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力于打造中国优秀印花面料供应商
Growing into a leading printed fabrics supplier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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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工概况
截止到2013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员工730人，全部为全日制用工形式，其中23.2%为本地
员工，76.8%为外地员工（其中35名外籍员工）；70.9%为男性员工，29.1%为女性员工。公司没
有聘用童工和未成年工。

员工年龄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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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权益保护

同，合同覆盖率达100%。劳动合同内容全面、合法，程序到位。公司未发生一例劳资纠纷案件，未
因违反劳动法律而受到处罚。

05

公司依法实施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内容合法、签订程序规范、续签及时。

第五章
责任·员工

薪酬福利
遵循“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合法性、科学性、激励性和公平性的原则，
红绿蓝制定了一套规范的薪酬体系。公司依法按时足额以法定货币形式发放员工工资，未发生过克

Chapter V. Responsibility·Staff

日期

培训名称

人数

每月 2-3 次

新员工培训

30 左右每次

每月 2-3 次

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30 左右每次

2013

红绿蓝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本着公平自愿的原则，与全体员工签订了合同期为三年的劳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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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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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政策
员工学历构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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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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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无差，一视同仁”，是红绿蓝一贯的用人政策。
小学

2013年，公司没有员工因种族、宗教信仰、年龄、性别、民族等的不同而在薪酬福利、培训、

初中

晋升、解聘、退休或续订劳动合同等方面受到歧视投诉。公司始终维护员工权益，坚持人人平等、

中专

同工同酬的用人原则。

高中
大专

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

本科

12%

公司依法实行每日工作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不超过40小时的工作制度。由于公司日常
多数采用的是订单式生产，面料生产又存在较大的季节性因素，因此，公司需要安排员工加班加点
时，均是事先通知相关事宜，经工会同意，并向员工支付加点工资报酬。公司工时制度和作息休假

69%

制度符合《劳动法》规定。
2013年，公司共35人享受病假，15人享受婚丧假，2人享受产假。公司未收到关于歧视、骚
扰、强迫或强制劳动等方面的投诉或举报。

扣、拖欠工资现象，工资标准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当地最低收入标准，并按法律规定支付加班加点

员工维权
为了保障员工权益、调处劳动争议、化解劳资矛盾，公司专门建立劳动争议调解组织，设立劳

工资。

动关系预警机制。
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的提高合理增长。依法实施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开展工资集体协商“要约
另外，结合公司女性员工较多的特点，公司不仅在工会中设立了女性干部，并在日常工作的各

行动”，协商程序到位，一线职工工资年增长不低于10%。

个方面都注重对女性员工合法权益和特殊权益的保护。
企业依法为职工办理社会保险，其中工伤保险参保率为100%，养老保险参、医疗保险、生育
2013年，公司没有发生一起员工因调解不及时或调解不成而向上级部门投诉的情况，也没有出

保险、失业保险参保率均为86%，并按时缴纳保险金。对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老员工，公司出资缴
纳商业保险，标准为400元/年/人次。

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举报立案或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和人民法院立案确定企业负主责或败诉的情
况。

公司现有员工公共福利体制完善，包括工龄工资30-130元/月、全勤

月、高温费270-540元/月、通讯补贴10-150元/月、住房补贴50元/月、
员工介绍费200元/月。公司全年福利支出约为3250000元。
2013年，公司为体现公司福利发放的时效性，经企管部、财务部
与工会讨论协商，对员工的部分福利发放形式进行了有效调整：工龄工
资、全勤奖、高温费、住房补贴、员工介绍费、生日礼券依据原有发放形
式不变；工作餐贴调整发放至餐卡中；通讯补贴调整为补贴50元以上人员发放公
司移动充值卡，50元以下按原有发放形式不变；旅游补贴、中秋福利、端午福利、
春节福利调整为以现金形式发放。
44

为鼓励员工积极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红绿蓝”设立了总经理意见箱，听取员工意见和建议；
在5S活动创建中，公司特意开展“合理化建议”、“金点子”栏目，对提供优秀点子的员工予以嘉
奖；2013年，公司又增设了“和谐红绿蓝”宣传栏，真正做到了“你有所喜，我有所贺；你有所
好，我有所学；你有所疑，我有所答；你有所难，我有所助”。

工会
红绿蓝民主管理制度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厂务公开制度健全，重视员工的民主权利，保
证员工依法行使知情权、监督权、投票权等。
公司每年关于旅游、中秋、端午、春节的福利均由工会发放；2013年，公司组织进行的消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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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300元/月、中秋福利100元/月、端午福利100元/月、春节福利300元/

3.民主建设

2013

奖100-200元/月、工作餐贴120-210元/月、生日礼券50元/月、旅游福

责任·员工 >>>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3

3.28-31

ISO9001/ISO14001 二合一内审班

2

3.29

90 销售系统培训

4

4.2

滨海工业区《劳动合同法》讲座培训

10

4.17

IQNet SR1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培训班

3

4.15-17

誉辉第十二届全国印染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技术交流会

3

习的奖品也由工会资助。

47

2013年7月10日，红绿蓝工会召开“关于公司福利发放形式调整”讨论会议，应到代表58名，实
到57名。会后，公司对员工的部分福利发放形式进行了有效调整。

党建
党建工作方面，红绿蓝党支部在创先争优活动中不走形式，坚持党建带团建，党建带妇建，党建
带群建，分类推进各项工作机制，确保工作效率。

4.26

县法院旁听“伽瑞印染 XXX 商业贿赂等案审”

13

4.27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知识培训

3

5.7-14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经营者转型升级高级研修班

1

5.8

柯桥街道组织工作会议暨民间人才“万人计划”工作推进会

2

6.14-15

CNAS-CL10:2012 和实验室质量控制技术培训班

4

6.14

外向型经济银企签约仪式方案

8

7月

关于开展纺织工业无水少水印染整新技术高级研修班

4

6.25

“诚信做产品”道德讲堂活动

10

6.27

急救知识培训

78

7.12

食品安全业务知识培训

15

7.31-8.4

纺织品后整理技术高级研修班

5

8.12

《印染布可比单位综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地方标准宣贯培训班

3

8.15-17

2013 年度全省企业法律顾问继续教育培训

20

8.16

2013，逆势成长才是硬道理

5

8.29-30

关于开展纺织工业无水少水印染整新技术高级研修班

5

9.5

全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与经费管理培训班

2

9.27-30

实验室内审员

2

到2013年12月31日，公司已经有正式党员13名，预备党员3名，入党积极分子5人。
2013年，公司党支部被中共柯桥区委评为“四星级基层党组织”、“两新组织党建阵地规范化建
设达标单位”、“2013年度先进党组织”。

4.员工成长
本着“以人为本，开拓进取”的宗旨以及“尊重、诚信、平等、互助”的人才理念，红绿蓝公司
始终重视营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重视人、用好人、发展人，为员工创造愉悦、健康、丰富的
生活环境是公司一贯的追求。
公司现拥有本科学历员工21人，大专21人，55人参加网络教育，4人参加函授，总计有96人拥有

同时，为鼓励员工不断学习进取，公司制定了一系列学历、职称提升奖励政策，使得公司人才梯
队建设得到进一步完善。
目前，公司已有18人得到该政策补贴。

2013年培训台帐
日期

培训名称

人数

10.15-17

开源第二届全国印染行业管理创新年会

5

每月 2-3 次

新员工培训

30 左右每次

10.15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5

每月 2-3 次

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30 左右每次

10.25-26

承压类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培训班

2

3.27-29

产地证业务培训

4

10.28

《国控源直报系统》和季报表填报业务培训

3

3.28-31

ISO9001/ISO14001 二合一内审班

2

10.29-30

2013 年第二期柯桥区企业人事干部通用能力培训班

2

3.29

90 销售系统培训

4

11.1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50

4.2

滨海工业区《劳动合同法》讲座培训

10

11.12-15

纺织产品开发经理人训练营

3

4.17

IQNet SR1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培训班

3

11.23-24

第五十期《企业蜕变风暴》

8

4.15-17

誉辉第十二届全国印染行业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技术交流会

3

4.26

县法院旁听“伽瑞印染 XXX 商业贿赂等案审”

13

4.27

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知识培训

3

5.7-14

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经营者转型升级高级研修班

1

5.8

柯桥街道组织工作会议暨民间人才“万人计划”工作推进会

2

46

2013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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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专以上学历或正在进行学历教育，占全体员工的13%。员工学历的普遍提升，有助于公司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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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滴关爱

6.杰出员工

49

“以人为本”，是公司经营的基本理念。积极营造健康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为员工创造愉
悦、健康、丰富、和谐的生活环境是公司珍视员工的真实体现。
公司为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先后投资建设了篮球场、乒乓球室、健身房、娱乐室。同时，
考虑到外籍员工的兴趣爱好，公司特意为他们组建了一支摇滚乐队，并专门配备架子鼓、话筒、吉
他、贝斯等乐器。
公司领导经常走访外地员工寝室和员工聊天，切实倾听他们的心声，并在春节期间帮助外地
员工订票，与春节留守公司的员工一起吃年夜饭。在高温天气，领导还亲自送饮料到一线工人手
中。遇上晚上加班，公司还专门为员工购买咖啡和水果。
2013年，公司为解决公司员工的住房之忧，先后安排新员工住宿201人，安排厂内夫妻房5
间，镜海小区夫妻房6间。
2013年2月28日，公司开展组织“元宵送汤圆”活动。
2013年3月8日，公司领导为女员工每人送上红色玫瑰，
并表扬她们“巾帼不让须眉”。
2013年10月，全公司组织衣服捐赠活动，将每一件
干净的衣服送至需要的员工手中。

A
代表人物：闻燕刚
人物档案：32岁，绍兴柯桥人，销售部设计课课长，进厂时间10年。
同事评价：虚心做人 细心做事

学电子出身，而后又转行设计的闻燕刚如今已是红绿蓝一名资深的花样设计员。对于跨行做

公司的设计团队都是外籍人员，在一些语言上的沟通交流难免会发生小障碍，导致生产信息
传递失误。因此，闻燕刚平时不仅注重对自身外语水平的学习，还有意识地多和外籍设计师交
流，努力听懂他们的口音，减少工作误差。
入厂10年以来，他从一个描稿员成长为红绿蓝销售部设计课课长。现在的他，不仅要对自己
的花样设计稿负责，更多的是要充当起生产车间、销售部门和设计团队三者间的沟通桥梁。

心声：
我可以说是见证了红绿蓝从创办到如今的成长，我觉得它的发展前景很好，给员工们创设的
平台也很大。红绿蓝给了我一个稳定的工作，使我现在可以和家人幸福地生活，这种感觉非常
48

好。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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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的体验，闻燕刚全靠自学，他利用业余时间上网看视频、看书、虚心请教公司的专业设计师

8

7月

关于开展纺织工业无水少水印染整新技术高级研修班

4

6.25

“诚信做产品”道德讲堂活动

10

6.27

急救知识培训

78

7.12

食品安全业务知识培训

15

7.31-8.4

纺织品后整理技术高级研修班

5

8.12

《印染布可比单位综合能耗限额及计算方法》地方标准宣贯培训班

3

8.15-17

2013 年度全省企业法律顾问继续教育培训

20

8.16

2013，逆势成长才是硬道理

5

8.29-30

关于开展纺织工业无水少水印染整新技术高级研修班

5

9.5

全省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与经费管理培训班

2

9.27-30

实验室内审员

2

10.15-17

开源第二届全国印染行业管理创新年会

5

10.15

中国印染行业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

5

10.25-26

承压类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员培训班

2

10.28

《国控源直报系统》和季报表填报业务培训

3

10.29-30

2013 年第二期柯桥区企业人事干部通用能力培训班

2

11.1

消防安全知识培训

150

11.12-15

纺织产品开发经理人训练营

3

第五十期《企业蜕变风暴》

8

B

11.23-24

代表人物：陈卫良

人物档案：31岁，绍兴人，生管设备课电工班班长，进公司时间9年。
同事评价：刻苦钻研 勇于挑战

这位80后的小伙子阳光帅气，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同事对他的评价是“敢于钻研，勇于挑
战”。

C
代表人物：吴杨遵
人物档案：31岁，安徽人，包装厂烫钻班班长，进公司时间9年。
同事评价：身体力行 粗中带细

烫钻班班长吴杨遵，原本在老家从事修车工作。2005年，他经亲戚介绍来到绍兴打工，成
了当时红绿蓝手工部的一名普通员工，负责串珠。

的确，从2004年进入公司起，他从普通电工一步步学起，工作勤恳、任劳任怨，设备上的

一个修车子的大男人，竟做起细致的手工？一般人可能难以置信，但他却能把手下40多名女

强电弱电技术都难不倒他，他还曾将用于高浓度处理的污水断路器改装成为污水变频器，不仅帮

员工管理得妥妥贴贴，我们就不难想象他的粗中带细了。包装、绣花、家纺、丝巾、打卷……多

公司节约了能耗，还使公司在污水处理工艺上更进一步。2013年5月28日，陈卫良还被柯桥区总

个生产环节有条不紊地一一跟进管理，吴杨遵俨然是一个“管家”的身份。不仅如此，看到车间

工会授予县“优秀职工”的称号。

没地方挂衣服，冬天女同事的手开裂了，他都记在心里，自掏腰包买了挂衣钩、护手用品等。

在旁人看来，陈卫良在这一行已经做得相当出色。但在他自己看来，他只是做好了一名员工
的本职工作而已。“从一开始试着接触，到慢慢喜欢上这份工作，我只是很单纯想把事情做好而
已。”

心声：

50

51

他身体力行，凡事首当其冲的工作作风在车间已小有名气。在他的带动下，同事们的工作积
极性都非常高。

心声：
我一直都把公司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公司变得更好更强，我们才能有更好地发展。我和

“实在做人，踏实做事”是我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一个要求。我希望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红绿蓝很有缘分。我在这里工作快10年了，一直很开心，和我妻子也是相识在这里，如今已有了

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更好地服务于工作，可谓“干一行爱一行”嘛。而且，在红绿

幸福的三口小家。领导待人非常亲切和蔼，一视同仁，完全没有用有色眼镜看过我们外地员工，

蓝，我们同事之间都相处得很愉快，领导都能平易近人，让我很有“家”的感觉。

反倒对我们的关心更多。开心工作，一家平安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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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 Responsibility·Staff
1. Staffs profile
At present, the Company totally has 730 staffs, all of them are full-time staffs, including 23.2% local staffs,

Working hours and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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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ny implements the working system of daily working time with/within 8 hours and average weekly
working time with/within 40 hours according to the law. The working hour system and work & holiday system
of the Company comply with the stipulations of Labor Law.
In 2013, the Company received no complaint or report on discrimination, harassment, impelled or forced labor.

76.8% are nonlocal staffs (including 35 staffs with foreign nationality); 70.9% male staffs, and 29.1% female
staffs. The Company recruited no child labor or under age labor.

Staff rights protection
The Company specially established the labor dispute mediation organization, and set up early warning

2. Rights and benefits protection
Labor contract

mechanism for labor relation. In addition, combined with the features with more female staffs in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also arranged female managers in the Labor Union.
In 2013, the Company received no complaint to the upper level by the staffs due to untimely or failure of
mediation.

The enterprise signed three-year labor contract with all the staffs with 100% contract covering rate. The
Company experienced no labor dispute and received no administrative penalty due to violation of related labor
laws and regulations.

3. Democracy building
“R.G.B ” set up General Manager Mail Box to receive th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of staffs. The Company

Compensation and welfare

rewarded the staffs in the creating of 5S activity who presented their excellent ideas. In 2013,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fully and timely pays the staffs in the form of currency, and dock wages or wage arrears have

also set up “harmonious R.G.B” bulletin board.

never occurred. The salary and wage standard complies with the national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The Company implemented collective wage negotiation system. The annual increase of front line staffs’
wages should not be lower than 10%.
The enterprise should transact social insurance for the staffs according to the law, wherein: the coverage of
work-related injury insurance is 100%, and all of the coverage of endowment insurance, medical insurance,
maternity insurance,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re 86%, and the premium will be timely paid. Besides, the

Party building
On the aspect of party building, by December 31st, 2013, the Company totally had 13 full members of the
party, 3 probationary party members, and 5 applicants for party membership.
In 2013, the Party Branch of the Company was rewarded with “Four-star primary party organization”,
“Standard Unit of new economy and new society organization party construction base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Advanced party organization 2013” by Keqiao District Committee of the CPC

Company pays RMB 400 Yuan/Year/person for commercial insurance for the employees over retirement age.

Employment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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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aff growth
The Company has 21staffs with bachelor degree, 21 staffs with college education, 55 staffs participated the

The Company maintains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employees, and insists the employment principles of equality

network education, 4 staffs taught by correspondence, 96 staffs in total with college or above education

among all the staffs, and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background or in progress of academic education, takes 13% of the total 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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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2013

minimum local income standard, and overtime work will be paid additional compensation according to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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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cellent staffs show
A
Representative: Wen Yangang
Character introduces：32 years old, was born in
Keqiao, Shaoxing,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Design
Section Manager of Sales Department with 10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s in the factory.
Colleagues’ evaluation: modest and careful

Wen Yangang with electronic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profession changing to be design is a senior pattern
designer of R.G.B. Wen Yangang’s work changing to be a designer fully depended on self-study. He used

5. Warmth and caring for staffs

the spare time to watch relevant videos, read books, and modestly consult the professional designers of the
Company...

The Company successively invested and constructed basketball court, table tennis room, gymnasium and

He has grown to be the Design Section Manager of R.G.B Sales Department from a drawing staff in the past

recreation room. One rock band was specially established for the foreign staffs considering their interests and

10 years since he became a member of the factory. He not only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his own pattern

hobbies.

designing draft, moreover, he should act as the communication bridge among production workshop, sales

The managers of the Company frequently visit the dormitories of the nonlocal staffs to understand the staffs’

department and design team.

requirements, they also book tickets for the nonlocal staffs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and have New Year's
Eve Dinner with the staffs who do not return hometown. The managers also send drinks, coffee and fruits for
the staffs in overtime working in high temperature weather.
In 2013, the Company successively arranged dormitories for 201 new staffs, 5 rooms in the plant for couples,

Heartfelt wishes:
I witnessed the growth of R.G.B from its establishment to now, and I feel that it has very good development
prospect. R.G.B enables me to happily live with my family, and I enjoy it very much.

B

On Feb. 28th, 2013, the Company organized “sending sweet soup balls in Lantern Festival” activity.

Representative: Chen Weiliang

On Mar. 8th, 2013, the Company managers sent red roses to each female staffs.

Character introduces：31 years old, was born in

In Oct. 2013, the whole company organized clothes donation activity.

Shaoxing, assumed the position of Electrician
Section Foreman of Production & Management
Equipment Division 9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s in
the factory.
Colleagues’ evaluation: study assiduously and
daring to challenge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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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ny’s staf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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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6 rooms in Jinghai Community for couples, so as to re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hous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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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entering the Company in 2004, he learned and worked as a common electrician step by step. He is
diligent and conscientious, willingly bears the burden of hard works, and can deal with any strong and weak
current technologies of equipment. On May 28th, 2013, Chen Weiliang also was rewarded with the title of
“Excellent Staff” of the county by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Keqiao District.

Heartfelt wishes:
“Honest and steadfast” is always the requirement to myself. In R.G.B, all the colleagues can get along
well with each other, all the managers are approachable, and all of these give me the feeling of a
“home”.

B
Representative: Wu Yangzun
Character introduces：31 years old, was born in
Anhui, assumed the Foreman of Hot Drilling
Division of Package Plant with 9 years working
experiences in the factory.
Colleagues’ evaluation: personally practice,
and flexible in handling problems

As a big man, Wu Yangzun can appropriately manage more than 40 female staffs in his division. He is able to
follow up and manage all the production processes from packing, embroidering, home textiles, scarves,
reeling... Wu Yangzun is acted as a “steward”. He always personally practices, and throws himself into the
breach. All the colleagues have extremely high working enthusiasm under his leadership.

Heartfelt wishes:
I always put the Company’s benefit at the first place. We can develop better only when we change our
company better and stronger. I have been working here for almost 10 years, and I met my wife here too.
Now, I have my happy family with my wife and my kid. I work happily, and my greatest wish is all my family
peac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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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理精细化
在红绿蓝关于“十二五”企业发展规划的文件中，走精细化管理道路是公司重要的企业发展策略。完善各项规章
制度，明确各部门权责。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和标准操作流程将不同工作环节有机地串联起来，有利于保证企业内部运作
的流畅性，提高员工工作效率。2013年，红绿蓝在坚持这一管理道路上又有新的进展。
① 人事管理和企业建设：切实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培养公司后备干部的各个细节，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大
大激发人的潜能。同时积极培育结合公司实际的特色文化。
② 营销：拓宽经营思路，建立强有力的营销手段，调整产品结构；搞好售后服务，树立客户第一的思想。
③ 生产：加强生产调度，有序地搞好“小批量、多品种、高质量、快交货”的生产秩序。
④ 工艺：实行工艺创新，优化工艺线路和工艺处方，条件达到工艺路线最短，用料、耗能最低、产品质量最佳。
⑤ 操作：制定各工艺流程的操作细则，明确要点，对每个操作细节都做到有章可循，加强安全生产操作，杜绝安
全事故发生。
⑥ 设备：以提高运转效率为目的，预防设备带病运行，加强计划检修，指定严格细致的周期检修和检修内容，质
量标准，开展技术创新，搞好热能回收，充分利用资源。
⑦ 质量：严格执行质量标准，准确判定质量等级，及时进行质量分析、讲评，防止任何质量事故。
⑧ 成本：准确核算成本，及时传递成本信息，争取成本最低，产能最多。
⑨ 财务：加强资金管理，充分利用资金，开展增收节支，定期进行财务状况分析，为公司决策提供高效、准确依
据。
2013年，红绿蓝再次被推荐为“柯桥区工业企业精细化管理十佳示范”创建单位。

理清工作流程，促使新聘人员能快速进入状态，并对人员定编定岗。
④ 工作岗位职责明确化：对公司129个岗位进行工作细分，建立了岗位说明书，使每个员工明确自己的工作职责。
⑤ 绩效管理有效化：对公司总目标及5大中心分别制定了6大指标，冠盖了整个公司的主旨目标，使各部门间的评

2.管理绩效制

比更加量化，共同为达成公司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①

组织架构精细化：董事会下设总经理负责制，从原来的4个中

心到现在的5个中心（生管中心、销售中心、财务中心、行政中心、

在选择供应商时，公司对供应商的资质、质量保证能力，供货能力、生产过程控制能力等方面进行严格审核，并

安环中心），7个部级单位（染色厂、印花厂、包装厂、生管

对其供货质量，交货期、技术支持、售后服务等方面的信息进行收集、跟踪评价。公司制订有《供应人员规章制度》、

部、销售部、企管部）、25个课级单位、49个班组、129个岗

《检验规范》、《染化料评定规范》等文件，对原材料、染化料进行检验。调查人员会对供方供货能力及价格信誉进行

位，把安环放入了公司的重点项目，形成了更有完善的监督

评价，然后交质检课，对供方的技术状态、供货质量及测试能力进行评价；对第一次供应重要产品的供方，除需提供充

机制。

分的书面证明材料外，还需经样品测试及小批量使用。测试合格后才能供货。

②

部门职能的权责化：对25个课级单位进行了

部门职责细分，使部门权责得到合理分配。
③

58

3.供应源头管理

职位工作分析准确化：根据部门职责，

红绿蓝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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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企业管理体制。这不仅消除了部分员工的“大锅饭”心态，更营造了积极向上、团结共进的良性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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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公司继续推行绩效制考核，明确了各部门员工的岗位职责，形成了“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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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
Responsibility·Management
1. Delicacy management
In R.G.B document about “the 12th Five-Year” enterprise development planning, delicacy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enterpris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mpany.
① Personnel management and enterprise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 company’s reserved managers.
② Marketing: Broaden the management concept, build forceful and powerful marketing
measures, and adjust the product structures.
③ Production: Carry out the production order of “limited quantities, multiple varieties, high
quality, and fast delivery”.
④ Process: Implement process innovation, and optimize the process line and process

formula.
⑤ Operation: Formulate detailed operating rules for each process flow.
⑥ Equipment: Appoint strict and meticulous regular overhaul and overhaul content.
⑦ Quality: Strictly implement the quality standard, and accurately judge the quality level.

regularly carry out financial status analysis.
In 2013, R.G.B was recommended again to be the Creating unit of “Top Ten Demonstration of Keqiao District
industrial enterprise delicacy management” in the printing & dyeing industry.

2. Performance system management
In 2013, the Company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performance system assessment.

60

2013

⑨ Finance: Strengthen fund management, develop revenue increasing and expenditure reduc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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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Cost: Accurately cost accounting, and timely delivery of cost information.

生产安全直接关乎公司的正常运作。一贯以来，红绿蓝非常注重推行安全管理体系的建设，通过系统化的预防管

63

理机制以及紧急救援预案来防范各类隐患，最大限度地减少生产安全事故。这不仅让员工工作无安全之忧，而且节省了
公司运营成本，有效保持了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增长。

1.安全制度
依据《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对安全生产的规定要求，红绿蓝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
制，保障职工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安全生产操作制度》、《电器安全工作制
度》、《消防器材管理制度》、《化学品油品管理制度》、《应急准备和响应程序》等。
安环建设方面，公司也是动作连连。先后出台了《环保安全管理规章制度》、《2013年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动用明火三级审批安全规定》等制度。此外，“关于调整义务消防队成员的决定”、“关于消防设施由专人负责保管
的决定”等决定的颁布，使得安环建设内容极具指导性、科学性、详实性和操作性。

2.安全培训
员工安全培训是公司安全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因此，红绿蓝在员工安全教育培训上总是不遗余力，不吝投
入。同时，公司还将安全、环保日常检查工作纳入绩效考核。
2013年，公司狠抓安全生产，对新员工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受训员工324人。公司两次进行员工安全实训，7月
份组织逃生演练，11月份进行了消防演习。此外，公司还对特种设备进行定期检验，对4名特种设备作业员工进行培

Chapter VII.
Responsibility·Safety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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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对11名特种作业人员的证件进行了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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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I.
Responsibility·Safety

3.安全机制
本着“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管

理政策方针以及“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2013年，在以董事长为组长的公司安全生

产小组的领导下，公司继续落实安全生产责任

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认真执行

安全生产各项规程。

公司安全生产“三基”工作扎实，各

部门、车间、班组等单位和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职责明确，并按规定配备了专
备、工序操作程序规范，特种作业人员100%持

（兼）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主要设
证上岗，无“三合一”现象。

2013年3月，红绿蓝班组以上管理人员签订了本年度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书，并实行“领导连
带责任制”，确保公司上下都能认识统一、步调一致，共同消除安全隐患。在《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

2013年，在公司全体成员的配合和努力下，红绿蓝全年零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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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下连带、赏罚分明，成了红绿蓝安全管理工作的明确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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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制考核办法》以及《考评细则》中，详细列举了安全事故各项条例，以及层级分明的奖惩举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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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afety training
In 2013,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three-level safety education to the new staffs with the 324
trained staffs.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two fire drills. In addition, the Company carried out
regular inspection to special equipment, carried out training to four special equipment
operators, and carried out review to the certificates of 11 special operators.

3. Security mechanism
The “three-foundation” work of company’s safety production is solid, the safety production
responsibilities of various departments, workshops, teams, etc. are clear, and full-time
(part-time) safety production managers are appointed according to the stipulations. The main
equipment and the process operating procedures are standard, all the special operators are
100% in the position with certificates, and no phenomenon of “three in one” exists.
In 2013, with the cooperation and effort of all the staffs of the Company, no accident occurred
in R.G.B all the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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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V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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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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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员工健康
公司目前已按照《职业病防范法》的要求建立了职业病防治计划与实施方案，并制定了《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制
度》，为每位员工都建立了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并定期组织员工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的职业健康检查。
对满足以下任意一项条件的员工安排体检：1）公司工作5年以上职工；2）班组长以上员工；3）男性职工50周岁
以上，女性职工45周岁以上。符合条件的职工大约在130人左右，公司每年为此支出相关费用10万元左右。
对于从事特殊工种（高温、高热、高湿、防尘）的员工，大约32人，公司单独出资安排体检。
公司2013年用于职业病危害防范工作需要的经费总共约387万余元，用于职工劳动防护用品的配置与维护、职业
病健康监护、职业病危害评价、职业卫生培训、防护设施配置、维护与治理等费用的开支。
2013年4月，红绿蓝与浙江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签订《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与评价》技术咨询合同，进
一步做好员工的职业病防护工作；6月，邀请柯桥区中心医院专家对急救知识培训活动进行指导培训；12月，与杭州友
宾医疗综合门诊部签订《职业健康检查服务委托协议》，同期完成了员工体检。
2013年，公司未发现职业禁忌症和疑似职业病，没有因违反职业健康与安全相关法律而受到行政处罚。

管理员共同完成公司上下的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2013年，公司已按浙江省卫生厅关于建立企业职业卫生台帐的要求，建立了职业卫生管理
台帐和职工健康监护档案。据浙江安全生产科
学研究院对公司职业卫生管理情况的评价表
明，公司基本符合GBZ-2010《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的要求。

3.制度保障

据预案的要求组织了员工进行应急救援演练。公司还在生产区内设置了洗眼喷淋装置，并配备了空气呼吸器和应急药
品。
公司规范制定劳动防护用品的发放、领用管理规定并落实实施。公司通过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验收，落实评
价报告书的建议并持续改进，且已将整改落实情况上报柯桥区卫生局备案。
此外，为规范公司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调查处理，及时有效地控制职业病危害事故，减轻职业病危害事故造成的损
害和防止事故恶化，最大限度降低事故损失，公司特意设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组。由安环中心成员担当主力进行
防御处理工作。

1) 组织制订危险化学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6) 事故状态下各级人员的职责；

2) 负责人员、资源配置、应急队伍的调动；

7) 危险化学品事故信息的上报工作；

包括《职业病防治责任制》、《职业病防治计

3) 确定现场指挥人员；

8) 接受政府的指令和调动；

划与实施方案》、《职业卫生教育培训制

4) 协调事故现场有关工作；

9) 组织应急预案的演练；

公司根据国家有关职业卫生法律、法规的
要求，公司制定了一系列有关这方面的制度，

度》、《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评价制度》、
《职工健康检查与诊治制度》等。

68

公司针对空间可能发生的应急事故，制定了《浙江红绿蓝纺织印染有限公司有限空间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根

5) 批准本预案的启动与终止；

10) 负责保护事故现场及相关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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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指定办公室承担职业卫生管理职能，成立了以总经理为领导的职业卫生工作领导小组，配备兼职的职业卫生

4.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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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台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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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载体，承担和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作为社会的细胞，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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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公共事业与社会公益活动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具体体现。红绿蓝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重视公共
关系、社会公益、爱心慈善，实现了与政府、行业、社区、社会等的良性互动，赢得了行业、社会
的尊重。

1.外拓参展
参展名称

参展地点

参展时间

法国巴黎维勒班特展览中心

2013.02.12-15

TEXWORLD
法国巴黎春季国际面料展
2013 年越南国际纺织面料及服装辅料

越南胡志明 Tan Binh Exhibition & Convention

展览会 Vinatex

Centre（TBECC）

2013.4.11-14

2013
柯桥·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2013.05.6-8

深圳会展中心

2013.07.11-13

香港

2013.07.08-11

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

2013.07.16-18

美国拉斯维加斯会议中心北馆

2013.8.18-21

巴黎维勒班特展览中心

2013.9.16-19

上海国际会展中心

2013.10.21-24

柯桥·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

2013.10.25-28

季）
intertextile 深圳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博览会

2013 年香港时装节春夏系列

美国纽约国际服装面料展
TEXWORLD&APP
2013美国拉斯维加斯

intertextile 中国国际纺织面料及辅料
（春夏）博览会
2013中国柯桥纺织品面辅料博览会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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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WORLD
法国巴黎秋季国际面料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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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国际时 装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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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交流
2013年，红绿蓝进行对外合作交流成绩显著。

1月，公司与绍兴文理学院签订“基于光漫效应的涤纶纺织品特黑
增深染整新技术产业化开发”技术开发合同。

4月，在柯桥区校企科技对接会上，
公司与绍兴文理学院签订校企合作项目协议。

5月，首届“红绿蓝杯”中国高校纺织品
花形设计大赛在绍兴文理学院成功举办。

7月，公司与浙江理工大学合作开发
“印染产业废气减排的清洁生产工艺及装备改造”。

10月，公司承担2013年“中国轻纺城杯”
国际面料创意大赛获奖作品的面料转化。

2013年10月10日，公司组织员工进行衣服募捐，对困难员工进行一对一帮扶。
2013年11月2日至3日，红绿蓝联合绍兴体育总会以及维克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一起举办了“2013维克多·红绿
蓝羽毛球团体赛”。
2013年，公司组织无偿献血活动，全厂共有32名员工参加献血，献血成功的有14位。公司对献血成功者给予每
人200元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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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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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公司参加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2013中国纺织创新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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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B insist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y, pays attention to public relations, social benefit, and charity,
so as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with government, industry, community, society, etc., and win the respect
from the industry and the society.

1.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2013, R.G.B obtain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external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 Jan., the Company signed technical development contract of “new technology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for super black deepening and dyeing and finishing of terylene textile based on diffuse light
effect” with Shaoxing University;
In April, the Company signed Agreement o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ject in university-enterprise
technology meeting in Keqiao District;
In May, the 1st “R.G.B Cup”Chinese University Textile Pattern Design Competition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Shaoxing University;
In July, the Company and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cooperated and developed “Clean Production
Process and Equipment Reconstruction of Waste Gas Emission Reduction in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In Oct., the Company assumed the fabric conversion for the award-winning works in “China Textile City
Cup” International Fabric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2013;
In Dec., the Company participated in “China Textile Innovation Annual Meeting 2013” held by China Textile

On Oct. 10th, 2013, the Company organized the staffs for clothes donation.
From Nov. 2nd to 3rd, 2013, R.G.B and Shaoxing Sports Federation as well as Victor Sports Goods Co., Ltd.
Jointly held “Victor . R.G.B Badminton Team Competition 2013”.
In 2013, the Company organized blood donation without payment, and 32 staffs in the whole factory
participated in the blood donation.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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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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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Association.

当前，总体经济形势复杂严峻，资源环境压力加剧，生产要素成本增加，纺织行业一方面经受着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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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内需不足等的阻力，另一方面，也被发达国家经济科技优势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优势双重挤压。作为
纺织印染行业的领头企业，红绿蓝不仅面临着企业自身的发展问题，还肩负着行业导向和表率的责任。

1.机遇与挑战
业内人士指出，新形势下，中国纺织印染业正面临以“增长、责任、电商、延伸、融合”为主要特征
和内容的新浪潮，同时也是印染行业下一步发展的新机遇和新红利。
增长。随着城市化的提高，人口数量、内销市场、应用领域的“增长”，纺织印染业的需求将会进一
步增加，行业发展新空间也会进一步拓展。
责任。未来我国纺织服装企业，尤其是印染行业的发展机遇和核心竞争力主要取决于企业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换句话说，就是环保和创新的能力。对员工、客户、社会、环境等相关利益方负责是企业最为根
本的责任，从中也折射出企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电商。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企业产品的生产模式和营销模式正在悄悄地发生转变。“以产定
销”正在向“以销定产”逐步转化，一方面减少了资源浪费，另一方面从实际出发，提高了企业的工作效
率。
延伸。世界文化朝着多元发展，企业经营的方向也在从单一走向多元。未来纺织印染行业的四大趋
势，主要是：向研发设计和品牌建设延伸，向上游或下游环节延伸，跨领域延伸，跨地域延伸。
融合。融合科技设计和资本力量，未来，多元素融合将为行业发展创造新天地。
当然，机遇虽在眼前，但能不能抓住，还是个未知的难题。企业如果不能紧跟行业潮流，及时进行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一味地走低端、高能耗、粗放型的发展模式，那么企业的发展只能是岌岌可危。

2.未来之梦

红色之梦。红色代表激情、团结。一个“红色”的团队，是维持整个企业有序运作的中坚力量。红绿
蓝希望员工怀有一颗奋发向上的心，对工作充满激情，认真负责；与同事团结合作，大胆创新。
红色的力量，是团结的力量。
绿色之梦。绿色象征创新、环保。这是红绿蓝企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一步。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
魂，对于红绿蓝来说，产品的创新设计能力关系到整个公司的核心竞争力；环保，不仅是印染行业绕不过
去的一道坎儿，更是一个企业对于整个社会、行业的起码责任。设备革新，技术进步，最大程度地降低能
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红绿蓝致力于打造“绿色”创新型企业，提升自己，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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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三部曲”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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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打造中国优秀印花面料供应商”，是红绿蓝一如既往的梦。为了实现这一梦想，红绿蓝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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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的力量，是生命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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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之梦。蓝色寓意和谐、关爱。红绿蓝努力与员工、客户、行业、社会等相关利益方形成一个和
谐的交流环境。关爱自己，更关爱他人。超越恶性竞争，开拓全新市场，形成“蓝海”战略。红绿蓝认
为，立足于打造和谐的社会环境，积极探寻全新的市场蓝海，将让红绿蓝的蓝色之路越走越远。
蓝色的力量，是开拓的力量。
红绿蓝的梦想，一个绚烂多彩的梦想！红绿蓝之梦，是中国梦的缩影，红绿蓝人，将乘着梦想的翅
膀，飞向更辉煌的未来！

1. Opportunity and challenge
Insiders pointed out that China’s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new wave with the main
features and contents of “increase, responsibilities, E-business, extension, and fusion”, meanwhile, it is
also the new opportunity and new bonus of th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in the next step of development.
Increas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the demand of textil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will be
further increased, and the new space for industry development also will be further expanded.
Responsibilities.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y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textile garment enterprise of
our country in future, especially of the printing and dyeing industry are mainly depended on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E-business.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E-business, “sales based on production” is being gradually
changed into “production based on sales”.
Extension. World culture is in pluralist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enterprise operation is also being
changed from unitary element to multiple elements.
Fusion. Fusion of technical design and capital power, and multi-element fusion will create new fiel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2. Outlook
R.G.B always has a dream to “devote itself to be China excellent printing fabrics supplier”. In order to

of enthusiasm to the work with serious and responsible attitude; united and cooperated with colleagues for
bold innovation.
Green dream. Green means inno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G.B devotes itself to build “green”
innovative enterprise, so as to improve itself and feed back to the society.
Blue dream. Blue means harmony and care. R.G.B tries to form a harmonious communication environment
with interested parties like staffs, customers, industry, society, etc., so as to form “Blue Sea” strategy.
The dream of R.G.B is a colorful dream! The dream of R.G.B is the miniature of China dream, R.G.B people
will fly to more splendid future with the dream wings!
80

2013

Red dream. Red means enthusiasm and unity. R.G.B hopes that all the staffs pull their socks up, and ar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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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lize this dream, R.G.B carried out “trilogy” planning.

验证声明 >>>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明

指标对照表 >>>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指标对照表 >>>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指标对照表 >>>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