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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标准化作业，打造永续基石 
 

        标准化是一种标准规范，企业文化的传递，让执行有所依据，

能够提高工作效率、强化质量、节省能源进而达到环保及企业永续

经营的目的。对于员工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一纸公司文件，来指导员

工如何进行操作，更深远的意义在于让员工的每一项改善，每一次

进步都能够延续下去，企业自然获得永续发展。 

        管理一般分为维持型和改善型工作，人的创造力和价值体现更

多的落在改善型工作上。但无论改善方案多么炫目，如果没有坚持

执行，那改善只能在局部昙花一现又回到原型。巩固改善成果通常

需要花费2-3倍于改善本身的时间。因此，要持续稳定，唯一可依

靠的就是凝练行得通，立得久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随着改善结束

就得到的，需要持续跟踪，反复优化才能得到。 

        2018年，如兴玖地集团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如SAP 系统上线、

购置环保新机器、MES 管理系统推进等。在改善同时，我们一定

要思考如何形成新的标准，注重改善的积累。这些积累形成了一代

代的标准传递下去，将企业不断的推向新的高度。标准是一切改善

的基石，只有发自内心的尊重标准，执行标准，维护标准，将标准

筑成坚实的台阶，企业才能跳出循环往复的怪圈，获得永续发展！ 
照片拍摄于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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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SR 大事记 
企业核心价值观系列培训圆满结束 

        2018年4月起，玖地企业核心价值观课程正式开课，为全员覆

盖式必修内容。截至12月，核心价值观课程圆满结束，共覆盖449

人（不含外派及出差人员），人均接受约3小时培训。 

        课程以趣味授课形式展开，含情景模拟、互动游戏、视频教学

等，课后也会及时进行测验，巩固学习成果。 

企业核心价值观培训历程： 
 

2018年4月~8月   常州办公室《诚信正直》课程 

2018年8月           坦桑工厂《诚信正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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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常州办公室《大勇无惧》课程 

2019年起               各地工厂执行价值观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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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保技术，制造Green Jeans 

        我司宝莱开发部总经理Osman带领部门同事，近期在公司“玖

地学院”举行了专业水洗知识培训课程，广受欢迎，场场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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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水洗培训，我们了解到公

司摒弃传统高污染、高耗能的手法，

投入资金引进镭射机、臭氧机等先

进设备，采取循环使用有机原材料，

减少使用化学物品等措施，提升自

动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能耗和

污染，节约成本，真正实现环保又

经济。 
 

      今后公司还将继续通过多种途

径，坚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为

客户和消费者制造时尚又环保的牛

仔服饰。 

01. CSR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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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dvancement &Career Enhancement 

02. CSR 充电站 

P.A.C.E. 项目第二期毕业典礼 

       P .A.C .E .第二期毕业典礼&第三期开班典礼分别于2018年12月、

2019年1月在柬埔寨长泰工厂、河南梦尔罗服装有限公司、常州东

奥服装后整理分公司隆重举行。 

       P .A.C .E .  第二期覆盖常州后整理、河南梦尔罗及庄吉、柬埔

寨长泰三地，学员420名。从2018年3月起，各地陆续开展讲师

T O T，开班典礼，持续10个月的P .A.C .E .课程。课程有沟通、问题

解决与决策、时压管理，水环境卫生、卓越执行力，以及女性健康。 

        毕业典礼当天，学员及讲师、工厂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等200

余人参与，一批优秀学员及讲师获得了表彰。同时，大家通过观赏

微电影的方式了解各地项目执行情况及讲师学员的风采！ 



柬埔寨工厂参与CGTI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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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7月至2019年1月，柬埔寨工厂参与了柬埔寨服装培训中

心协会(CGTI) 提供的培训。课程包含工厂场所技能、人力资源管理、

锅炉操作维护及安全、打造卓越执行力等。CSR、人力资源部、及

生产管理者、班组长参与了相关培训。通过阶段式的专业培训，增

强了管理人员的问题处理与管理能力，以加强沟通，提高生产效率。 

注：1.GMAC是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 in Cambodia的缩写。即柬埔寨 

         服装制造商协会 

      2.CGTI是Cambodian Garment Training Institute的缩写，即柬埔寨服装培训学院 

柬埔寨服装制造商协会

（CGTI）由柬埔寨服装

制造商协会（GMAC）

成立，该中心旨在培训

当地人员，共享工作经

验，以填补全国各地工

厂中阶管理层的职位；

帮助服装和纺织行业的

管理人员与工人提升工

作能力与效率，吸引有

能力的年轻柬埔寨人从

事服装行业工作。 

02. CSR 充电站 



8 

02. CSR 充电站 

柬埔寨员工关怀活动 

1.P.A.C .E .培训 

2.艾滋病日女性健康知识竞赛 

3.HF HW 营养健康培训 

4.16天“减少暴力” 活动 

5.阅读日促进活动 

6.妇婴医务室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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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桑尼亚，盛大狂欢节！ 

        2018年12月22日，坦桑尼亚工厂举行了盛大的员工狂欢节，全

体员工参与其中尽享喜悦。狂欢节通常开展于每年年终，活动包含

管理者致辞、现场喜剧秀、模特走秀，抽奖，以及每年优秀员工颁

奖。趣味十足的表演和时尚秀吸引了所有员工的目光，借此活动管

理者与员工拉进了彼此的距离，繁忙生产之余尽享劳动收获的喜悦。 

02. CSR 充电站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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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CSR 充电站 

坦桑尼亚，打造安全健康的工厂场所 

       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坦桑尼亚工厂每

月持续进行安全健康培训，包含女性健康宣传，C -T PAT 反恐培训，

锅炉操作训练，并特地邀请总部E HS  专家前去指导检查，制定相应

的规范操作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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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CSR 快讯通 
常州后整理、宝莱员工委员会定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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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州后整理、宝莱工厂每月定期召开员工委员会，委员会小组成员

就员工关心的问题、工厂项目等进行讨论，确认各项事情是否有不合

理部分，改变方案思路并进行调整。 

        员工委员会成员均参与过WCP （workplace cooperation program）

培训，了解工作场所沟通的必要性。现借助项目所学，每月定期会议

并进行实际改善工作。 

       近期，常州后整理员工委员会成员讨论了员工午休时间进出厂

管理、电瓶车车位少充电难、冬天饭菜易冷，以及公共物品维护等

问题；宝莱成员讨论了新年工厂布置、口罩更换、年终尾牙等计划

方案。成员们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每个讨论的主题均有结果方案，

并在会后有落实跟进，并向全厂公布会议结论与整改进度。 



PPE（个人防护用品）， 
保护作业人员的最后一道防线！ 

04. CSR 小百科 
PPE（个人防护设备） 
 

全    称：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包    括： 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眼镜等 

主要作用：保护雇员免受由于接触化学辐射、化学腐蚀，电辐射，电动

设备、人力设备、机械设备或在危险工作场所引起的严重工伤或疾病。 

图文来源：https://chem.vogel.com.cn/html/2017/04/12/news_501531.html 

经查明，此次安全事故是因员工

操作时未佩戴劳动保护用品导致。

事故发生后，所在公司对全体员

工进行PPE 使用培训，教育全员

必须以正确的方法使用防护装备。 

【事故案例】2013年8月23日，某化工企业员工周某所在的岗位2号釜物

料反应完毕，准备由2号釜转至下一岗位6号釜，周某确认无误后，到楼

下打开釜底准备转料。按操作规程，转料时需佩戴防毒全面罩。周某看

班长未在场，认为开阀门无需多久，没必要浪费时间佩戴全面罩。于是

抱着侥幸心理未佩戴面罩即准备转料。不料抬头转动釜底阀门时发生泄

漏，一滴物料滴入周某右眼。虽然周某立刻使用洗眼器进行冲洗，但因

物料腐蚀性太大，周某右眼永久性失明。 

         PPE不能消除或减少危害的根源，但PPE永远应该作为防卫的

最后一道防线而受到重视！ 

个人防护设备包括 
 
 面罩 
 安全眼镜/护目镜 
 安全帽 
 安全手套 
 安全鞋 
 听觉保护器 
 呼吸器和安全带 
 呼吸防护设备 
 防护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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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CSR 新动态 新《固废法》即将出台： 
 
            100万罚款与强制关停将成常态 

文章来源： http://www.cenews.com.cn/pollution_ctr/xydt/201901/t20190114_891903.html 

        生态环境部即将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修订案)》。修订案除了增设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垃圾分类制度

等，还对具体罚则进行了修订，多项违法行为罚款提升至100万元。 

 

        本次《固废法》修订案增加了排污许可制度、环境保护税、环

责险等多方面内容，并重申“洋垃圾”禁止令。此外，修订案还新增区

域合作条文，统筹建设区域性危险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新法有望在

2019年初正式出台。 

        修订草案强化了生产者主体责任，强调固体废物产生者是固体废

物治理的首要责任人。草案还提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将废弃电器电

子产品管理经验吸纳与固化，鼓励生产者开展生态设计、建立回收体

系，促进资源回收利用。 

        修订草案对部分违法行为的罚则进行了修订，多项违法行为的罚

款提升至100万元，一些以往没有具体罚则的行为，也加上了相应罚则。 

《固废法》修订草案涉及罚款的主要变更点 

相关人士表示，新《固废法》将更高效、精准、合理地针对防治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生态安全发挥作用。新法也将加

快推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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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SR 万花筒 「捡垃圾卖新衣」 

  美服装师打造碎布时尚 

转载文章：https://news.tvbs.com.tw/world/1073977 

        「快时尚」风潮带动全球流行文化，但也造成了资源过度浪费的

现象，为了守护地球环境，美国纽约服装设计师，开创零浪费服饰品

牌，所有衣服都是碎布拼凑做成，把布料垃圾重新利用，打造永续环

保的潮流服饰。 

服装术设计师丹尼尔：「我将成为永续时尚的泰拉班克斯。」 

创新纺织品立足国际 

    没有骗人，也不是在开玩笑，这些别人看来是垃圾的布料山，到

他的手中却成了时尚黄金。服装术设计师丹尼尔：「我们把那些完全

没有规则的碎布，重新缝制在一起打造成，全都能做的全新布料。」 

        丹尼尔：「我有两大袋碎布袋，我把这些袋子丢在地上摊开来，

我发现这些碎布还真的满不赖的，我就想说我今天也没什么事，为何

不为自己做件T恤呢。」 

几块碎布互相拼凑，既

有线条感，也有几何风

格，独树一格的上衣，

迅速吸引粉丝目光，也

让丹尼尔决定踏入碎布

圈，成立「零浪费同名

品牌」。 

        半手工设计，坚持独特性，在柜上绝对找不到，两件一模一样的

衣服，丹尼尔团队也提供「现点现做」，在守护环境的同时，创造出

属于个人的碎布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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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CSR 小达人 
禁放烟花爆竹，共创低碳生活 

        跟随时代发展的潮流，春节在继承传统的习俗基础上，也融入了

绿色环保的理念：环境治理“不打烊”，使用电子爆竹，低碳旅游。在

政府、企业、民众的积极参与下，春节也吹来了一股环保风。 

        春节，是一个阖家团聚的节日。期间，人们可以撇开工作和烦恼，

大块吃肉，尽情喝酒，放烟花，燃爆竹，生活有滋有味。如今，随着

低碳环保渐入人心，这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传统节日逐渐披上了“绿衣”。 

转载文章：来自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22146-1.html 

        在春节还未到来之前，业内就“如何低碳环保过大年”、“欢度绿

色春节”已展开广泛讨论，还发出“低碳环保，过文明年”的倡议，甚至

整理出“春节与环保”系列的衣食住行攻略。 

低碳环保过春节 

         鉴于严峻的空气污染形势，为了让民众能享受到清新空气，春

节期间，全国各地强化烟花爆竹禁放限放措施，呼吁选择电子爆竹等

低碳庆祝方式。如此一来，垃圾少了，空气清了，噪声也不见了。据

环保部介绍，今年春节期间全国空气质量同比去年普遍好转，PM2.5

浓度、重污染城市数量有所减少。除此之外，低碳旅游、低碳出行、

低碳饮食、低碳贺年也成为新时尚。 

出于环境、安
全等因素，中
国共有北京、
上海、广州、
武汉、西安、
深圳、福州、
南京等282个城
市禁放烟花爆
竹。 

燃放烟花爆竹不仅会造成

空气污染，爆竹产生的巨

大声响也是严重的噪声污

染，另有固体颗粒污染物，

如纸屑、泥土；光污染，

夜间有闪亮的光影响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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