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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地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刊《永续玖地》每季度发行，欲同相关方分享玖

地集团国内、外经营成果和积极的社会责任履行意愿。这是一份集多方

协作，汇聚全集团在节能减排，职业健康，关怀员工领域所做的努力，

并报道最新行业知识及客户动态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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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常州宝莱工厂镭射机 
J ea nologia  P R O技术可以增加牛仔裤工业的生产能力和成本优化，实现机器的精确

生产控制，因此可以减少水、能源和化学品的消耗。 

积极践行CSR，实现永续发展       
 
 

        “好的商业模式可以让企业有个好的开始，是否可以

走得远，要看企业善不善良。” 

        玖地集团于2017年完成与如兴公司的合并，成功上

市，成为全球最大的牛仔裤供货商。由此带来无数机遇的

同时，也会面临巨大的挑战。如何在追求高质量、高效率

的商业目标同时，兼顾更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上升成

为重要的集团议题。为与全体成员共享国内、外经营成果

和积极的社会责任履行意愿，特别制作并发布企业社会责

任刊《永续玖地》Sustainable JDU – CSR Newsletter，定期

与大家分享玖地集团在节能减排，职业健康，关怀员工领

域所做的努力，并报道最新行业知识及客户动态。   

        新的一年，玖地要做贯彻新理念、合规经营、积极转

型、主动听取建议的企业，这需要全体成员一起行动，从

自身做到诚信正直、大勇无惧、拥抱变革、换位思考，将

CSR 理念转化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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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后整理、宝莱工厂员工委员会会议召开 
       常州后整理与宝莱工厂分别于2018年1月20日、1月26日召

开员工委员会。委员会小组成员就已整改完成事项进一步讨论，

确认各项事情是否有不合理部分，改变方案思路，重新改进。 



常州宝莱工厂机械设备安全作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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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加强机械设备技术操作的学习，细致准确地掌握各类

机器的使用。近日，集团EHS部门对宝莱工厂进行了机械设备安全作

业指导培训，对镭射、烘干机、脱水机等重点机器进行讲解及现场答

疑解惑。 

适用于常州宝莱HG系列烘干机 
规范烘干作业人员行为 

确保烘干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提高产品的加工质量 

适用于常州宝莱电动葫芦操作作业 
指导电动葫芦操作者正确操作和使用设备 

烘干(新设备)安全作业指导 

电动葫芦作业指导 

适用于常州宝莱HBM系列洗水机 
规范水洗作业人员行为 
确保水洗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提高产品的加工质量 
保障员工安全 

适用于常州宝莱HNS系列脱水机 
规范水洗作业人员行为 
确保脱水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作业内容及注意事项指导 

洗水(新)安全作业指导 

脱水（新）安全作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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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高消防安全教育培训效果，玖地集团各工厂每年定期进行

消防演习，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检查和消除火灾隐患能力、扑

救初期火灾能力、组织疏散逃生能力、宣传教育培训能力）为主要

内容，结合火灾实例以及生产生活实际，普及火灾预防、灭火方法、

人员疏散和逃生方法等消防知识，以提高大家的消防安全意识和火

灾应急处置能力。 

        节前，总部E HS部门慰问长期坚守在灭火救援和防火监督一线

岗位的消防官兵，并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其对我公司给予的关注

与指导！ 

开展消防“四个能力”建设 

各地工厂开展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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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更专业优质的员工培训，2018年，P .A.C .E .项

目将在常州、河南、柬埔寨等三地启动： 

 
常州、河南 

J DU 人事培训部带领讲师团队分别于2017 年12 月，

2018年1月参与G AP公司的T OT  培训。来自常州、河南

两地的讲师们认真聆听老师指导，积极献计献策，改进

教案。 

 
柬埔寨  

2018年2月21-23日，柬埔寨首次T O T培训已于玖地T &K

厂实施完毕，共计14员讲师参加培训：本次内容涵盖六

大主题、并由G AP公司提供相关师资及培训教材。 

P.A.C.E.  TOT 培训 
Personal Advancement & Career Enhancement 

P.A.C.E. 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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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推广方式上，Her项目不同于外聘医生做讲座，或是简单的为员工做体

检，而是使用独具特色的“同伴教育”方式传播健康理念。健康咨询中，尤其是

涉及隐私问题，员工常常因羞于询问而导致病症拖延或擅自吃药导致病情加重，

同伴教育有效地打通传播壁垒，加速了健康理念的传播。 

女性健康培训 
H E R  项目  

常州、河南两地女性健康培训 
        常州、河南两地女性健康培训每月在工厂持续进行。HE R  项目独

特的“同伴教育”深入人心，至今，常州于2013年启动该项目，至今已运

行5年多，覆盖所有女工。河南梦尔罗于2017年8月启动，计划于今年6
月完成对所有工人的培训。 

       “保持愉悦的身心，拥有一个非常健康的

身体，就会让你有旺盛的精力来承担你所承

担的。 “  

独特的“同伴教育”方式 

著名主持人、企业家——杨澜 



C.A.R.E. PROGRAM 

ＣＡＲＥ_ＳＢＦ  项目 

 

2018年3月，Levi Strauss 基金会持续在柬埔寨

GDM 工厂、正泰工厂以及长泰水洗厂实施CARE项

目的SBF项目，培养员工对于健康照护、理财等方

面的正确观念，范围含括女性生殖健康、营养、

卫生、孕妇及新生儿健康照护、财务自由及性骚

扰观念建立等项目。 

员工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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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2月，柬埔寨Paneffort 及Great Union两工厂

HIV/AIDS委员会成员就“如何管理及预防工作场所艾滋病”
主题参与了培训，培训共持续半天。 

培训中，委员会成员各自明确了自己的职责，学习艾滋病

的风险及无风险行为，并使用道具进行了演练。以后，各

成员将会在工作场所普及艾滋病预防等相关知识，做好疾

病风险防控工作。 
 

柬埔寨HIV/AIDS 委员会成员培训 

HIV/AIDS 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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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心声  广纳良言 
ＨＥＡＲＴ 项目 

意见箱 

04 

03 

02 

01 

员工关怀专线 

HE AR T  专属公众号平台 

提建议送小红包 

        2018年1月，公关部在河南梦尔罗、庄吉工厂进行了

HE AR T项目，旨在倾听员工心声，构筑工厂与员工沟通的

桥梁。 

      今后，总部公关部将在各工厂开通员工关怀专线，将建

设性建议呈报至公司总部。一经采纳，并给公司带来效益，

将视情况给予表彰及嘉奖。 

沟通渠道 

员工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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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常州 
常州东奥后整理公司 

柬埔寨金边 
Nagapeace 

员工健康福祉 
问卷调查 

S h i n e  项目  

衡量员工健康福祉 
与探讨性别平等 

2017年12月，Levi’s 携手哈佛大学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 
在常州后整理及柬埔寨Nagapeace 进行了员工福祉问卷调研。 

旨在收集员工健康福祉方面可衡量的指标， 
用以调查工厂现有项目的执行成果及员工工作生活水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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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工厂喜迎春节 
S p r i n g  F e s t i v a l  

2018年2月，中国迎来最重要的节日——春节。 
常州、河南、重庆工厂员工欢聚一堂，喜迎春节！ 



企业社会责任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和员工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承

担对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必须超越把

利润作为唯一目标的传统理念，强调在生产过程中对人的价值关注，

强调对环境、消费者、社会的贡献。 

环境 
废水处理 

亲环境物料 

节能减排 

经营 
股东、员工、政府、供应链 

社会 
劳工人权 

社区 

非盈利组织 

03. CSR 小百科 

与利益相关方保持沟通与合作，实现经营、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模块 

CSR 合规审核&内部改善 

1、客户/法规/行业标准要求更新 

2、利益相关部门-事前事中联动 

3、员工-反馈沟通参与机制 

4、社区/组织-公益活动策划实施 

5、投资者-经营实质性调查 

1、社区公益/员工福利活动 

2、节能和能源可持续利用 

3、碳排放盘查、减排绩效 

4、供应商稽核、问卷调查 

5、可持续发展报告 

 

1、内部审核工具和流程优化 

2、强化“弱”工厂的审核 

3、新建工厂实施C S R 能力建设 

4、以客户审核突破老旧问题，以

内部审核推动改善 

相关方参与合作 

可持续发
展&CSR
文化 

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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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受关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下称“环保

税法”）和其配套实施条例已于2018年1月1日起实施，与此同时，

长达近40年的排污收费制度正式落下帷幕。 

环境保护进入“税”时代 
04. CSR 新动态 

        环境保护税法的总体思路是由“费”改“税”，即按照“税负平移”原

则，实现排污费制度向环保税制度的平稳转移。将“保护和改善环境，减少

污染物排放，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写入立法宗旨，明确“直接向环境排放应

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纳税人，确定大气污染物、

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为应税污染物。 

      按照税法规定，环境保护税实行按月计算、按季度申报。4月
1日到15日将迎来首个申报缴纳期。目前，财政、地税、环保三

部门正密切配合，统筹推进，扎实做好各项开征准备工作，确保4
月份环保税首次申报缴纳工作顺利进行。 

4 
月，全国将迎来首个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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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07 06 05 04 03 02 01 

颠覆时尚行业 05. CSR 万花筒 

        如今工业资源日益短缺，特别是资源密集型的天然纤维材料：棉花、羊毛

等；而腈纶、聚酯、尼龙和氨纶等石油基纤维又会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加之

人口的不断增长，人们对服装质量的需求越来越高，要求舒适耐穿。在这种情

况下，时尚行业面临着巨大压力，开始寻求更环保可持续的新型替代纺织材料。 

精选的八种独具创意的新型

环保面料，来自生活中常见

的天然植物，在科技助力下

它们很有可能改变时尚行业

的未来！ 

荷花纤维 咖啡渣纤维 菠萝纤维 大麻纤维 荨麻纤维 香蕉纤维 苹果残渣 环保粘胶纤维 

认识八大超环保面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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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酵素 
06. CSR 小达人 

        环保酵素，是酵素的一种，是对混合了糖和水的厨余（鲜垃圾） 
经厌氧发酵后产生的棕色液体，具有净化下水道，净化空气等很好

的环保效果。 

丢弃的厨余会释放甲烷(methane)废气，

比二氧化碳导致地球暖化的程度高21倍 
变厨余和鲜垃圾为环保清洁剂，节省家

庭开销 

可为用作：有机肥料 

01.减少垃圾、废气 02.省钱 

03.生活好帮手 
能去除宠物身上的味道，减少寄生虫生

长 

04.宠物保养 

可疏通马桶或水槽，防止阻塞及净化粪池 

05.防水管堵塞 
环保酵素已被广泛应用于化学实验室，

用来断裂化学键 

06.化学实验室材料 

酵素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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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环保酵素好简单 
06. CSR 小达人 

1.环保酵素三要素：红糖、果蔬君（废

弃的果皮蔬菜）、水按照重要为1:3:10
的比例准备好 

2.把所有原材料都放入一个塑料瓶子或

桶里，预留20&的空间。盖紧盖子哦！ 

3.在发酵的一个月内，要定期打开瓶盖

放气，不然发酵产生的臭氧越来越多瓶

子会有爆炸的风险哦！ 

4.酵素宝宝和妈妈的产生，制作之日起

三个月，酵素就做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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