间企业接受的采购商工厂查验的次数、以订单数或供货量计算的
社会责任查验的覆盖率

○

148 4.4.4 报告期间采购商提供给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的技术援助或指导的次数及
其与工厂查验总次数的比率

○

149 4.4.5 企业在工厂查验方面的总投入及其所占生产成本的比例 ○

150 4.4.6 采购商的平均交货期限、最短的交货期限、短于一个月的交货期的订单
比例及总产量

○

151 4.4.7 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在采购协议中的体现方式、企业与采购商在社会责
任成本方面的沟通及相关协议的内容

○

152 4.4.8 企业选择供应商的社会责任条件与要求，及满足条件的供应商的比例 ◎ P30

153 4.4.9 按照采购种类统计的企业供应商的数量构成及包含社会责任条款或要求
的采购协议的数量及比例

◎ P30

154 4.4.10 报告期间企业对其供应商进行的社会责任指导或技术援助次数及效果 ◎ P30

155 4.4.11 企业在反不正当竞争，尤其是在企业自有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所采取的
法律措施的数量、投入的数量及结果统计

◎ P30

156 4.4.12 企业因不正当竞争行为所受到的投诉、诉讼次数以及受到的法律制裁措
施和赔偿的数量，包括侵犯国内外同行业知识产权引起的投诉与诉讼

● P30、P32

157 4.4.13 企业确保产品广告、促销等活动符合社会责任准则及竞争规则的程序 ○

158 4.4.14 企业在金融信贷、纳税及履约信用方面的纪录、等级及相关利益方的满
意度

● P60

159 4.4.15 企业在反商业贿赂方面的政策及报告期间对业务人员进行的反贿赂与反
腐败培训的次数及覆盖率

● P15、P56

160 4.4.16 报告期间企业接收到的有关企业业务人员接受或给予贿赂的投诉数及企
业及其管理者所受到的与贿赂和腐败相关的法律制裁措施

● P30、P32

161 4.4.17 企业的定价策略及产品价格在同行业中的相对水平 ● P36

162 4.4.18 企业产品受到国外相关市场反倾销措施影响的情况及相关统计 ● P32

163 4.4.19 企业参加的行业组织名称、企业管理者担任的行业组织职务 ● P69

164 4.4.20 企业参与行业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制定与发展的活动及
其成果

●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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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意见反馈表

《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我们连续发布的第四份社会

责任报告。为了更好地了解您的需求，提高报告的编制质量，向您以及我们的利益相关

方提供更有价值的信息，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并选择以下方式反馈给我们。我们承

诺，未经您的允许，不向任何第三方透露您的意见和个人信息。

传真：0511-86473978     Email: sales@aomeiya.com

邮寄：江苏省丹阳市吕城镇吕蒙北路2号江苏丹毛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室（212351）

1．您认为本报告是否客观、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内容？

2．您认为本报告为您提供了哪些有价值的信息？

3．您最希望公司披露哪些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相关信息？

4．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编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有利于阅读？

5．您对本公司今后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有何建议？

6．您对本报告的总体评价如何？

您的信息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务：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