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M-PROGRESS
社会责任计划



欢迎！

主讲人：

Chris Campolongo – MWV供应链可持续发展及合
规总监

Donna Westerman – Mars全球社会责任项目副总裁



我们是谁?
►快速消费品生产商及其共同的供货商全球论坛，践行并促进社
会责任实践。

►提供一种合作机制，更高效地确保甚至超越供应链的合规性，

–采用最佳实践，并提高整个供应链的意识
–共享竞争前数据，提升效率凡“一方审计全体受益”的
情况

– 寻求与其它类似计划看齐

我们的使命：
“通过我们的供应链，共同领导强有力的社会责任实践，积极影响人
们的生活”



参与者是谁?
大量AIM及GMA快速消费器（FMCG）企业及供应商

“目前正以实际尺度运营的品牌商品行业最为成功的创举之一，Diageo是其创立者之一，并为此而倍感骄傲。
” 

Andrew Morgan, DIAGEO新业务总裁，AIM前任总裁



►构建组织内部成员的能力所有成员组织都有能
力实施强有力的社会责任计划。

►有效地保证我们供应链的合规性随着实践、标准
及计量标准逐步一致，确保按预期提升供货商的合
规性

►推动供应链的持续改进展示远远超出本地法律
合规性的社会责任活动

我们的目标：

“百事可乐非常高兴能成为 AIM-PROGRESS 的一员，它为组织提供了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论坛，成员之间
交流观点，互相学习，打造了一种同业间共迎挑战的氛围。”

Mary White, 百事可乐社会责任主管



我们的机遇
作为企业个体，我们都在要求供应商作出类似的保证，但
是…

►使用不同的措辞提出问题

►面对类似但不同的标准

►处于不同的体系

►采用不同的审计规程

►互相隔离，无视合作

►导致混乱与复杂以及毫无必要的重复审计



在哪些领域? 社会责任的四大核心
►人权及劳动标准

• 由联合国人权署、国际劳工组织公约、当地法律及其它规范界定

►健康与安全
• 当地法律及买方要求所界定的职业健康与安全及工艺安全，

►环境管理
• 关注现场作业，即水、能源、废物以及排放控制等（即HOW“如何”)

• 非产品环境影响（即WHAT“什么”）

►商业信誉/实践
• 符合我们的社会责任实践的道德标准，尤其是要消除行贿与受贿。

• 向联合国全球契约的10大原则看齐



社会责任循环 –

供应商评估流程的共性

共同格式，包括
Sedex及 EcoVadis

自我评估问卷共同供方培训活动

企业同意认可代表其它客户所作的审计，也可
利用在线平台共享审计。

共用风险评估指标

由企业个体确定

共享纠正措施方法

协作打造
共同方法
与数据

初步风险
评估

供方评估

进一步风
险评估

审计

纠正措施
计划

持续改进
与供方能
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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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PROGRESS 工作范围
目前:

1. 相互认可
• “一方审计，全体受益” 以现有审计规程为基准，着眼于各种方法之间的协调，促进审计报告
的交流，降低成本。

• 通过共享最佳实践并超越合规性要求实现持续改进
2. 供方能力建设

• 召开供方社团的意识与培训讨论班，
• 帮助供方解决不合规问题并超越合规性要求

3. 商业信誉/实践
• 使此核心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政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4. 人权
• 实施如何确保供应链人权尊重的最佳实践（鲁杰框架）

5. 环境
• 了解会员的当前环境供方计划以及AIM-PROGRESS 会员的共同领域
• 规划并促进可靠的现有认证计划以及适用的执行标准

已经完成:

1. 代理/ 交易商
• 制订代理/交易商的基础审计方法

2. 系统
• 社会责任系统数据平台概述

3. 农产品及深加工产品
• 农业项目库
• 确定“热点问题”上报流程
• Bonsucro及SAI 平台支持



相互认可 –一方审计全体受益

目前成果:

• 共享15000多家经审计的供
方清单

• 所有入会会员至少认可一项
审计

• 某些企业审计减少达20-

50%

互认声明…..目标:

• 通过评估互认，减轻审计疲
劳及重复性费用

• 调整并改进标准，共享最佳
实践

“归功于所有AIM-PROGRESS会员对项目标相互认可，MMV所带来的巨大效益已经彰显。互认导致审计减少，需要完成的问
卷调查也更少。”

Christopher Campolongo, 美德维实伟克公司供应链合规主管



供方能力建设，一起超越合规性要求

目前成果:

• 迄今为止已组织了21次供方活动
• 接触2000多家供方
• 还有更多…

供方活动

目标:

• 全球供方团体的意识提升与培养
• 解决具体的地区性问题
• 消息:

• 企业社会责任对保持良好信
誉以及满足客户及社会期望
至关重要。

• 一次共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
展的机遇

迈阿密，2014年3月

新加坡，2012年11月莫斯科，2013年6月

古尔冈，2014年8月



商业信誉

目前成果:

• AIM-PROGRESS 商业信誉指南
建议企业在其供方行为准则中
采用的措辞

• 针对供方商业信誉保证的最佳实践
• 供方培训包

商业信誉规范

目标 :

• 在合规及道德基础上的社会
责任实践

• 努力消除行贿与受贿

供方培训平台

商业信誉保证

14

遵守反腐败法: 如何制订有效的合规计划

价值观与标准 行政监督 尽职调查

培训与沟通 内部控制 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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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实施鲁杰框架

目前成果:

• 通过网络研讨会介绍并实施鲁杰原则
• 利用资源库帮助成员企业了解并实施鲁
杰框架。

• 自我评估问卷调查
• 培训模块正在开发中

目标:

• 制订如何在供应链中尊重人权并确保有
效补救的最佳实践

约翰·鲁杰教授，联合国秘书长商业与人权特别代表



环境核心

目前成果:

• 规划成员项目，加强相互了解
• 提供GSCP环境参考模块指导

目标:

• 与供方一起规划成员企业的关键环境项目
并共享最佳实践

• 环境认证计划库
• 为供方评估环境部分的发展作出贡献
• 指导使用全球社会责任规划（GSCP）环
境参考工具



会员社会责任计划的年度基准

目前成果:

• 第三次社会责任基准调查于2014

年3月发布

社会责任基准调查（仅会员）

目标:

• AIM-PROGRESS会员社会责
任计划年度基准

“参与调查及基准活动为我们的持续改进目标提供了支持并在多方面得到了加强。”

Rona Starr, 麦当劳供方工作场所责任主管



入会标准

► 我们的驱动力来自全球品牌快速消费品领域。

► 我们敞开大门于：

► 所有符合“会员期望”的快速消费品品牌生产商，无论其是否为AIM及GMA*的成员，

► AIM-PROGRESS品牌生产商共同的且符合“会员期望”的供应商（但前提是品牌生产商的比例至少保持

在全部会员的2/3.），

*任命例外情况须获得领导小组的多数通过。

► 会员期望

► 秉承AIM-PROGRESS使命

► 每年至少参加一次会员大会（三选一）

► 至少积极参加一次工作流或特定的短期项目

► 在入会后12个月内，加入互认会员期望中所规定的互认活动

► 同意每三年协办或主办至少一次会员会议或供方活动以支持会员及供方的能力建设

► 参加年度社会责任实践会员调查

► 保证自己至少遵守与其供方相同的标准

► 积极缴纳AIM-PROGRESS 会员年费：

► AIM或GMA成员为5000 欧元

► 其它会员为7500 欧元

►*军火及烟草行业企业除外



成为会员的主要优势

►共同协作有利于促进供应链的持续改进

►互认使企业减少重复审计、成本以及审计疲劳。通过
互认，一些企业的审计活动减少达20-50%。

►加入供方能力建设活动意味着能够接触更多的供货商
并传递社会责任的共同愿景。自2009年开始，超过
1900家供方企业已经参加此项活动。

►AIM-PROGRESS 会议提供了向同业学习、共享最佳
实践以及探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解决方略的极佳机会。

►联合推荐以及最佳实践指导有助于制订自己的社会责
任计划。



未来使命?

行业领域，品牌生产商，零售商及货货商
全面合作

致力于共同的标准与
方法

提升供应链的企业社会
责任绩效

采用共同的或互相连
接的系统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4/Globe.png
http://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e/e4/Globe.png


供方对能力建设活动的反馈

► “即使我已经参加过各种质量体系以及卓越业务实践，包括供方评
估，但这个论坛仍然让我更深地洞见AIM-PROGRESS成员企业
的具体要求及期望”供货商评论，2014年印度古尔冈

► “会议使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如何处理社会责任以及如何应对劳动
力与环境问题”供货商评论，2012年尼日利亚拉各斯

►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供货商，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客户对供货商有如
此高的期望，我们将非常高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卖点，我
们希望所有的客户都将持续保持对供货商这样的期望。” 供货商评
论，2012年新加坡

► “以前我们听说过道德审计，但对什么才是好的实践并不确定。
AIM-PROGRESS于细微之处给我们以指导， 完成的审计对许多其
它客户仍然有效，这是我们非常欣赏的。” 供货商评论，2011年中
国北京



好了，但这于我何所益焉？





评估流程：体现持续改进

Anthony Nguyen, 金伯利公司



共同供方培训活动

可靠的采购周期–

供方评估流程的共性

企业同意认可代表其它客户所作的审计。也可
采用在线平台实现审计共享。

共同格式，包括
Sedex及 EcoVadis

自我评估问卷调查

由企业个体确定

共享纠正措施方法

协作打造

共同方法
与数据

供方

参与

供方

评估

风险

评估

审计

纠正措

施计划

供方
能力

建设



供方参与

第1步：

● 供方参与

●客户接触你的方式可能
多种多样：电子邮件、供
方论坛、电话

●接触发起方可能是客户、
审计公司或其它第三方，
诸如Sedex。

●参与并加入



供方自我评估
● 自我评估问卷调查表是一种非常有用的
工具，可帮助供方及买方对整体能力加
以评估，确保流程能够得到管理。

● 自我评估仅为某些公司所要求，并非总
有如此要求。

● 在适当的情况下，Sedex自我评估包含
如下内容：

 现场情况

 劳务政策与标准

 健康安全与卫生评估

 商业信誉（反贪污）

 环境管理

第二步：
供方自我评估

SEDEX成员间的共同方法，
并非都有如此要求



评估概要– 4个核心

劳动

标准

健康与
安全

环境
商业

信誉



第三方评估

• 审计由独立公认的专业人士进行（如Intertek, UL, SGS, BV, Level Works)

由谁进行审计?

• 审计人员是经过培训的独立公正的专业人士，对于法律的符合性及可靠的采购

标准进行评价。

审计人员的作用是什么?

• 供方负责为审计买单并因而拥有审计数据的所有权，他们可通过AIM-

PROGRESS与众多客户共享这些审计报告。

审计结果由谁买单并由谁拥有?

• 有适当的流程与规程确保这些私人信息不会被流传至外部。.

• 评估的目的就是要保护而不是侵犯员工隐私。

审计是否需遵守隐私保护法? 

• 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全能的标准能够完全涵盖这4个核心内容。

• 在审计过程中将考虑与某一个核心相关联的标准，如OHSAS 18001。

• 如果由独立第三方审计人员在合理的时间框架内进行审计，其它审计规程，如

SA8000,也可能为一些品牌所接受。

• 因为要求各不相同，所以请与客户一起核实具体情况。

可以接受其它标准吗（ISO, SQF, SA8000等等)?

第3步：

第三方评估

共同方法



第三方评估

• 因机构的规模以及生产范围的不同，评估期限也不同。总体上说来，一家机构需要花费两

名审计员一天的时间，但也可能需要4个人的工作量。

审计需要多长时间?

时间 评估流程 关键人员

45 分钟 启动会议
说明审计的范围、审计结果以及流程。
审查SEDEX以外的自我评估信息
审查文件请求清单
识别拟编制的审查用文件

现场经理，人力及环境、健康与安全经理

1 小时 实地检查: 了解实地范围 现场及环境、健康与安全经理

2小时 文件审查
审查管理文件
审查员工人事档案
审查工资与薪酬相关信息

人务资源经理
工资员
环境、健康与安全经理

3 小时 与生产员工面谈 仅基层员工

30 分钟 二次实地检查/其它 无

30分钟 编制现场报告 无

30分钟 向管理层演示现场报告 现场、人力资源，环境、健康与安全经理

第3步：

第三方评估

共同方法



现场评估

法律符合性

强迫劳动

工资与福利

工作时间

结社自由

童工

歧视

劳工虐待

健康与安全

环境

行贿与受贿

共同评估话题



不是找茬而是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审查可持续性发展

共同努力

关注持续改进

评估思路



纠正措施计划

 识别的不符合情况必须采取纠正措
施加以处理。

 时间框架以及后续方法取决于问题
的类型与严重性

桌面验证对比跟踪随访

重大、严重以及轻微问题分类

 单独的采购公司确定纠正措施

第4步：
纠正措施
计划



AIM Progress 成员评估报告

SEDEX 成员

► 企业分析与评估风险的共同工具
:

– SAQ –自我评估问卷调查

– SMETA – Sedex成员道德交
易审计

► 全球供方与其客户共享道德责任
行业实践评估与审计并避免重复
的在线工具

非SEDEX 成员
► 公司规程–如可口可乐的供方指导原

则计划，麦当劳的供方工作场所问责
计划。

► 自有数据管理系统

► 以彼此及SMETA 4核心审计为基准
– 如: 可口可乐公司及麦当劳不是 SEDEX成员

– 在某些情况下，报告可经翻译后上传至各自
系统共相互认可。

www.sedexglobal.com

报告的相互认可



MWV 企业社会责任(CSR) 项目
目的

评估流程

评估结果评分

● 确保MMV可靠的供货基地

● 符合MMV客户社会责任（RS）的要求

基本原则

● MWV 人权政策

● MWV 行为准则

● MWV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规程，以 SMETA 4 核心为基准

以持续改进及能力建设为
目标准验证纠正措施落实情
况–后续审计/审查

要求实施纠正
措施计划

由独立第三方审计员进
行企业社会责任审计– Intertek
or UL

识别企业社会责任审计的需要：
-供方现场社会责任风险预筛选
-客户社会责任评估要求

● 可接受–无需采取纠正措施

● 需要改进，轻微–需采取纠正措施，但无需后续审计或桌面审查（DR）

● 需要改进，严重 –需采取纠正措施，并需实施后续审计或桌面审查（DR）

● 无法接受 –停止现场作业



金伯利企业社会责任项目
金伯利供方社会责任标准 (SSCS) 体现了我们的价值观与期望，强调了负责任的职场
制度的重要性。金伯利视企业社会责任项目为我们持续人权尽职调查流程的一块根本
柱石。

纠正内部评估审计识别关键供方

由第三方审计公司进行
企业社会责任审计

要求供方提交纠正措施
计划，在某些情况下，
还需实施后续审计以验
证纠正措施的落实情况。

采用地理位置、战略关系、
产业类型以及年度开支等
标准识别关键供方

金伯利对审计结果进行审查并
确定是否存违反供方社会责任
标准的行为以及违反的程度如
何。

● 符合 –无需采取措施，下次审计约在3年内实施。

● 非法律违规–需采取纠正措施

● 法律违规–需采取纠正措施并在下一年度内实施后续审计

● 持续合规–供方在整个合作期间遵守金伯利的供方社会责任标准及审计要求



Mars 社会责任资格审查流程

供方风险评估
(第三方风险评估)

Sedex注册与链
接
供方加盟Sedex并与

Mars账户链接

完成自我评估问卷
调查
供方按要求完成相关位置的
自我评估问卷调查

初步审计及纠正措
施的制订
- 经认可的第三方审计伙伴
依据SMETA  4核心审计规
程开展审计
- 现有审计相互认可

遵守行为规范
供方遵守Mars 有关社
会责任的原则及期望

低风险供方管理措施
中度风险供方管理措施
高风险供方管理措施

http://www.ch.sgs.com/de_ch/home_ch_v2.htm
http://www.ch.sgs.com/de_ch/home_ch_v2.htm


后续步骤…

 审查客户的具体要求–某些有自己的行为准则，而其他
则是Sedex的成员。

 应客户要求，注册Sedex并开展自我评估以识别需要改
进的地方。

 作好评估计划，与AIM-PROGRESS企业共享评估结
果。

 采用如下手段关注持续改进：

 在规定的时间框架内解决不符合的问题

 在整个企业内利用评估结果与纠正措施

 让供方参与到类似的工作与要求

www.aim-progress.com

http://www.aim-progress.com/


结论

社会责任不再仅仅是“值得去做”的一件事情，而是势在
必行-保持企业正面的形象并同时满足客户的需要。

通过AIM-PROGRESS加强合作才是保证企业以一种
更为持续以及更为负责任的方式共同发展的王道。

www.aim-progress.com

http://www.aim-prog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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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工时和社会保险
Wages, Hours & Social Insurance

君合律师事务所 冯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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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三种工时制度 Three Systems

– 标准工时制

Regular Working Hours

– 不定时工作制

Flexible Working Hours

–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Comprehensive Working Hours



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标准工时工作制

Regular Working Hours System

– 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

Working hours: 8 hours per day and 40 hours 
per week

– 每周至少休息1天

1 day off per week



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标准工时制的加班小时数限制和加班费

Regular Working Hours System: Overtime

每天不超过3小时，每月不超过36小时

Maximum of 3 hours per day and 36 hours per month

– 加班费率Rates: 

• 工作日 150% 

Regular Working Day = 150% of wages

• 休息日 200%

Weekend = 200% of wages

• 节假日 300%

Public Holiday = 300% of wages



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不定时工作制

Flexible Working Hours System

– 无工作小时数限制

No statutory working hours

– 一般需要政府批准

Generally subject to government approval

• 例外：北京（高级管理人员），珠海无需批准

Exception：Beijing (senior managers)，Zhuhai

– 适用的范围 Scope

• 高管、销售和外勤人员

Senior managers, salespersons and out-of-office employees

• 加班费 (Overtime Pay)

– 0% or 300% for overtime on public holidays (some cities)



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Comprehensive Working Hours System

• 工作小时数按特定的计算周期统计（例如，按月或按年）
Allows calculation on specific period (i.e. monthly or annual basis)
– 平均工作小时数仍然为40小时

Working hours still average 40 hours a week, or overtime is required
– 加班小时数每月平均不超过36个小时

Overtime not exceed 36 hours/month on average
– 每天不超过11小时（某些城市）

Working hours should not exceed 11 hours/day (only required in some cities)
– 需要批准

Subject to government approval

• 加班工资（overtime pay）
– 150% or 300%



工时制度
Working Hours Systems

• 常见的问题

Common Issues

– 未申请政府批准

No governmental approval

– 加班费的计算基数

Calculation base for overtime pay

– 计件制工人的加班费

Overtime pay for piecemeal workers



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 2011年前的社保体系

• Pre-2011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 根据国务院条例逐个省市建立

Established city by city under the State Council’s and provincial 
regulations

– 仅覆盖职工 Covered employees only 
• 外国人基本不要求参保，也无法参保

Participation by foreign nationals generally neither required nor allowed

– 在不同的省市之间转移社保非常困难

Difficult to transfer personal accounts among various jurisdictions

– 户籍歧视问题，例如上海曾经有3个社保系统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sidency, e.g. 3 systems in Shanghai for PRC 
nationals



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 社会保险法 Social Insurance Law 

– 2011年7月1日生效 Effective July 1, 2011
– 标准化社保项目，包括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

Standardize social insurance programs: basic pension, basic medical, work-
related injury, unemployment and maternity

– 覆盖职工和居民
Programs for non-employee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 消除户籍歧视
Eliminate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residency

– 便利转移
Facilitate free transfer of personal accounts

• 要求外国员工参保
– “Foreigners working within the territory of China shall participate in social 

insurance by reference to the provisions of this Law. “  (Art. 97)



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Shanghai 上海 Beijing 北京

Items ER 单位 EE 员工 ER 单位 EE 员工

Pension 21% 8% 20% 8%

Medical Insurance 11% 2% 10% 2% + 3

Work-Related Injury 0.5% 0% 0.2% 0

Unemployment 1.5% 0.5% 1% 0.2%

Maternity Insurance 1% 0% 0.8% 0

Total 35% 10.5% 32% 10.2%+3

Soc. Ins. Costs ¥1145-5724 ¥343-1717 ¥ 1112-5526 ¥357-1776

Minimum wage 2020+1145+343=3,508 1720+1112+357= 3189



社会保险
Social Insurance

• 常见问题 Common Issues
– 缴费基数

Calculation base

– 未缴或少缴社保费用

Non-payment or underpayment of social insurance



问题 Q&A 

• 冯明浩 Gordon Feng

• 联系方式 Contact：
– 电话 Tel.：021-2208 6269

– 电子邮件 Email: fengmh@junhe.com

谢谢 Thank You!



问题

www.junh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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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Compliance Presentation

社会责任的合规介绍
MWV Wuxi Site

美德维实伟克（无锡）生产基地
May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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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Compliance



Zero Injury Culture Initiate零事故文化的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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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Assessment Card 风险评估卡活动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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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整改情况

Wuxi Site

在全厂开展风险评估卡活动，提供培训给全厂员工，让员工学会识别风险，提高安全意识，鼓励员工发现
风险并填写风险评估卡，积极参与安全活动，消除身边隐患。

To carry out risk assessment card activities in the plant, to provide training for all staff, 

improve their safety awareness, encourage to fill in the risk assessment card and actively 

involve in safety activities, eliminate hidden dangers.



Safety--Cut Prevention 安全 -- 割伤预防

Prohibit the use of ordinary art knife in whole plant, must use the approved 

security tool of automatic spring back 全厂禁止使用普通美工刀，必须使用批
准的自动回弹的安全刀具。



Safety--上锁加标签 安全 -- LOTO

Must execute LOTO plan of machinery before checking and 

maintenance to avoid the hazards caused by accidental power or 

energy release.检维修之前必须执行机械设备的综合上锁/加标签计划，保护
员工免于意外通电或蓄能释放可能导致的事故危险。



Safety--Machinery Prevention 安全 --机械防护

Ensure all security measures of crushed and cut dangerous in place and 

running well. Invest capital each year on the mechanical protection, improve 

machine safety. 确保工作场所有减少运行夹伤、压伤和剪伤危险的安全措施
在位并运行良好。每年投入资金在机器的机械防护上，提升机器本质安全



Safety--Ergonomic 安全 --人机工程

Before, the weight of ink roller 62KG, 

only two people carry it up and down 

之前，墨辊有62kg，换磨辊时仅两个员
工在机器上下搬运

After, install telpher

之后，安装小吊车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ergonomic to reduce the risk of strains and sprains.

公司不断努力在人机工程方面的改善来降低拉伤和扭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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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 Compliance



Environment--Atmospheric emissions 环境 --大气排放

66

• Centralized collection of waste gas车间废气集中收集
• Increase the facilities of waste gas treatment增加废气处理设施
• Periodic detection定期检测
• Reduce the impact to Environment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Before之前

After之后



Environment--Hazardous waste 环境 --危废

67

• Through the aspects of improvement of raw materials, data analysis, 

the reasonable use, reuse and avoid waste, the waste amount 

reduced year by year since 2012. 通过原材料改进、数据分析、合理使
用、重复利用、避免浪费等方面，从2012年开始危废产生量逐年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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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ergency Response 应急响应

Carry out all kinds of emergency response practices, including fires, chemical 

spills, etc., to strengthen peoples’ awareness and capability.每年开展各类
应急响应演习，包括火灾、化学品泄漏等，加强员工应急响应意识及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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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Law Compliance劳动法规的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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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comply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China Law, every year we will have 

the training of Code of Conduct , Compliance and FCPA  to each person to 

improve employees’ compliance awareness.  We have the ethic line to facilitate 

employee to consult and complain if any problems in the work. In actual 

operations, we strictly obey these rules as below:

为了遵循相关劳动法律法规，我们每年针对所有员工进行行为准则、合规政策及海外反腐
败法规的培训，强化员工的合规意识。同时我们还设立了道德热线，便于员工进行咨询或
投诉。在日常工作中，我们也严格遵循以下规则：

1) Not hire Child Labor不雇佣童工

2) Not use forced, prison, or involuntary labor不使用被强迫的、服刑的、或非自愿的
劳工

3) No discrimination不歧视劳动者

4) No harassment拒绝骚扰

5) Freedom of Association提倡结社自由

6) Hiring practice严格遵循法规规定的雇佣政策

……

Key Initiatives 关键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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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comply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China Labor Law, we strictly control 

the overtime in the past, our people’s income decline is larger, employee’s turnover 

rate is higher.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mployee’s 

stability, we set up the monthly performance bonus for all blue collars of FCO and 

we build up the regular communication with new comer.

为了遵循中国劳动法及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我们严格控制员工的加班时间，导致员工
的收入一定幅度的下降，员工离职率升高，工作效率显著降低。针对该种状况，我们采取
了相应的对策：

一、招聘更多的人员，从原来的十二小时两班制变为八小时三班制，确保员工每周有充足
的休息时间；同时申请了综合工时工作制，避免因生产淡旺季导致的加班不平衡。

二、我们额外对所有一线员工设立了月度绩效奖金考核计划，确保员工的收入不因加班控
制而大幅度减少，提高了员工的稳定性和工作效率。

Overtime Control 加班时间控制





杜邦营养健康事业部

丹尼斯克甜味剂（安阳）有限公司SMETA 审核

上 海
2015年5月



内 容

丹尼斯克甜味剂（安阳）有限公司简介 1 min

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2 min

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6 min

面临的挑战 2 min 

克服困难的策略 3 min

企业社会责任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1 min



丹尼斯克甜味剂（安阳）有限公司.

杜邦合资企业，位于河南省安阳市

产品主要是木糖醇系列

自2008年成为SEDEX 成员-AB成员

2012年通过环境ISO 14001 认证

2013年通过食品安全FSSC22000 认证

2014年8月申请SMETA 审核（SGS）

2015年3月SGS现场关闭所有不符合项，通过SMETA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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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76



Safety and Health 安全与健康

Environmental Stewardship 保护环境

Highest Ethical Behavior 最高标准的职业操守

Respect for People 尊重他人与平等待人

CORE VALUES

核心价值观

The Foundation of DuPont

杜邦的立身之本

Core values are our elemental force for Sustainability

杜邦核心价值观是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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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发展策略

用我们掌握的科学为人类面临的挑战寻求解决方案

食品安全

满足人类对安全食品的需
求

78

能源

减少人类对非再生能源的
依赖

防护

为人类及环境安全提供防
护

杜邦发展策略为公司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清晰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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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实施



80

可持续发展实施的战略

涵盖从原料选择到生产过程，再到餐桌食品解决方案的整个产业链的可持续战
略，把对产业链的影响和挑战转变成企业发展的机遇

原料的可持续发展
立足农业为基础的原材料
可持续方案

80

生产过程的可持续发展
减少我们生产过程的“足
迹”

餐桌食品的可持续发展
提供更加有可持续发展的
食品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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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营养健康事业部可持续原料发展的目标

81

 到2015年，以棕榈油为基础的原料100%来自RSPO*认证的原料

 到2020年，以大豆蛋白为基础的原料100%来自RTRS**或者等同认证的原料

 到2020年, 履行基础层面的可持续资源程序，例如 Sedex。确保符合客户要求和最高的
职业道德操守

 到2020年, 以农业为基础的原料履行“可持续资源认证程序”***

1.*Any palm oil product that contains palm oil products properly sourced through the RSPO’s “Identity Preserved”, “Segregated” or “Mass Balance”  supply 

chain systems., or palm oil products covered by GreenPalm certificates  that have properly purchased and redeemed.

2.**DuPont N&H is a member of the RTRS and are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n sustainable soy – also outside RTRS

3.***Definition of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rom cradle-to-gate must be in compliance with and verified/certified against a relevant international 

sustainability agricultural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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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原料举例

木质原料的木糖/玉米芯原料的木糖

• 木浆产品的副产品

• 更低的上游采购、运输等资源的消耗

• 木糖生产过程更低的能源及化学品消耗

• 从原料木糖到木糖醇更有效的生产过程

• 几乎没有废弃物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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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生命周期（LCA）
对比研究

每公斤产品温室气
体排放(kg CO₂ ）

木糖醇
木糖

木浆原料的木糖生产
木糖醇

玉米芯原料的木糖生
产木糖醇

83



杜邦政策
法律法规
- 国家/地方
- 杜邦行为规范
客户要求

符合杜邦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持续改善和提升 周期性的合规性审核

Sedex 问卷
合规性评价
差距分析

1st, 2nd 和 3rd 审核
SHEQ 和职业道德审核
Legal Eagle 杜邦法规培训
年度员工敬业度调查

C&Ps 跟进
更新要求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客户要求) 
更新 Sedex 数据
3rd 审核

杜邦整合3年计划
合规性改善
员工士气提升
员工圆桌沟通
互相尊重培训及合作准则
工资/工作时间/福利/年假政策

84

SMETA 实施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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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的挑战

合规性问题（环境、安全、职业健康、食品安全、消防、人事）

3-5年内，充分满足杜邦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 CSR(企业社会责任)

对承包商相同的安全要求的承诺

成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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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困难的策略

合规性问题（环境、安全、职业健康、食品安全、消防、人事）

收集更新法规-各部门评价-差距分析-限时改进

3-5年内，充分满足杜邦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 CSR

中央委员会-9 个分委会（涵盖CSR各要素）-分别开展活动

每次会议前分享2-3分钟相关内容

对承包商相同的安全要求的承诺

进场培训-工作分析-工作许可-案例分享-高风险活动全程监控

成本问题

社会责任是企业长期发展的必走之路，没有选择

可以从商务增长，内部挖潜，收率增长，事故处理费用，人力雇佣成本得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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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给我们带来的机遇

丹尼斯克甜味剂（安阳）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及周边社区赢得了最高的赞誉。

员工为在杜邦工作而自豪，团队非常稳定，员工流失率最近几年都在4%以下。

5“0” **的安全绩效带给我们的结果： 事故处理的费用大大下降，几乎为“0”

员工的敬业度在提升。

杜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在成为一种市场竞争优势，并为商务的长期增长带来巨
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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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ition: Five “O” site**:

• ZERO Employee ER or NER injuries

• ZERO Contractor ER or NER injuries

• ZERO A or B Environmental  or PSM incidents

• ZERO A or B Fire incidents

• ZERO A or B distribution or driving  in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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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sco Sweeteners (Anyang) Co.,Ltd

Weidong.pan@dupont.com

Changhong Rd,Tangyin County Anyang City,Henan Province,China

Tel: 0372 6205909





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管理
实践分享

Cathy Chen



© COPYRIGHT MARS INCORPORATED   |   CONFIDENTIAL91

About 
Myself

陈思颖， Cathy Chen

人力资源业务伙伴
玛氏箭牌上海工厂及
业务东区



Petcare

玛氏在中国

Chocolate Wrigley

Drinks



我们的基础原则

93

We put our Five Principles into action in our interactions and 
operations – generating genuine, mutual benefits for people, pets 

and the planet

五大原则

•Quality 质量

•Responsibility 责

任

•Mutuality 互惠

•Efficiency 效率

•Freedom 自主



同事概念

同事——就是成为一个建立在五大原则基础上的一个可以彼此分享的
关系网络中的一员。玛氏公司对同事有着特定期望；相应的，同事也期
望公司提供一个基于这些信仰之上的文化氛围和环境.



1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劳务派遣?

2 关键指标Snapshot

3 过往面临的挑战

4 管理模块搭建及实践分享

5 新挑战



劳务派遣是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典型形式。劳务派遣机构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
系并派遣至用工单位，劳动者在用工单位岗位提供劳动的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协议

劳务派遣单
位

用工单位

被派遣劳动
者



为什么要使用 劳务派遣?

用工方式灵活-解决临时用工

降低人力资源管理成本

降低劳动争议风险



关键指标 Snapshot

人数

年龄 20-30:33% ; 30-40:40%; 
>40:27%

离职

率

12.6%

10.1%

15.2%

12.7%

离职原因
32% 32%

15%

10%

30%

22%

11%

6%

职业发展 薪资 家庭 工作量

2014年 2013年

敬业度分数

20
11

20
12

20
13

20
14

20
15

201
2

201
3

201
4

201
5

2012年: 4.73; 2013年:4.74; 2014年: 
4.74

薪酬组成
基本工资57% 销售奖金37% 津贴福利5%



过往 面临的挑战

第三方人员个人能力

提升

职业发展 凝聚及敬业度提

升



管理模块搭建及实践分享

 薪酬福利  人员培训&发展  同事激励凝聚



同事·激励·凝聚

薪酬福利：

- 完善的薪酬体系
- 足额缴纳社保及公积金
- 享有额外商业保险
- 与普通同事一样的福利制度及津贴标准



人员培训&发展

通过课堂培训、笔试考核、师傅带教、实操演练，确保第三方劳务派遣人员能够符
合要求，独立上岗。绩效表现良好，就会有转正的机会。

2012 2013 2014

同事·激励·凝聚

http://www.ixwebhosting.com/
http://www.ixwebhosting.com/


人员培训&发展

所有一线销售人员 TT代表 MT代表 WS代表 经销商管理

1 箭牌中国产品品牌介绍 TT 陈列架及陈列示范(视频) 现代渠道标准拜访流程(视频) 批发渠道拜访常见问题(视 箭牌经销商ROI（投资回

2 专业销售技巧 传统渠道标准拜访流程(视频) 基于购物者洞察的店内要素管 批发渠道标准拜访流程(视 经销商管理案例游戏(中

3 FAB销售模式
2014年TT渠道必选SKU FAB

卖入话术

箭牌PAS全攻略-现代渠道篇

(视频)

2014年WS渠道十大SKU

FAB卖入话术

经销商管理案例游戏(初

级版)

4 销售拜访路线规划 门店运作手册(家乐福/沃尔玛 箭牌PAS全攻略-批发渠道

5 面对客户的投诉Ⅰ FEM收银口品类管理

6 箭牌客户电话销售技巧 GMP陈列大挑战

7 PDA操作及填写指引 现代渠道费用相关法规培训

8
陈列规范及DAR填写指

引

Wrigley Power Space陈列图

制作

课堂

培训
1 黄埔训练营 功夫英雄

在线

课程

销售代表Multi - Skill 综合能力发展相关课程

27门在线培训课程, 随时随地！量身定制课堂培训如黄浦训练营

职业发展 第三方 - 正式工

 每年会有5%左右的代表经过

严格的面试流程应聘成为主管 58%

63%
65%

 主管中由代表晋升的比例

同事·激励·凝聚



同事·激励·凝聚



同事·激励·凝聚

故事分享：多方支持 助抗病魔

2014年末，安徽合肥业务代表马某检查出身患白血病。收到消息后，合肥
团队业务员自发抽血检查，随后品牌管理员们也纷纷的加入几十人的庞大献血
队伍。

安徽省内各个城市群和负责人积极响应，主动捐款，有的以集体名义，有
的亲自去医院慰问家属。

人事部得到消息后，首先全面地了解其目前的身体状况及家庭情况，得知
他的家庭为了给他治病已承受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基于这种情况，帮助马某在
商保和医疗保险上争取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并且考虑到马某的教育程度不高，
人事部的同事帮助他咨询了当地相关劳动部门，还为他争取到了当地特殊的福
利政策支持。政府办事人员表示：这个政策都好多年没有人来了解过了。最终
马某也表示对公司的帮助非常感动。



政治问题

社会问题

经济问题

原规定 修正案

劳务派遣
公司

公司制，有从事派遣
业务资质，注册资本

不得少于50万元

经劳动部门行政
许可，注册资本
不少于200万元

被派遣劳
动者

一般为临时性、辅助
性、替代性工作岗位

只能为临时性、
辅助性、替代性

工作岗位

用工单位
不得自设劳务派遣单

位向自身派遣
比例限制

新 挑战!



新 挑战!

劳务派遣暂行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22号

第三条 用工单位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被派遣劳动者。
前款规定的临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岗位；辅助性工作岗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
务的非主营业务岗位；替代性工作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产学习、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一定期
间内，可以由其他劳动者替代工作的岗位。

第二十八条 用工单位在本规定施行前使用被派遣劳动者数量超过其用工总量10%的，应当制定调整用工
方案，于本规定施行之日起2年内降至规定比例。



Thank you！





Sedex & SMETA 介绍及更新

中国上海
2015年5月15日

Copyright © Sedex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document may be reproduced or redistribut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from Sedex.



Sedex的愿景

全球供应商所选择的

负责任供应链解决方案



11年可持续性采购经验与分享

 25 个行业 150 个国家  38.000 会员,  750+ 全球买家公司  24.000.000.000 场所人员



750+零售商、品牌商、制造商、中间商以及进口商

http://www.tesco.com/
http://www.tesco.com/


Sedex介绍

Sedex不是：

• 不是一个设定政策与准则的组织

• 不是一个进行社会责任验厂的第二方或者是第三方检验公司

• 不是一个证书发放机构或者行业协会

• 不是一个对供应商进行推广或评分的工具

Sedex是：

• 一个非赢利性的会员制组织

• 一个在线解决方案，用一个统一的方式来分享企业在道德和负责任实践方面的信息

• 一个帮助企业分析和评估潜在风险的工具

• 推动合作，增加透明度，生产力建设



客户
1

SAQ*
审核

供应商

客户
2

客户
3

SAQ*
审核

SAQ*
审核

客户
1

客户
3

客户
2

SAQ*
审核

供应商

Sede
x

零售商

运作模式

品牌商

T1
C

T1
A

T2
E

T2
F

T2
D

T4
H

T3
G

购买 & 供应商会员

三级供应商会员

二级供应商会员

多层供应
链透明

直接
关系

间接
关系

*SAQ = 自我评估问卷

买家会员

T2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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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估问卷（SAQ）

OHSAS 18001 

ISO 14001 

ETI 基本准则

SA 8000 

交互式问卷（最多225个问题）帮助您了解供应商

如何管理社会道德和环境问题。

制造业 /    重工业 /    农业 /    服务提供商 /    中间商



推动融合在风险分析中，分享共同的纠正措施计划，减少重复审核。进行道德贸易的审核
模版建立于：

 两部分在健康安全和劳工标准

 两部分在商业道德和环境

• 一个汇编的审核技术的最佳实践

• Common reading grid of audits. Integrated analyse. 

• 共同的整改行动计划

• 能够被不同的零售商，品牌商和制造商所接受

请注意：SMETA不是一个标准，但是是一个最佳实践帮助工厂在审核时达到最低法律要求
以及ETI基本准则。客户的行为准则也可以用于SMETA审核

协理审核小组是Sedex聚集商业审核公司，非政府组织和会员组成的工作小组

Sedex会员道德贸易审核（SMETA）

由协理审核小组开发（AAGs）



Sedex会员道德审核指南（SMETA）

2014年12月Sedex发布新版SMETA最佳实践指南及相关文件



6. 工作时间不得过长。

6.1 工作时间必须符合国家法律、集体协议以及下文中6.2-6.6条款中的规定，以
对工人提供较强保护者为准。6.2至6.6条款以国际劳工标准为基础

6.2 工作时间（加班除外）由合同确定，每周不得超过48小时。*

6.3 所有加班必须是自愿的。加班必须负责任地使用，考虑到所有如下方面：

程度、频率以及工人个体和工人整体工作的时间。不得以加班代替正规就
业。加班必须总是加价补偿，建议标准是不少于正常工资的125%.

6.4 任何7天内的全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第6.5款规定的情况除外.

6.5 只有在满足如下所有条件的例外情况下，任何7天内的工作时间可以超过60
小时：

• 国内法律允许这样做；

• 与代表相当比例工人的工人组织自由达成的集体协议允许这样做；

• 采取了适当的措施保护工人的健康与安全；并且

• 雇主能够证明加班确属于例外情况，例如出乎预料的生产高峰、事故或紧急
情况。

6.6 必须保证工人每7天内至少休息一天，或者在国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每14
天内休息2天。

• 国际标准建议，在适当的条件下，并且不减少工人的工资的情况下，渐进降

低正常的工作时间至每周40小时。

6.工作时间不得过
长

6.1工作时间必须
符合国家法律和
行业标准，以对
工人提供较强保
护者为准。

6.2 在任何情况
下，不能要求工
人经常性地每周
工作超过 48小
时，并保证平均
每7天内至少休
息一天。加班必
须是自愿的，且
每周不能超过12
小时。不能要求
经常加班，且必
须按照加班工资
标准给予补偿。

工作时间



主要变化

• “七天总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个小时”

之前:

现在：

60 小时

48 小时 12 小时

加班时间标准工作时间

标准工作时间+加班时间



SMETA相关资源

SMETA审核报告SMETA最佳实践指南
分包商和服务提供
商最佳实践指南

CAPRAudit Report

SMETA审核前
准备信息指南

准则对比

如何完成审核
报告和整改
措施指南

供应商
工作手册

SMETA衡量参考指南

../pre-reads/5. (members only) SMETA Service Providers new.pdf
../pre-reads/5. (members only) SMETA Service Providers new.pdf


当前AAG会员联系清单

审核员能力指南

整改行动指南问题点指南

延伸版环境和商业道德指南

审核员指南 供应商指南

SMETA资源-仅限会员参考

../pre-reads/SMETA_Corrective_Actions_1_2_B.pdf
../pre-reads/SMETA_Corrective_Actions_1_2_B.pdf
../pre-reads/Members Only - SMETA_Auditor_Competencies new.pdf
../pre-reads/Members Only - SMETA_Auditor_Competencies new.pdf
../pre-reads/SMETA Non Compliance Guidance new.pdf
../pre-reads/SMETA Non Compliance Guidance new.pdf
../pre-reads/3. (members only) SMETA Env & Bus Prac - Guidance for Auditors.doc
../pre-reads/3. (members only) SMETA Env & Bus Prac - Guidance for Auditors.doc
../pre-reads/4. (members only) SMETA Env & Bus Prac - Guidance for Suppliers.pdf
../pre-reads/4. (members only) SMETA Env & Bus Prac - Guidance for Suppliers.pdf


Sedex Horizon

• 2015年2月完成发展概念

• 未来战略确认：新系统预计2015年11月上线

• Horizon将会在视觉，功能和技术上与现有Sedex 
2.0版本大不相同

• Horizon将会满足过去6年会员们所提出的需求



Sedex中国AAG工作小组

• 2015年3月20日第四次会议
#社会保险基数计算

#消防安全

#危险化学品管理

#建筑结构验收

#新环保法

• 下一次会议
#分包

#消防安全

#PPE合规性

#消防验收

#政府文件的真伪识别



能力建设
在线研讨会合作伙伴UNGC-UK

• 免费公开的在线研讨会

• 概况: 

 区域采购趋势

 新型的社会责任话题

 交叉商业话题

 最佳实践案例分析

 与企业社会责任专家BSR, 
Verité, Maplecroft, UNGC

• Sedex供应商工作手册

• 知识中心

Briefing Ethics & Corruption
December 2014



我们的目标:

交互式网络学习材料为用户提供
必要的工具来使用和了解Sedex
系统,并最终推动改善实践在全
球供应链。

 材料将根据用户的特性定
制，例如会员类型，国家和
语言等。

 材料的使用和培训将被跟踪,
监控和报告,用于持续改进
Sedex平台和学习材料。

能力建设-Sedex知识中心

供应商能力: 互动式内容  高清视频指南  测试和评分  下载证书和徽章  24小时不间断资源  定期更新

未来发展趋势: A和AB会员资源  能力建设（深入学习企业审核责任） Sedex新产品学习工具  审核员培训
 风险评估培训  用户论坛



其它项目

• 供应商参与项目

• 报告项目

• 审核管理项目

• 审核质量项目



Sedex帮助中心

英国帮助中心

– 联系电话： +44 (0)20 7902 2320

– 邮箱： helpdesk@sedexglobal.com

美国/加拿大帮助中心

– 联系电话： +1 888 487 6146

– 邮箱： helpdesk@sedexglobal.com

中国帮助中心

– 联系电话： +86 (0)21 6103 1622

– 邮箱： helpdeskchina@sedexglobal.com

mailto:helpdesk@sedexglobal.com
mailto:helpdesk@sedexglobal.com
mailto:helpdeskchina@sedexglobal.com




道德贸易审核中的环境评
价浅析

日 期：2015 年 5 月 15 日
发言者：王哲阳 （SGS 国际认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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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可以安全饮用的水……

如果没有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
……

如果没有可以放心食用的食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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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格尔沙漠被曝遭污染

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
家，人均只有2200立方米，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
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
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
的国家之一。

专家们警告：
“20年后中国将找不到可
饮用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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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漳州PX项目爆炸事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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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频发的雾霾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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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不
是应该做
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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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CA –环境管理体系模块

- 环境影响评价及审
批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140

 SMETA 10B4:  Environment 4-Pillar 

10B4.1 供应商应该至少需符合国家及当地有关环境的相关要求。

10B4.2 在有法规要求的前提下，供应商必须能够说明他们已经有使用及处
理资源（如水，废弃物等）的相关有效的许可证。

10.B4.3 供应商应了解他们最终客户的环境方面的要求并制定一套系统按
客户要求来监督他们自己的环境表现。

SMETA 环境合规性要求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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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法律要求

环境影响评价：

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
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
法与制度。

 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的其他海域内
建设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照本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环境影响评价的类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全面评价。

（二）环境影响报告表：可能造成轻度环境影响的，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
行分析或者专项评价。

（三）环境影响登记表：对环境影响很小、不需要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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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法律要求

 环评类型的依据：《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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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相关法律要求

 环评机构的资质：经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审查合格。

环境影响评价的审批：

 环评批复的机关：由建设单位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报有审批权的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

 需要重新审批的情形：

（1）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
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

（2）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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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常见问题

 能不能不做环评？

•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
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 建设单位未依法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或者未依照规定重新报
批或者报请重新审核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有权审批该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补办手
续。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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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常见问题

 历史原因导致的环境评价不能？

• 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必须对建设项目产生的污染和对环境的影响
作出评价，规定防治措施，经项目主管部门预审并依照规定的程序报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环境影响报告书经批准后，计划部门方可批准建
设项目设计任务书。（1989.12.26）

• 一切企业、事业单位在进行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时，必须提出对环境影响
的报告书，经环境保护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进行设计。
（1979.9.13）

©All the copy rights reserved by SGS SSC@Frank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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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保护法的亮点（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 生态文明

•强化责任

•按日计罚

•罪责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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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您用小小的童车推着我快乐的童年，推着我幸福地成长。
二十年，您身后的小树早已枝繁叶茂，而您却已华发苍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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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得见山
看得到水
记得住乡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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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职业病

Simon Pan

Audit, Intertek China

15 May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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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Intertek

Intertek是全球领先的质量和安全服务机构，为众
多行业提供专业创新的解决方案。

Intertek在超过100个国家拥有1,000多家实验室和
分支机构，以及超过38,000名的员工，通过领先的
服务理念和创新的解决方案，我们帮助客户锐化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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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服务

我们涉及的行业

纺织品及鞋类

玩具及轻工产品

商用电气

消费电子电器

汽车部件

建筑产品

矿产品

石油化工及农产品

食品

化学品与药品

医学检验

我们的服务

测试

验货

认证

审核

外包

咨询

培训

质量保证



154 www.intertek.com.cn 
©Intertek,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Guangzhou
Dongguan

Shenzhen

Xiamen
Quanzhou
Fuzhou

Zhongshan

ShanghaiHangzhou

Wuxi

Ningbo
Taizhou

Tianjin

Qingdao

Nantong

Shijiazhuang
Weihai

Nanjing

Beijing

Yantai

Jinan

Yiwu
Jiaxing

Zhuhai

Lianyungang

office

port

home

Wuhan

Changzhou

Dalian

SuzhouHefei

Taizhou

Jinhua

广泛的分支网络

• 低差旅成本

• 集中于制造业基地

• 超过300名审核员，分布在28个区域, 20,000+ 审核/年

审核部在中国

NOTE: For home based offices, partial coverage 

only 

based on product type and work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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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O 《职业病的鉴定和认定》

1981年《职业安全和卫生公约》(第155号) 2002年的议定书将
“职业病”定义为“任何接触职业活动中产生的职业性有害因素所
致的疾病”。

国际劳工组织1964年《工伤津贴建议书》(第121号)第6条第1

款将职业病定义为：“各成员国应在规定的条件下，把已知在工

作过程、从事某行业或职业中因接触有害物质或危险条件所致
的疾病认定为职业病。”

职业病的定义有两个因素：
•接触特定的工作环境或职业活动与罹患特定的疾病之间有因果
关系；
•接触这些有害因素的特定人群中，该病发病率水平高于普通人
群的平均发病率。

职业病的定义



156 www.intertek.com.cn 
©Intertek,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
法》2011

职业病，是指企业、事业单位和
个体经济组织等用人单位的劳动
者在职业活动中，因接触粉尘、
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有毒、有害因
素而引起的疾病。

职业病的定义



157 www.intertek.com.cn 
©Intertek,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1. 职业性尘肺病及其他呼吸系统
疾病

2. 职业性皮肤病

3. 职业性眼病

4. 职业性耳鼻喉口腔疾病

5. 职业性化学中毒

6. 物理因素所致职业病

7. 职业性放射性疾病

8. 职业性传染病

9. 职业性肿瘤

10.其他职业病

共10类132种职业病（含4项开
放性条款）

职业病分类和目录(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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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防治事关劳动者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的大局。

•目前的突出问题

一是职业病病人数量大

二是尘肺病、职业中毒等职业病发病率居高不下

三是职业病危害范围广

四是对劳动者健康损害严重

五是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

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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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

•事关企业的生产效率

•补救成本远大于预防成本

•招聘与培训的成本

•声誉

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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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职22年后 查出矽肺病
认定为工伤 企业赔51万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5-04/11/c_1114936354.htm?tt_from=sohunews

2015-04-11 11:49 来源： 成都商报

55岁的三台人刘顺（化名），22年前在四川某电力公司
上班8年，是一名挖掘机操作工。2013年，他被查出是矽肺三
期。当年，绵阳市人社局认定其为工伤。但是，该公司认为刘
顺已离职22年，过了诉讼时效，并且不能证明所患职业病与用
工单位有直接关系，将绵阳市人社局诉至法院，要求撤销工伤
认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绵阳市中院了解到，经过一审二审
，由于公司举证不能，驳回了公司的诉讼请求，公司已和刘顺
达成协议，一次性赔偿51万元。

http://www.sc.xinhuanet.com/content/2015-04/11/c_1114936354.htm?tt_from=sohunews
http://e.chengdu.cn/html/2015-04/11/content_51594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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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的防与治 – 我们要做什么?

八个必须

八个严禁

责任制

工作场所

防护设施

防护用品

警示告知

定期检测

培训教育

健康监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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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中常见的不符合项

 无职业危害因素检测

 没有提供职业病体检

 没有提供或正确使用个

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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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责任制度

•一、总则

•二、职业病防治领导机构

•三、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一）主要负责人职责

（二）分管负责人职责

（三）职业卫生管理部
门职责

•三、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

（四）专（兼）职职业卫
生管理人员职责

（五）技术部门的职责

（六）车间负责人职责

（七）职业病危害岗位防
治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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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设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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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设施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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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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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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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告知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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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病危害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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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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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
法》 第三十六
条

•职业健康检查

上岗前

在岗期间

离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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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预防成本(主动)

•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警示标志与告知卡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培训

•职业病健康体检

主要补救成本(被动)

•政府罚款

•治疗费用

•赔偿费用

•对员工本人,家庭的影响

•其它费用

•案例:“开胸验肺”事件, 总赔偿
费用RMB615,000元

职业病预防与补救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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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本

补救赔偿成本

预防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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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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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身边的人口贩运

Maggie Pang

Training Supervisor

May 1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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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中人口贩运问题的意识日益增强– 美
国和欧洲相关立法

178

加州供应链透明度法案- SB 657 (2010, 2012年生效)

加强对联邦合同下人口贩运受害人员的保护- 第13627号总统令 (2012) 和联邦采购条例于 2015年3月2
日生效

欧盟指导性政策2011/36 (取代理事会框架决定2002/629/JHA）

UK 现代奴隶法案 2015 – 2015年3月26日成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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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贩运的定义

180

活动

雇佣

运输

转移

窝藏或接收某人

操纵

威胁或使用武力

强迫

诱拐

欺诈

欺骗

滥用权力或别人的
弱点

给予金钱或利益

剥削

强迫劳工

奴役

和奴隶类似的形式
（如：债奴）

性剥削

+ +

巴勒莫议定书关于预防、禁止和惩治贩运人口特别是妇女和儿童行为
(2000) 

“人口贩运”的是指通过威胁，使用暴力或其它方式的强迫来招募、运
送、转移隐匿或接收人员， […] 以达到取得对另一有控制权的人的同意
或剥削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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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信号: 对人口贩运的说明

182

•扣押护照

•扣款，扣发工
资

•合同终止的惩
罚

•强迫加班/加班
才有最低工资

•复杂的雇佣流
程

•使用劳务代理

•收取劳务费

•不合法的移民

•合同替换

•欺骗

弱势员工

•外来工(包括国
内和国外)

•季节工/临时工

•分包者

•不合法员工

雇佣方式 工作环境

谁 怎样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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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口贩运和强迫劳工的报告

美国劳工部(DOL) 的
“由童工或强迫劳工
生产的产品清单”

•里面包含了被 DOL的
国际劳工事务部
（ILAB）认为是涉及
强迫劳工和/或使用
童工的74个国家所生
产的136种产品。

2014年美国国务院人
口贩运报告（TIP）

• 188个国家接受了“等级”排序

•等级: 符合人口贩运受害者保护法案(TVPA)规定消除
非法交易的最低标准。

•等级 1: 完全符合标准

•等级2: 未完全符合但正在做出重大努力

•等级2观察名单: 未完全符合但正在做出重大努力，受害
者人数众多

•等级 3: 未完全符合标准，且未做过重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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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造花(仅中国)

2. 砖(7)

3. 圣诞节装饰品 (仅中国)

4. 煤(3)

5. 棉花 (8)

6. 电子产品 (仅中国)

7. 烟花爆竹(仅中国) 

8. 鞋袜 (仅中国)

9. 服装(8)

10. 钉子(仅中国)

11. 玩具(仅中国)

DOL 报告: 强迫劳工生产的产品– 中国

185
(国家数量清单)

美国劳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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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rcial 
Corruption and the 

Supply Chain 

John Blake,

Global Security Director, APAC

Kimberly – Clark Corp.



Today’s Objectives:
• Explain the costs of corruption o 

individuals and companies

• Recent Examples of commercial 

corruption schemes

• Discuss how companies can 

manage their supply chain risks.  



Cost of Corruption 
• Cost to Individuals

o Loss of Job

o Loss of Career

o Civil Penalties

o Prison 

o Monetary Cost of Defense

• Cost to Companies
o Criminal Sanctions

o Civil Sanctions

o Reputational Damage

o Investigations Costs of Investigation

• Cost to Society
o Corruption weaken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perverting market forces which drive 

efficient use of economic resources.  

o World Bank study places the cost of corruption at US$2.6 Trillion, 5% of Global GDP.  An 

estimated US$1 Trillion in bribes are paid annually.  UN Studies showed direct correlation 

between corruption levels and GDP, education, sanitation, and public health.  



Corruption Risk to MNC 
• OECD reports more than 40 countries have Foreign 

Commercial Bribery Laws, many of which exte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to individuals involved in bribery 

schemes.

• Global enforcement is rapidly increasing.  

• United States is the most active enforcer of its anti-

corruption law (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 

followed Closely by the UK (UK Bribery Act)

• Countries are more aggressively enforcing their anti-

corruption laws (e.g. China, Brazil, France)

• International, multi-agency cooperation is on the 

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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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Forms of Corrup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 Bribery - Money or other value given or promised to influence 
decision-making of a person in a position of trust.

• Facilitation Payments – A derivation of bribery whereby 
payment is made to expedite legitimate government 
services

• Kickback – An illicit rebate from one party to another in a 
business transaction to breach a fiduciary duty  

• Extortion - The crime of obtaining money or other value by 
the abuse of authority

• Fraud - Deceit, trickery, sharp practice, or breach of 
confidence, perpetrated for personal profit or advantage

• Collusion/Bid rigging – Fraudulent practice in which 
competitors agree to fix prices or allocate the market, often 
resulting in higher prices to companies and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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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are Companies Most Vulnerable 

to Corruption?

Sales and Distribution 

Fraud, Collusion/Price Fixing, Bribery, Kickbacks

Manufacturing

Bribery, Extortion 

Raw Materials Acquisition

Kickbacks to Buyers, Fraud/Conflict of Interest, Brib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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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 Flags for Possible Corruption Within a Company

• Prevalence of corruption in the country or region

• History of corruption within the company   

• Corrupting pressures to meet growth, performance, 
or timeline targets 

• Organizational incentives

• Weak corporate controls  

• Inadequate compensation of the workforce

• Inadequa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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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Your Organization 
from Corruption Risk

• Establish and embrace Common Values 

and Standards  

• Executive Ownership  of this Risk 

• Due Diligence (Internally and externally) 

• Training and Communication 

• Robust Internal Controls  

• Establish a Robust Response Protocol

• Continuous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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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nds in Anti-Corruption 
Measures

• 82% of Public Companies have Anti-Corruption Programs, 
with nearly all employing formal Codes of Conduct

• Fines for Foreign Corruption cases exceeded $3Billion in 
2014 and 80 individuals were sentenced to prison.  As a 
result, Boards of Directors continue to demand attention 
to this area

• Companies report nearly always engage in Due 
Diligence on M&A Targets and Senior Executive hiring, 
and more than 75% of the time on key third-party 
relationships

• 29% of companies responding reported spending  more 
than US$1Million per year on Anti-Corruption Comp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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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Corruption Practices at 

Kimberly-Clark

We are:
• Authentic – At Kimberly-Clark, we believe in continuing our heritage of 

honesty, integrity and courageously doing the right thing. We strive to 
b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successful companies, dedicated to 
winning through hard work and fair play.  

• Accountable – We take ownership for our business and our future. We 
establish ambitious goals for our businesses and ourselves and then 
stretch to exceed them. We feel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achieving 
both our individual and team potential. 

• Innovative – Our founders established a culture that encourage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experimentation in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creativity in marketing. We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to new ideas 
that add value for our customers and partners. We recognize that 
today's best is the benchmark we must surpass tomorrow.  

• Caring – All this, plus truly respecting each other and caring for the 
communities where we live and work, makes K-C a company people 
want to work for and do business with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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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Values and behaviors are woven into everything we do and every 
challenges 57,000 employees face  in 56 Countries :

KC One Behaviors



Leadership from the Top
• CEO Tom Falk is the company’s Champion for 

ethical behaviors.  He is very visible and very vocal 

in explaining what he expects from KC employ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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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leash the Power of Ethics on 4/21/2014 
One of the people I follow on Twitter (I don’t tweet yet; I just read the tweets of others!) is Mohamed El-Erian, a noted 
economist and the former co-CEO of PIMCO, the world’s largest fixed income (i.e., bonds) investor. He tweeted a link to a 
speech he gave recently on the subject of ethics. His problem statement on this issue was as follows: “And by poor ethics I 
mean behaviors that place the narrow self-interest of the individualwell ahead of that of the collective (if not in conflict 
with it), and that result in individual actionsthat are inconsistent with the welfare of the whole, be it the company, 
shareholders or society atlarge.” In his speech, he enumerates five factors that affect ethical behavior in an 
organization. Here are my thoughts on each of these and how they apply to K-C. Incentive Systems – We have had 
instances at K-C in the past where a team felt such pressure to deliver a result that they violated our code of ethical 
behavior (and the law in some cases) to try to reach a goal. Our culture of accountability encourages us to ask “what else 
can we do to reach our goal?” To be clear, the “else” options do not include breaking our code of conduct or the law. Just 
like in our safety culture, no business goal is every worth risking our personal safety or the safety of others AND no 
business goal is ever worth risking a violation of our Code of Conduct. ………

http://sites.kcc.com/Teams/A130/tomsblog/Lists/Posts/Post.aspx?ID=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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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ous Improvement

What are we focused on at present?

• Building a compliance Team across our four regions

• Upgrading our investigative skills and tools

• Developing a third-party Due Diligence model

• Reviewing our Anti-Corruption 

• Targeting certain functional areas for enhanced Anti-

corruption training

• More analytic approach to managing corruption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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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John Blake

Director, Global Security – APAC

Kimberly-Clark Corp

John.j.blake@kc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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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to TenSquared
TenSquared 项目介绍

Remarkable Results in 100 Days

100天内取得可观成果

Mike Lee
SAI Lead Trainer
mlee@sa-intl.org 



Program Partners 项目合作伙伴



A big thank you to… 非常感谢……



TenSquared项目是什么？

工人-经理参与项目

阐述健康与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100天之内，在一个进取和特定的健康安全挑战
方面取得可量测的改善

克服改变的阻力和促进持续改善文化



100 天成果包括:

员工因伤缺勤降低 60% 生产力增加12% .

减少工人暴露在化学品中70%化学品成本降低

12%

工作场所温度降低36% (39˚C to 25˚C) 以安装一套
新通风系统成本的25%，为公司节省$12,000.

逃生演习中疏散时间减少了80%
(从超过12分钟到少于2分钟).



流程

目标

团队



成功的关键3要素

团队的力量

 经理+工人

 沟通、创造性、承诺

目标的力量

 100 天，集中在可见成果

 可量测、进取

流程的力量

 建立100天之后仍可持续运作项目的实践和系
统

 工人参与流程

团队

目标

流程



执行启动项目前期准备

Day 1 Day 50 Day 100

工作坊 中段评估 可持续性评估

团队成员
选择会议

Labor Link 

调查
Labor Link 

调查

TenSquared项目历程



获得的收益

75% 的工人反映该项目使工厂所有工人受益

88% 的工人反映该项目改善了公司对健康与安全承诺方面的

看法

58% 的工人觉得与管理层交流变得舒畅

79% 的工人反映工厂内的问题也可以通过运作另外的项目来

解决

Based on Labor Link surveys conducted on day 85 and 150



巴西：项目参与方的反馈

 "We have had a lot of projects at our company, 
but this project went deeper - it produced a lot 
more results and brought a lot more creativity to 
the area of Health and Safety." 

- Worker, Ajinomoto

 "We were able to show our Senior Management 
that our efforts as a team was able to achieve the 
results, even in a time of restricted financial 
resources.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rewarding 
moments for me." 

- Manager, Abengoa Industry



土耳其：项目参与方的反馈

 "TenSquared feels really special, not like other trainings where 
participants listen passively. This program pushes u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express ourselves, set concrete goals and workplans”

 Managers are surprised and excited by the perspectives and 
new ideas from the workers - the workers' risk maps, root cause 
analysis, stakeholder maps and process analysis really gave them 
food for thought

 Workers surprised and excited to be at the same table with 
managers and able to speak with an equal voice



运作中项目

中国

 将于6月份在深圳启动

 初始出资方：HP和某著名服装品牌

 寻找合作方出资在中国扩展本项目

土耳其

 Disney资助供应商免费参加本项目

巴西

 持续项目 – 参加公司付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