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兴玖地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刊《永续如兴玖地》每季度发行，欲同相关方分

享集团国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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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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信息透明，坚守社会责任 
 

        在「永续」这个词尚未流行时，从事CSR 行业的人员向家

人或朋友解释自己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现如今，据

KPMG 统计，2017年全球前250大企业已有93%公布社会责任报

告。商誉竞争的年代，越来越多的企业主动披露信息，推进透明

化管理，「可持续发展」、「CSR」也逐渐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

词汇。 

        2018年8月，如兴玖地集团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首刊，聚

焦自动化生产、绿能制造、环境保护，及员工关怀项目。通过对

集团重点信息的透明化披露，期盼能让利益相关方及社会大众理

解我们的愿景，实践上的努力，以及持续进步的决心。与此同时，

新网站，微信公众平台等多种渠道也在实时对外披露公司大事记

进程。 

        企业品牌形象建立早已超越传统广告营销模式，利益相关方

及社会大众对其能够充分了解并熟知的企业会有更高的兴趣和忠

诚度。如兴玖地集团将坚持信息公开透明化，持续投入企业与社

会的永续发展！ 

图为集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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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兴集团荣登CNN、Asia Rising、E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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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SR 大事记 

        2018年9~10月， Asia Rising、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EBC(东森新闻台 ) 分别对如兴集团进行了报道。其中，Asia 

Rising 以《建立牛仔王朝》为题，向公众介绍如兴三个专注的领

域：创意、一致性和可持续性，以及在全球关系、技术、水处理、

员工培训等方面采取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措施。 

相关链接： 
 Asia R is ing: https ://as iaris ingtv.com/  

 R oohsing F eature S tory: https ://as iaris ingtv.com/the-building-of-a-denim-dynasty/ 



5 

01. CSR 大事记 
全球企业核心价值观系列培训 

        9月起，玖地企业核心价值观课程《拥抱变革》、《换位思考》

正式开课，该课程为全员覆盖式必修内容。 

       此次课程模式结合视频、案例模拟、互动体验，在良好的学习

氛围中，大家现场模拟体验，加深了学习体会和落地效果。 

企业核心价值观培训历程： 
 

2018年4月~8月   常州办公室《诚信价值》课程 

2018年8月           坦桑工厂《诚信价值》课程 

2018年9月~11月  常州办公室《拥抱变革》、《换位思考》课程 

2018年11月中旬   如兴核心价值观课程 

2018年11月          常州办公室《大勇无惧》课程 

玖地遵从的四大核心价值观 

V.O.I.C.E.是五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V代表Virtue品德价值，即玖地遵从的四大核心价值观： 
 

Opennes s  拥抱变革 

 Integrity  诚信正直 

 C ourage  大勇无惧 

 E mpathy  换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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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价值观影片正式开播  
01. CSR 大事记 

       8月，集团公关部着手制作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宣传视频在工厂

端食堂电视等媒介上播出，以不断推动核心价值观融入公司各个

方面。 

        价值观视频分别以《诚信正直》、《大勇无惧》、《拥抱变

革》、《换位思考》为主题，由工厂一线员工亲自出演，以主人

翁的角色演绎，说出了员工身边的故事。 

图为员工正在食堂收看价值观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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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dvancement &Career Enhancement 

02. CSR 充电站 

P.A.C.E. 项目第二期毕业纪念视频开拍 

        经过2018年为期一年的学习，P .A.C .E .  学员们即将迎来毕

业。为了更好地纪念这一瞬间，玖地P .A.C .E .团队邀请专业摄影

老师来到课堂，通过镜头一一纪录讲师、学员的课程、日常生活，

并将拍摄的素材剪辑成微电影。 

 

        此次微视频的拍摄历时两个月，分地取景，围绕师生的学

习、日常生活，融入大家对P .A.C .E .  的理解，生动展现出一年

来的成长。视频编辑完毕后将会在毕业典礼上播放，师生在共庆

毕业的同时感受成长的喜悦。 



02. CSR 充电站 
WCP TOT培训  

        10月30~31日，常州东奥服装后整理及宝莱水洗的员工委员会

成员前往苏州正大针织有限公司，参加GAP公司可持续发展部门组

织的WCP（Workplace Cooperation Program，工作场所协作） 

TOT 培训。WCP项目已运行两年，此次培训是为了对委员会成员进

行讲师养成训练，以便工厂自主进行WCP 课程，培养委员会成员。 

        两天的培训，内容涉及如何成为合格讲师、如何组织一场培训、

试讲等内容，学员们收获颇丰，掌握了很多授课技巧。后续还会有

第二轮TOT，巩固学习成果。 
8 



02. CSR 充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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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 项目—女性健康大使表彰 

        9月，河南项城工厂HER 项目接近尾声，为了表彰健康大使这一

年来所做的努力，特别进行了优秀女性健康大使表彰活动。 

        项城梦尔罗工厂自2017年8月起启动“活力玖地，健康你我”项目，

旨在以“同伴教育”的形式向全体女性员工传授女性健康知识，如孕产

保健、营养生活等。生动有趣的课程搭配节日活动、知识竞赛、科普

知识小视频，让众多女工姐妹们了解到实用的知识，并加强了疾病预

防，自我检查的能力。 

         此次表彰活动，从梦尔罗的20多名健康大使中评选出5个优秀讲

师，感谢她们在项目中付出的努力！ 

河南2018年HER 项目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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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CSR 充电站 

柬埔寨员工关怀活动 

1.P.A.C .E .培训 

2.S B F  女性健康教育 

3.HF HW 营养健康培训 

4.公司规章制度培训 

5.C WP D 健康知识培训 

6.图书阅读促进活动 

7.孕产教育分享会 

        柬埔寨工厂每月都会进行各类关怀员工的培训，从最基本的

P.A.C .E .教育，各非盈利组织协同举办的女性健康教育、普法教育

等；不仅是室内讲师授课的形式，还有户外宣传促进读书会，发

放宣传品的形式，都是为了让员工深入了解企业现有运行项目并

邀请加入，并将实用性、趣味性的员工故事与他人分享，创造有

互相学习、温馨活跃的氛围。 

1 

2 

3 

4 

5 

6 7 



机器安全培训 
 
为水洗工厂员工提供机器

使用培训，以及工伤预防，

如何提供第一时间的救治。 

性骚扰防止培训 
 
培训员工什么是性骚扰，

如何正确应对等，帮助员

工提升自我防护能力。 

消防演习 
 
坦桑合规部门邀请专业人

士进行消防培训，内容包

含设置消防警铃、疏通安

全出口等，并且检查了全

场消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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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CSR 充电站 

坦桑尼亚打造安全健康的工厂场所 

        坦桑尼亚工厂每月持续进行各类安全方面的培训，包含机器

安全培训，性骚扰防止，消防演习等，致力于打造安全健康的工

作场所，让员工避免工作伤害，安心工作。 

图为员工在认真阅读公告栏的公告宣传 



03. CSR 快讯通 
重庆工厂内部招聘选举班组长 

        11月，重庆东奥迪利斯工厂举行了内部招聘选举缝纫车间主管

活动。首先由有意向参与竞选的员工到人事处报名，并在指定时间

进行公开竞选，其他员工进行投票后，票多者当选。        

12 

       工厂管理人员及员工都表示，

经过这次内部招聘竞赛，不仅大

幅调动员工积极性，而且收集了

不少员工合理的建议和方法，践

行公司拥抱变革、大勇无惧的核

心价值观，一举多得。 

       此次内部招聘竞赛面向重庆东奥迪利斯工厂所有员工，目的是

为了选拔缝制车间班组长，竞聘人员需要通过报名资格筛选、公开

竞选、领导谈话、结果公示、试用、正式聘用等环节。竞聘员工在

被投票前每人准备5分钟自我介绍，说明自己能胜任该岗位的能力，

获选后的工作思路以及对工厂的合理建议。经过激烈的比拼和严谨

的投票，竞聘员工胜出，得到大家的信任和认可，获得聘用书。 



03. CSR 快讯通 

河南项城工厂参与马拉松赛跑 

        9月26日，河南项城市职工长跑比赛暨参加2018年庆“十一”周口

马拉松选拔赛在项城市体育馆北门口前路段隆重举行，此次活动由市

总工会、市教育体局联合举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市委常委

等市领导出席仪式，项城梦尔罗工厂也参与了本次活动。 

        此次长跑共有70个参赛单位，1500余名职工参加本次比赛，比

赛分男、女两组进行，全程5公里，男、女两组各取前各取男女前3名

进行奖励,除男女前3名外，另设一等奖30名、二等奖50名、三等奖70

名各有物品奖励。上述获奖人员除有物品奖励外，还将代表项城市参

加即将举办的周口马拉松比赛。 

13 



加入ZDHC，共推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 
04. CSR 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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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ZDHC，共推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 
 

        ZDHC计划确定了四个关键领域和两个交叉领域：《生产限用

物质清单》(MRSL)和《一致性准则》、废水水质、审计协议和研

究、两个交叉领域的数据和信息共享及培训。 

        玖地集团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持续参与ZDHC 计划，通过合

理管理化学物质，减少对环境及人体健康的影响。 

现代社会责任从纺织开始 

图文来源：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ZDHC官方网站 https://www.roadmaptozero.com/cn/ 

        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公报认为，部长们血液中发现的化学物质

都来源于日常生活。而研究发现，这些化学物质与癌症、生殖障碍、

发育滞后等健康问题之间存在联系。 

        化学物质重要的社会经济价值与其环境健康风险之间的矛盾使

化学物质环境无害化管理成为当今世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 

2004年10月，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曾在日内瓦发布一项调查报告称，

在欧盟14位环境部长血样检测中，总共发现了55种化学物质。随后

这14位环境部长再次被要求抽血化验。结果显示，平均每位部长血

液中有37种化学物质。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已经趋于各国彼此

影响、全球联动的“共治”格局。2002年，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

（WSSD）提出明确战略目标：通过良好的化学物质管理，力求到

2020年最大程度减少化学物质的健康和环境风险。 

在这样的使命召唤下，ZDHC 组织应运而生。 

ZDHC：Zero Dischar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指有害化学物质零

排放，也可以指有害化学物质零排放缔约品牌组织。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f0df38decc22bcd126ff0c83.html


15 

05. CSR 新动态 正式立法：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 

文章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 生态环境部官方网站  http://www.mep.gov.cn/ 

关于公开征求《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征求
意见稿）》意见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进排污许可制度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我部组织

起草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公开征集意见。

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均可参照意见建议格式，提出意见和

建议，征集意见截止时间为2018年12月6日。 

         我国现行很多环境管理制度，但缺乏核心制度。污染源监测、排污

收费、环境统计、排污权交易，多项环境管理制度并行，不仅造成数据冗

杂、资源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和环境监管的负担。 

        近期，为充分发挥环保部门监管职能，给每个固定污染源定制“身份

证”，我国正式立法并公开征求意见。 

《条例》在《排污许可管理办法（试行）》基础上扩大排污许可证覆盖范围

一、增加了管理要素，新增对固体废物的管理，其他要素根据法律规定增加；

二、扩大了领域覆盖范围，增加了对向管辖海域排污的管理； 

三、完善了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并增加登记管理类别及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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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SR 万花筒 2018台北纺织展： 
 
聚焦智慧、环保、功能 三大核心 

转载文章：来自http://www.textile.hc360.com 2018年11月15日15:56 来源：纺织服装周刊 

        2018年10月16日，为期三天的第22届台北纺织展（T ITAS ）开

幕，逾百家国际品牌商采购代表应邀来台，与参展商进行超过千场的

一对一采购洽谈会。 
 

        智慧纺织、永续环保，以及高科技创新机能纺织品成为本届

T ITAS的突出亮点。 

台湾纺拓会董事长詹正田出席开幕典礼并致辞 

创新纺织品立足国际 

    随着物联网的崛起，全面打造创新、功能、安全的智慧型纺织品

应运而生，台湾纺织品以其具有前瞻性的眼光来发展智慧型纺织品，

领衔迈进趋势脉动的潮流中。 

       台北纺织展以创新应用作为台湾纺织业的核心推广平台，持续聚

焦在“智慧纺织、永续环保、机能应用”三大核心主题，展出具有高新

技术及高质量的智慧机能兼具环保与流行的纺织品。   

本届台北纺织展在3天的时间里通过举办11场研讨会来透视产业脉动，

其中包括：智慧型纺织品创新趋势、台湾纺织品新趋势发表会，以及新

纤维、新技术发展趋势等各项议题。 

回收聚酯Top G reen 产品系列 可再生材料制作的精美针织面料 

http://www.textile.hc360.com/
http://www.textile.hc36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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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CSR 小达人 
拒绝塑料吸管，擦亮绿色环保新名片  

        说起塑料垃圾，它们已无处不在，就连蓝色海洋中的生物也受到

了它的毒害。还记得，那根长达12厘米的吸管曾给一只巨型海龟带去

撕心裂肺的痛苦。看着海龟鲜血直流、惨叫不已的样子，救助人员和

人们深深的愧疚和同情。同时，海龟事件也引起了我们对于当下生活

方式的反思。 

        今年7月1日，星巴克总部所在的华盛顿州西雅图市禁止餐饮店

提供塑料吸管。紧接着，星巴克总部便宣布，将于2020年前在旗下

2.8万家门店内全面取缔塑料吸管，中国总部也将参与其中。 

        一石激起千层浪。环保的理念和行动的传播也有着“蝴蝶效应”。

今年9月起，英国和爱尔兰所有麦当劳餐厅将全面以纸质吸管替代塑

料吸管；希尔顿酒店计划，旗下650家酒店将于2018年停用塑料吸管。           

转载文章：来自http://www.hbzhan.com/news/detail/125113.html 

近日，在哥斯达黎加的海洋
中，动物研究人员发现一只
雄性太平洋丽龟，他的鼻孔
中插着一根长达12厘米吸管。 

        据估算，到2050年全球将累计产生120亿吨的塑料垃圾，而将近

900万吨塑料垃圾流入江河海洋。其中包括塑料袋、塑料瓶，也包括

塑料吸管。而塑料吸管以其难以回收、回收价值极低的特性被列入

“人类终极浪费”。因此，虽然塑料吸管在塑料制品中占比很少，单个

体积很小，却仍可能成为海洋生物的致命杀伤武器。 

        一根塑料吸管的使用生命不过短短20分钟，对环境的影响却极

为深远。而改变未来的一大步就从我们眼前的一根塑料吸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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