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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本 报 告

一、报告时间范围  
本报告为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第二份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时间范围从 2020年 1月 1日

至 2020年 12月 31日。为提高报告完整性，部分数据超出上述范围。   

二、报告组织范围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涵盖以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为主体的所有经营行为，并与公司年报所覆盖

的范围一致。

三、报告专业术语  
为便于表达，一般情况下，本报告中“新洲印刷”、“新洲”、“公司”或“我们”等词语表述，

均代表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特殊情况另行说明。

四、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使用的数据和案例，均来自公司的正式文件、统计报告或公开文件，力求符合业界通

行的信息披露相关标准，同时立足行业背景，突出企业特色。

五、报告参考标准
《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核心方案。

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努力保证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及时性、可靠性，全面
介绍年度履责理念、行为、绩效及承诺。我们希望通过发布报告等方式加强沟通、促进合作，
增进利益认同、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凝聚可持续发展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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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报告内容和指标选择
本报告内容范围的选择遵循 GRI的实质性、利益相关方参与、可持续发展背景及完整性原则，

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通过行业对标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分析、关键责任议题识别和利益相关方沟
通，确定报告的具体内容。
在披露指标的选择方面，本报告主要考虑了与关键议题绩效相关的各具体指标的相关性、实质

性及可获得性。所采用的指标既与社会责任主要议题高度相关，又能够有效反映出我们在相应议题
的绩效表现，同时能够通过现有的管理体系进行收集。随着东莞新洲社会责任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提
升与精细化，我们将会在今后的报告中逐步对披露指标进行优化和完善。
如无特别注明，本报告所提及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

七、报告可靠性保证
公司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八、报告获取方式
本报告以电子版形式发布，欲获取报告电子版，请在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母公司网站（www.

newisland.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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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管 致 辞
绿色发展成为行业共识

作为新洲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子公司之一，东莞新洲已
经有三十年的发展历史。新洲坚持“和谐、共享、共赢”的管理思想，
致力于推动节能、低环境影响的可持续产业，研发、生产出品质
更高的产品及实施服务，打造更好的绿色供应链，减少对环境的
污染，我们致力于倡导更多的企业加入我们，共同关注环保。

本着“绿色采购”方针，公司实行绿色采购，从原料、流程、
包装物料等方面进行绿色生产；我们的创新专家为客户提供个性
化的解决方案和设计并提供多元化 "绿色环保 "的产品和选择。
通过使用可循环利用的材料、重新设计可以减少塑料使用的包装
和使用多元产品结构，我们的设计师创造出了绿色环保产品，这
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更少的材料，消耗更少的能源和资源。

我们拥有国内最先进的平张胶印及柔印版印刷设备，并持续
投入，开展可持续性的创新及应用，采用无线车间互联网绿色生
产，有效的节电、节油、减少用纸等一系列措施节能减排。

公司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积极开展社区环
保活动及植林计划，建基未来，通过各种环保行动、策略及计划，
新洲致力成为业内环保先驱，并推己及人，与合作伙伴共同推进
环保事业，携手创造美好环境。在消费者中普及可持续发展理念，
鼓励消费者积极行动，参与环保。东莞新洲董事长黎宝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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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新 洲
一、企业简介
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是香港上市公司 ---中国华君集团有限公司（股份代号：377）旗下新洲印刷集团

有限公司 (东莞新洲的母公司 )在中国子公司中最大的生产工厂。公司成立于 1992年，注册资本 1.62亿港币。
2002年迁至作业面积达 4.8万平方米的东莞市大岭山科技工业园，同时预备面积 5万平方米后备厂房，为集
团的未来发展目标做好准备。

新洲目前共有员工约 850人，主要经营食品包装盒、化妆品盒、手提袋、彩盒等业务，涉及的客户类型
有食品、护肤、香水、彩妆、电子、药品及健康食品等。

新洲可为客户提供专业设计、印前服务、印刷、各类表面处理程序、纸板盒制作、手工组装等一站式优
质服务；同时设有符合 BRC规范的生产车间，能以高规格标准提供食品包装产品；主要客户有 McDonald、
GODIVA、Estee Lauder、LVMH、L'Oreal等；客户产品主要销售往美国、日本、西班牙、法国、中国、中国
香港及中国台湾等地区。

新洲通过了SA8000、ISO9001、ISO14001、ISO45001、BRC、QS、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森林管理委员会 )

(FSC-C016792)、中国环境标志 (HJ 2503) 及 GSV等认证。新洲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是国际包装协会 (International 

Packaging Group, IPG）在中国及中国香港的唯一代表会员。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印刷企业，新洲在追求卓越品质的同时，把保护环境和员工健康作为首要任务，并制
定长远计划，不断改进工艺，向清洁生产、绿色印刷靠拢，力争把每一个作业环节对环境和人身的损害降至
最低。

新洲还将道德诚信与公司的四大主体要素（人、产品、专业、环保）融会贯通。人→影响、教育及鼓励员工、
工人及周边居民尊重彼此及环境；产品→持续创新、不断探索，通过改进和使用可持续材料，达成节省能源

6



发发展展数数据据（（22001188--22002200 年年））  

项项目目  
金金额额（（万万元元））  

22001188 年年  22001199 年年  22002200 年年  

缴纳税收 892 552 308 

营业收入 46,325 35,659 24,711 

工资支付 7,498 6,622 5,709 

税收减免 61 24 10 

 

二、发展数据（2018-2020 年）

7

及减少废物的高效生产方法；专业→与业界同行共创美好未来，共享资源，确保业务高效及可持续性发展；

环保→通过生产及营运减少碳排放量，保护地球。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不足之处和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对此，我们将以此次报告发布和企业社会责

任建设为契机，更加注重在安全环保、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绿色印刷和企业可持续发展，并将关怀员工、

回馈社会等理念融入企业战略和日常经营中，与各方共同努力，使企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绩效不断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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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 不断追求进步，全力发展，成为高增值国际化纸品包装供应商。

企业使命 - 专注于先进科技及高效率的管理系统，同时配合持续的人才培训和发展，全  
方位满足客户需要。

企业目标 - 提供一贯高质量的产品和贴心的客户服务；
坚守维持公司达到 ISO9001 国际标准规范的承诺；
持续提升管理及生产技术及效率以超越客户期望；
扩充生产力及全球网络；
凭专业印刷及包装技术，成为行业中顶尖，优秀和专业的企业。

座 右 铭 - 绿色印刷，创意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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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责任绩效
序序号号 证证书书//奖奖牌牌名名称称 获获奖奖日日期期//有有效效日日期期 颁颁发发机机构构/单单位位

1 ISO9001:2015 2021.8.27~2024.8.26 香港品质保证局

2 ISO14001:2015 2021.8.27~2024.8.26 香港品质保证局

3 ISO45001:2018 2021.8.27~2024.8.26 香港品质保证局

4 SA8000：2014 2021.5.26~2024.5.25 香港品质保证局

5 IETP证书 2021.06.03~2022.06.02 Elevate

6 FSC证书 2018.07.25~2022.08.13 HKSGS

7 企业信用评价AAA级信用企业 2020.04.14~2023.04.13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

8 中国环境标志 (十环 HJ 2503-2011) 2021.8.19~2026.8.18 中国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香港特别行政区环境局

10 中银香港企业环保领先大奖 2019.5.29 香港工业总会

11 BRC证书 2021.6.22~2022.10.23 Intertek

12 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QS证） 2018.03.05~2023.03.04 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香港印刷业商会

台湾印刷暨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澳门印刷业商会

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

香港印刷业商会

台湾印刷暨机器材料工业同业公会

澳门印刷业商会

15 GSV证书 2020.12.11~2021.12.14 Intertek

16 麦当劳创新质量大奖 2019.3 麦当劳创新质量大奖

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

18 Special Thanks With Compliments 2017 RMHC Golf Tournament 2017

19 Special Thanks With Compliments 2018 RMHC Golf Tournament 2018

20 Valued contribution as printing sponsor of
Ronald 2017 2017 麦当劳叔叔之家慈善基金

9 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制造业） 2020.12.6

17 高新技术企业 2020.12.9~2023.12.8

13 中华印制大奖 银奖 2020.6

14 中华印制大奖 优秀奖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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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企业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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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营业业董董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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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副总总经经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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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副总总经经理理

邱邱星星明明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高高级级经经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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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入协会或组织名称

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成员

国际包装协会会员 ( 母公司新洲印刷集团 

东莞市出版印刷业协会副会长单位

东莞市社会保险协会团体会员 

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理事单位

粤港学习实习合作机构

香港工业总会 ( 东莞分会委员 )

有限公司 )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会员

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食品分会会员

广东省印刷复制业协会理事单位

东莞市外商投资协会大岭山分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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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新洲积极履行企业公民职责，以
进步、和谐、发展为己任，不断改进技术及设备，
以最大程度保护环境、保护员工和各合作方的
身心健康，促进社区平衡发展，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近年，公司致力于推进社会责任体系
建设，不断提升社会责任治理能力，以促进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 一 章   社 会 责 任 治 理

获得 SA8000:2014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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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可持续发展管理
新洲可持续发展 (Corporat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SD)委员会由来自研发、制造、采购、人

力资源、售后等部门的成员组成。CSD委员会主要负责战略的制定、 实施、重要问题决策、跨部
门问题的解决以及设定前瞻性的目标来牵引公司可持续发展方向 ,并于每年年底进行社会责任绩效
考核。
为了进一步推进 CSD工作管理重心下沉，夯实组织，提升能力，公司任命王福平为环境部门

负责人、欧阳杰为劳工人权部门负责人，促进 CSD目标在各业务领域落地。公司在每年初召开
CSD战略研讨会， 基于客户要求、业界洞察、 CSD风险、机遇等明确年度 CSD工作方向，并对上
年度目标达成情况予以总结和评审，分析差距和不足，明确改进计划，实现各业务领域能力持续提
升，支撑业务战略目标达成，满足客户等重要利益相关方对新洲的可持续发展管理要求，提高客户
满意度。

CSD 战略规划

全程开展绿色生产 逐步推广使用更加环保的原材料和辅助材料，逐渐增加通过 FSC认证纸张的使用量，通过采用集中供气、集中供水
和集中供墨系统减少固废产生。

抓好源头绿色设计 倡导新理念、应用新科技，从源头做起，做好系统顶层设计，实现全产业链绿色化无缝对接；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
在开展绿色印刷的同时，也要加强对智能化、数字化技术的研究，实现生产的可持续性。

创新治理包装污染 研发使用生物基材料包装袋、无胶带纸箱、可生物降解包装袋，增加对瓦楞纸、聚乙烯薄膜等环保材料的使用，确
保提供更多可回收的标签和产品包装，尽量减少辅助包装材料的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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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业道德与诚信
公司坚持诚信、合法运营，恪守商业伦理，致力于与合作伙伴形成真正的“责任共同体”，

营造和谐的商业环境，并将之融入到公司日常运营中，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1、廉政建设
我们强化廉政建设，高度重视企业合规管理工作，积极防范廉洁风险和重大经营风险，为公司

持续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要求公司中高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好廉洁自律的楷模。公司管理层更
是率先垂范，加强廉洁自律，遵守公司规章制度，杜绝腐败。同时，公司强化反腐败培训力度，确
保畅通举报渠道 [ 东莞新洲 ( 电话：0769-85625222 -166，邮箱 joyouyong@newis land.com) 或  母
公司新洲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 电话：（852）2442 8282, 邮箱： in terna laudi t@newis land.com)]。

欢迎各界的监督，我们保证并承诺举报人不会因此受到报复和打击。

我们的商业行为准则：

商 业 信 誉—新洲秉承诚信、正直和公平的原则。

遵 纪 守 法—新洲承诺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向股东承诺—新洲承诺持续增值企业股份价值并成为优秀的企业。

利 益 冲 突—新洲要求全体员工及董事需保证公司利益最大化。员工及股东不得以公司任何信息及资源换取��������������

���������������������������个人利益或违背公司利益。避免任何与公司利益相冲突的行为，若有则必须及时披露和上报。�

政 治 参 与—未经董事会批准，新洲不可参与任何政治性活动或提供酬劳予任何政治团体。
贿 赂 行 为—新洲不会以任何收受酬劳或其它不正当行为来获取商业机会，奖项或其它不应
� � � � � � � � � � � � � � �得的利益或影响公正的商业决定。在任何情况下，新洲不得提供或收取贿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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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和贿赂事件
……目标………

计划 2020 年 0 件。

……方法………

公司制定了《商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商业道德举报
程序文件》;

制定了商业贿赂风险评估表 , 对腐败和贿赂风险进行
评估 ;

为防止腐败和贿赂每年进行 SA8000 内部审核 ;�

建立起完善制度，接受认证机构审核并取得 SA8000
认证。

……成果………

对存有贪腐之心的人员起到了极大的威慑，让公司的
运营更加良性 ;

事件的及时处理，公布，是非常适宜的机会教育 ;

2020 年贪污和贿赂事件 0 件。�

商业道德与反腐败政策员工受训率

……目标………

计划 2020 年员工受训率提升至 90%����

注 :2019 年度实际达成率：80%�

……方法………

由人事部组织，编制商业道德与反腐败意识培训计
划；

按照计划，对相关员工进行商业道德与反腐败意识
培训；

……成果………

确保每一位员工了解商业道德与反腐的必要性；

维系现有机制，有效遏制道德与腐败事件的发生；

2020 年员工受训率达成：91.06%。

新洲所有员工可通过内联网下载商业行为守则，并且公司承诺向员工充分讲解及确
保员工遵循上述守则。

2 0 2 0 年接受公司反腐败政策及培训的员工受训率提升到 9 1 . 0 6 %； 2 0 2 0 年关于接
受公司反腐败政策及培训的业务合作伙伴 7 3 家，不当竞争法律诉讼数量 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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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E孟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1••1 DONGGUAN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东莞新洲人事部（2020）通20013
关于成立商业道德管理小组的通知

为了更好地有效执行道德规范的各项要求，确保道德规范行为守

则在公司全面贯彻执行，建立、实施及维持道德规范管理体系，切实

改善员工条件，维护良好商业道德环境。经公司管理层决议，现决定

在公司内部成立商业道德管理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长：欧阳杰

成员： 许文海、 金钗、 叶仲权、欧金莲、 唐凤娟、 陈锦荣、 彭燕舞、

彭施华

商业道德管理小组工作职责如下：

1. 审查公司规章制度和业务流程，并根据法律法规提出制定或者修

订建议。

2. 制定和推行公司商业道德相关政策，并监督各部门执行。

3. 负责公司各业务领域合规工作的推进、 整改、 审计、考核。

4. 开展合规、 商业道德培训宣传工作。

5. 负责接受与处理供应商、 员工及社会各界的举报与投诉，并保护

投诉与举报者不被报复及对其人身保密。

6. 负责公司道德规范推广与建立，防止腐败与行贿受贿等一切不正

当利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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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恪守商业伦理，坚守诚信，反对不正当竞
争，回避利益冲突，反对洗钱行为，保守商业秘密，
保护信息安全，不作虚假宣传。2020年，公司合同
履约率达 100%，客户意见反馈和处理率达 100%。

反竞争、反垄断、洗钱和欺诈事件
……目标………

计划 2020 年反竞争反垄断、洗钱和欺诈事件 0 件。�

……方法………

由人事部组织、编制培训计划、对相关人员进行商业道德
意识培训；

成立商业道德小组管理小组；

公布举报电话、邮箱和网址方便员工举报。

……成果………

2020 年反竞争反垄断、洗钱和欺诈事件 0 件；

确保每一位员工了解商业道德的必要性；

维系现有机制，有效抑制反竞争和反垄断行为的发生。

2、诚信经营

商业道德培训

中国商务信用联盟成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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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 信用评级

序序号号  评评选选单单位位  获获得得称称号号  日日期期  

1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9 年度大岭山镇实际出口工业企业第九名 2020.3 

2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9 年度大岭山镇外资企业效益贡献奖 2020.3 

3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6 年度大岭山十大纳税户 2017.3 

4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5 年度大岭山企业纳税大户 2016.3 

5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4 年度大岭山企业纳税大户 2015.4 

6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3 年度大岭山企业纳税大户 2014.4 

7 大岭山镇人民政府 2012 年度大岭山企业纳税大户 2013.5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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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

2020 年利益冲突事件 0件；
2020 年商业道德风险评估覆盖：100%；
增加了员工的商业道德意识。

为了确保市场、商业、技术和资金的方式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新洲加入了联合国全球倡
议组织，并不定期召开利益相关方社会责任培训，以期在人权、劳工、环境和反腐败方面建立起
更为透明的秩序和可持续发展环境。

公司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如邮件、面谈、电话、会议、问卷调查、培训等），与利益相关
方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极大地提升了公司社会责任治理绩效。

通过对本公司所有相关方识别、分类、沟通和管理，并识别相关方期望和评
价相关方的影响，保证公司与相关方的沟通顺畅和公司经营、质量、环境、健康
安全正常运行。

3、利益相关方参与

利益冲突事件及商业道德风险评估
……目标………

计划 2020 年利益冲突事件 0件；
计划 2020 商业道德风险评估覆盖 100%。

……方法………

加强相关员工商业道德意识培训；
制定商业道德评估计划并实施风险评估防止
利益冲突和商业道德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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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利益益相相关关方方  利利益益相相关关方方期期望望  沟沟通通方方式式  

客户 产品及服务质量、产品价格、供货速度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业务联络、考察

走访、顾客满意度调查 

政府 稳定增长、及时纳税、促进就业、保护

环境 

政府会议、专题汇报、项目合作、统计

报表 

供应商 长期合作、价格合理、诚信经营、互惠

互利 

供应商会议、商务谈判、招标活动、社

会责任评估 

员工 工资福利、晋升机会、培训机会、健康

安全 

合理化建议、座谈会、工会、职工代表

大会、培训 

行业协会 落实行业标准，联络畅通、参加协会活

动，制定相关标准 

协会活动、参与标准制定 

社区 社区和谐、保护环境、文明共建、发展

分享 

公益慈善活动、社区服务、定期交流、

社会投资 

媒体 品牌形象、社会责任、保护环境、产品

创新、技术创新 

采访活动、信息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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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社会责任培训 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联合国全球契约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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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管理各种责任议题，公司建立了一整套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围绕“责任规划、年度计划、项目实施、

考核评估”积极开展履责工作。公司定期召开会议，总结阶段性运行情况，针对出现的问题即时推出整改措施，

特别是有关环境和劳工人权方面的问题，公司高层相当重视，均作为重要议题列入公司会议。�

接受公司反腐败政策及培训的业务合作伙伴数量
……目标………

计划 2020 年内完成 70�家。

……方法………

对采购员进行培训“供应商评估管理程序”和供应商管理社会责任培训；

采购员每年定期对供应商相关人员进行 CSR 培训。

……成果………

2020 年目标实际达成率：73 家；

增强了供应商的反腐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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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可 持 续 的 产 品 和 服 务
新洲一直坚持客户导向，努力实现高品质的产品与服务，优先满足客户需求，提升客户竞争

力和赢利能力。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品牌美誉度大幅提高，2020年客户满意度调查表显示，客

户满意度为 83.79%。

 

72.00%

74.00%

76.00%

78.00%

80.00%

82.00%

84.00%

86.00%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顾客满意度（2016年~2020年）

26



一、可持续的产品
新洲一直执行严格的产品质量和安全标准，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 , 并获得

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印刷第一部分 : 平版印刷》认证。

东东莞莞新新洲洲印印刷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印印刷刷工工艺艺、、原原材材料料名名称称及及型型号号、、生生产产方方名名称称  

此证书附件与编号为CCEECC22002211EELLPP0088331188996699的中国环境标志认证产品证书同时使用方为有效 

          签签  发发  人人：：  

序号 印刷工艺 原材料名称 原材料型号 生产方名称

1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油墨

C Ecopure HP, C Ecopure MP,  

C Ecopure M-SPEC 系列
茂名阪田油墨有限公司

2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水性上光油
WB1012,WB1025,WB1026,WB1028, 

WB1050,WB1055MA,WB1068
东莞宏石功能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3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水性上光油 07-1436 水性底油 WEILBURGER Graphics GmbH 

4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橡皮布 9700A-S,UV-18 上海明治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5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橡皮布 322(普通),329(UV) Phoenix Xtra Print GmbH

6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热熔胶 C-638A 东莞市成铭胶粘剂有限公司

7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水性覆膜胶 8688,9100

东莞市塘厦展威包装材料制

品厂

8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水性覆膜胶 PB8362H
华威粘结材料（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

9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制盒（袋）胶 BH-503 东莞市万江华康胶水厂

10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制盒（袋）胶 KY-5208A,KY-5208H 深圳市开源粘合剂有限公司

11

①单张纸 平版

印刷(袋、盒及
单张纸）

制盒（袋）胶
MA-7032,MA-7033,7033-A, 

7033-A(H),MA-7036
东莞市冠力胶业有限公司

中中国国环环境境标标志志产产品品认认证证证证书书  
                                                                              证证书书编编号号：：CEC2021ELP08318969

委委托托人人  
东东莞莞新新洲洲印印刷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科技工业园 

生生产产者者  
东东莞莞新新洲洲印印刷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科技工业园  

生生产产企企业业  
东东莞莞新新洲洲印印刷刷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山科技工业园  

认认证证标标准准  
中中华华人人民民共共和和国国环环境境保保护护行行业业标标准准  

HJ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  

认认证证单单元元  
平版装潢印刷品  

产产品品名名称称、、商商标标//品品牌牌、、型型号号  
详见证书附件 

上上述述产产品品符符合合中中国国环环境境标标志志产产品品认认证证实实施施规规则则 CCEECC--77000099EELL 的的要要求求，，特特发发此此证证。。  

  认证模式：型式试验+工厂检查+认证后监督 
   本证书的有效性依据发证机构的监督获得保持，可通过扫描左下方二维码确认。 

      发发证证日日期期：：二○二一年八月十九日 

      有有效效期期至至：：二○二六年八月十八日                  授授权权机机构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签签  发发  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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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质量
公司通过了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设有符合 BRC食品安全管理系统标准的生产车间，全力

为食品、医药品包装工业制作包装产品。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产品危害风险评估和预防工作，强化
产品检测。2020年，公司通过了众多高端客户的现场审核，公司产品的合格率逐年提升，深受客户好评。

2、产品研发
新洲设立创意中心部门，专攻开发新型印刷包装设计方案。目标是利用最新的包装结构和材料，

设备和印刷技术，不断创新和进步，同时为客户提供更多增值包装方案和定制服务，以满足不同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

在设计开发过程中，我们不仅专注于客户的需要，同时也关注消费者的需求；我们鼓励和欢迎客
户在早期开发过程中邀请我们参与，以确定开发方向、生产可行性和功能性。新洲目前已获得 13项国
家发明专利。

序序号号  发发明明专专利利  获获取取时时间间  颁颁发发机机构构  

1 一种纸盒气泡挤压除泡成型机 2017/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

知识产权局 

2 一种具有自动翻料功能的包装盒生产设备 2017/2/8 

3 柔版印刷机集中供墨装置 2017/2/8 

4 纸板双面上胶机的结构改进 2017/2/8 

5 八角纸盒内折边裱糊成型机 201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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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是国际印刷协会 IPG成员，我们与来自世界各国的 27个会员国家定期分享行
业最新技术和经验，以求同行之间资源共享，持续共赢。
我们遵循“4R1D”的绿色包装设计原则，既确保包装产品的性能、质量，同时降低包装产品成本，减轻

包装产品废弃物对环境的污染。

关于 4R1D 产品 
……目标………

计划 2020 年 4R1D 产品数量占比由 11% 提升至
40%；

计划 2020 年向客户倡导 4R1D 新品客户数量由 1
家增加至 15 家。

……方法………

对于 4R1D 产品数量占比由工程部主导设计，制定
年度计划，其他相关部门协作，根据年度计划逐渐
稳步推广；

关于向客户倡导 4R1D 新品，由工程主导，业务部
实施跟进，其他部门配合，逐步推广。

……成果………

确保每位员工了解 4R1D 设计及产品对环境保护和
节能减排的重要性；

2020 年 4R1D 产品数量占比达成：43%；

每年不断扩大 4R1D 产品数量、逐渐达至占比
100%的最终目标；

2020 年对于向客户倡导 4R1D 新品客户数达成：
17 家；

力争向所有客户都倡导 4R1D 产品，提高公司相关
所有客户的环保意识。�

关于 4R1D 产品：
�������������������注解：��Reduce 减量化、�� Reuse 回收重用、
������������������������������� ��Recycle 循环再生、Recover 能源再生、
���������������������������������Degradable可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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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mm

150mm

130mm

Box side view

Box closed view

4R1D PROJECT: POP-UP BUTTERFLY EYE SHADOW BOX 

Box open view

哑胶

烫

RECYCLED: FSC Paper Materials
RECYCLABLE: Glass Materials

REDUCE: Polymer usage
DEGRADABLE: Paper, Coating Materials

REUSE: Packaging to be a function product

A general (and widespread) symbol that indicates that the 
packaging (or sometimes product itself) is recyclable.

The original recycling symbol consists of three chasing arrows. 
These separate arrows symbolize the three critical stages, like 
a trilogy, of the circular economy. Namely reduce, reuse and 
recycle.

Signifies the packaging producer has made contribution 
towards packaging recycling. Doesn’t necessarily mean the 
packaging itself is recyclable. Note: use requires permission.

This symbol is used as a reminder to recycle glass packaging, 
either at recycling points or as part of your household recycling 
collection.

4R1D DESCRIPTION

4R1D SYMBOLS

30mm

150mm

170mm

PROJECT NAME: POP-UP BUTTERFLY EYE SHADOW BOX 

STATUS: VERSION: 02

CLIENT: 

APPROVED BY:

DESIGN NO.:PS1907299 DESIGNER: ZangRuirui

FILE NAME / LOCATION:

TOLERANCE: + - 1.5mm DATE: MAY - 07 -2020

CONCEPT DESIGN SAMPLE

COPYRIGHT © 2020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Confidential – Property of NEW ISLAND PRINTING GROUP CO., LTD, subject to Confidentiality Agreement

RECYCLED RECYCLABLE REUSABLR4R1D: REDUCE DEGRAD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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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可持续采购
新洲的发展与合作伙伴密不可分。新洲深知只有携手共赢才能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长期以来，

我们主动通过构建与政府、企业、社会各界的合作平台，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

1、责任采购
我们推行责任采购制度，通过对供应商开展社会责任评估和调查，引导供应链合作伙伴履行社会责任。

同时，我们主动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合法合规运营，树立负责任的企业形象。

我们关注供应商及其产品和服务，以及整个供应链。为了提高采购的可持续性，我们认为供应商也
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承诺，为此我们制定了《供应商管理程序》以及“携手实现可持续发展”倡议，
并定期进行采购风险识别评价，如获得 SA8000、IETP等认证的供应商，可以得到有效加分。

2、本地采购
“放眼全球并兼顾本土”为支持地方社区发展，新洲逐步加大了在本地的原材料采购比例，在同等

条件下，我们优先在本地实施采购。

2020年本地采购（广东省内）支出 1.32亿元，本地化采购占比 84%；包含人权条款或已进行人权审
查的供应商有 73家，100%。

3、供方管理
与合作伙伴携手履行社会责任，是新洲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我们积极通过供应链

的管理，通过经验交流和责任审核机制，带动合作伙伴特别是广大供应商主动履行责任，改善履责绩效，
进而推动整个供应链伙伴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共促可持续发展，共促社会、环境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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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新引进的供应商均进行了社会责任评估，并要求供应商做出社会责任承诺，促使供应商在环境、
劳动实践和人权、商业道德等方面真实履责，并持续改进履责绩效，社会责任表现好的供应商具有优先权。
2020年，新洲共有 39家供应商进行了社会责任评估，17家供应商签订了社会责任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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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供应商中已签署可持续采购章程 / 供应
商行为准则的百分比
……目标………

计划 2020 年：≥ 90%。

……方法………

1. 采购员进行培训“供应商评估管理程序”，并要
求采购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2. 在供应商引入前，与供应商签订《供应商行为准
责》及《采购合同》；

3. 将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 (CSR) 管理指标纳入采购
员绩效考核中。

……成果………

确保每一位供应商了解并签署行为准则的必要性；

2020 年供应商行为准则签署率达成：91.78%；

提升企业在基本商务关系中的表现，有效抑制道德
与腐败事件的发生。

签订包含环境、劳工和人权要求条款合同的
供应商的百分比
……目标………

计划 2020 年：≥ 91%。

……方法………

1. 采购员进行培训“供应商评估管理程序”，并要
求采购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2.在供应商引入前，与供应商签订《供应商行为准责》
及《采购合同》；

3. 将供应商 CSR 管理指标纳入采购员绩效考核中。

……成果………

2020 年目标达成：91.78%；

让更多同事进一步认识到该项工作的必要性与重要
性。



内部采购员管理 CSR 培训比率
……目标………

2020 年计划：90%。

……方法………

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对在职采购员进行供应商管理 CSR培训，
并进行考核；

采购内部每年组织一次内部培训。

……成果………

确保采购员了解供应商管理 CSR 的重要性；

2020 年员工受训率达成 100%；
维系现有机制，每年定期组织一次内部培训，加强员工认知和
了解 CSR 管理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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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订供应商已经通过 CSR 评估（例如问卷）
的目标供应商百分比
……目标………

计划 2020 年：

供应商 CSR 问卷调查率�≥ 95%；

供应商 CSR 现场审核比率�≥ 61%；

供应商 CSR 培训率��≥ 61%。

……方法………

对采购员进行�“供应商评估管理程序”和供应商管理社会责任
培训，并要求采购员在工作中严格执行；

严格执行采购流程，在供应商导入前，对供应商进行问卷调查；

并根据调查结果，确认对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每年定期对供应
商相关人员进行 CSR 培训；

将供应商 CSR 管理指标纳入采购员绩效考核中。

……成果………

采购员执行对供应商进行“供应商评估管理程序”和供应商管理
社会责任培训；

供应商 CSR 问卷调查率达到�95.83%，每年不断完善社会企业
责任评估，逐步提升，争取对供应商的管控达到 100%；

供应商 CSR 培训率达到�64.38%；

供应商 CSR 现场审核比率�59.8%。

已经通过 CSR 现场审核达成的目标供应商百
分比
……目标………
2020 年计划：90%。

……方法………

根据公司持续采购目标，制定供应商审核计划；
由采购和品质主导按计划对供应商进行审核。

……成果………

2020 年 CSR 达成 97.67%；

针对目标制定有效的审核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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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可持续服务
新洲坚持根据各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国际标准来开展业务、提供服务及进行企业运营。

新洲十分重视客户的隐私保护，为降低风险，谋求互利共赢，新洲建立了《信息和技术安全指引》，
并对员工进行信息安全意识培训，积极响应客户要求签署的保密协议，对于使用过的客户信息和资料
及时进行销毁和格式化处理。2020 年信息安全相关员工培训占比 91%；2020 年信息安全事件 0 件。

信息安全
……目标……… 

计划 2020 年涉及信息安全员工培训占比≥ 90%；

计划 2020 年信息安全事件 0 件。

……方法………

编制信息安全教材，制定信息安全培训计划；

对相关员工进行信息安全培训；

制定信息安全管理程序及规定，对信息安全进行风险评估；

进行信息安全意识宣传。

……成果………

2020 年信息安全相关员工培训占比 91%；

2020 年信息安全事件 0 件；

相关员工的信息安全意识增强。

信息安全化培训

35



响应客户要求签署的保密协议

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认TIDONGGl/AN NE呐f ISLAND PRINTING CO., LTD. 

信息和技术安全指引
文件编号 z WI-IT-001 副本编号 管制印章

版 本： 03 

生效日期： 2020.09.16 

头：8页（包括此页） ／第1页 品

始在 部门／职位 签署 年／月／日

编订 班摄 且都 在每Z 2020.09.16 

审核 3在藕赣 且强 .k 2020.09.16 

2盖撞镜 且提 2020.09 ” 16 

F-QA-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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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可 持 续 的 环 境
新洲注重减少自身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助力低碳社会建设。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通

过了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FSC森林认证，及获得清洁生产证书，被评为粤港清洁生产优越伙伴、
赢得中银香港企业环保领先大奖 2019环保优秀企业。

公司非常重视环境保护工作，目前环境管理部门人员配置完善，在环境管理方面对各主要环境因素进
行有效管理，做到污染物达标排放，公司各项指标均符合法规标准要求。

新洲还要求供应商开展环境评估，2020年供应商FSC认证比例达成 49.33%，增强对可再生材料的使用，
提升再生材料使用比例 2020年计划 ≥15%，实际达成率 13.63%（未达成）。 

供应商 FSC 的认证比例
……目标………

2020 年计划：≥ 45%。

……方法………

根据公司要求，推进供应商进行 FSC 认证，以提升
供应商 FSC 认证比率 ;
在同类材料中，提升 FSC 认证材料的采购比例。

……成果………

2020 年供应商 FSC 认证比例达成�49.33%;

普及供应商对 FSC 认证的重要性。

提升可再生材料使用
……目标………

2020 年计划：≥ 40%。

……方法………

尽可能制定 , 采用再生料生产，以提升再生材料使
用比例。

……成果………

针对出货给客户的产品包装，而客户无特殊要求的，
统一采用回收纸箱和卡板进行送货，货到客户指定
地点后回收纸箱和卡板，由仓库进行回收和统计数
量 ;
增强对可再生材料的使用，提升再生材料使用比例 ;
2020 年实际占比：13.63%（未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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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BOCHK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Awards	2018	

	 -	 	
EcoChallenger	-	Environmental	Project	Form	

	 	
App.	No.	 	 2018-	214MC	

( application	number	must	be	stated)	

 

1	
You	are	suggested	to	complete	this	Environmental	Project	Form	in	Chinese.	

A. 	 Company	Information	 	

1. 	
Company	name	in	English 	
( must	be	the	same	as	

application	details)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2. 	
Company	name	in	Chinese 	
( must	be	the	same	as	

application	details)	 	

	

3. Address 	 Rm.	1701,	17/F.,	Billion	Plaza,	8	Cheung	Yue	St.,Cheung	Sha	Wan,	KLN.	
4. / 	

Factory/Branch	name	in	English 	
( must	be	the	same	as	

application	form)	 	

Dongguan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5. / 	
Factory/Branch	name	in	Chinese 	
( must	be	the	same	as	

application	form)	

	

6. / Premise	address 	 	
7. Nature	of	Business 	

( choose	one	only)	
	 Hong	Kong	base 	 China-funded	
	 Foreign	invested 	 	 	 Sino-foreign	invested	

8. 	
Scope	of	business 	

	

9. / 	
Principal	products/services 	

	

10. Major	market 	 Domestic	market 	 	 	
Export	market 	 	 	

11. No.	of	employees* 	
( 2017 12 31 as	of	31	December	

2017)	

HK 	 30	
Macao 	 	
Mainland 	 1350	

Total 	 	 1380	
12. Is	your	company	a	

SME	# 	
( 2017 12 31 as	of	31	December	

2017)	

	 	 Yes	
	 No	

assessor	will	further	confirm	during	on-site	assessment)	

* 	

*If	resource,	such	as	fund,	material	or	manpower,	from	mother	company	has	been	contributed	to	applicant’s	environmental	project,	number	of	employees	of	

mother	company	shall	also	be	counted.	 	 	
# 	

-	 / / 100 / 50 	

-	 500 250 	
#A	SME	under	the	definition	for	this	Awards	is:	

-	 	 Hong	Kong/Macao:	A	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100	persons	in	Hong	Kong/Macao;	or	a	non-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50	persons	in	Hong	Kong/Macao.	

-	The	Mainland:	A	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500	persons	in	the	Mainland;	or	a	non-manufacturing	business	which	employs	fewer	

than	250	persons	in	the	Mainland.	

	 	

供应商包装材料可回收重复利用比例

……目标………

2020 年计划：≥ 39%。

……方法………

针对供应商送货的包装材料，供应商需回收利
用，均由仓库进行整理，清点数量，在供应商
下次送货时由供应商运回重复利用。

……成果………

开展宣传环保，倡导回收 ;

节约能源，节省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减
轻垃圾填埋和焚烧的压力 ;

2020 年实际占比：4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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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所有用水全部为市政供自来水。

一、节能减排
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节能降耗，公司制定了能源、水电管理制度和节水节能绩效考核办法及

经济目标责任制等，并逐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应用，提高能源利用率。

我们通过使用太阳能热水器、继续推行能源管理中心系统十三五节能目标、路灯改为电阳能路灯、
楼梯灯由手动开关改为感应开关、对配电断路器升级改造，每年可节省约 1,871,605千瓦时耗电量。对
于办公室和会议室区域，我们采用自然光和开放式布局，有利太阳光照射，以减少照明用电。

2019 年--2020 年能源消耗 

年年度度  汽汽油油（（吨吨））  柴柴油油（（吨吨））  电电（（度度））  水水（（吨吨））  

2019 年 33.40 81.01 11,175,532 194,734 

2020 年 15.72 71.67 9,303,927 165,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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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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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2020 年能源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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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废弃物管理

新洲对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严格的管理与监控，在运作过程尽可能的预防，避免及减

少废料的产生，鼓励员工和客户使用 FSC-COC认证的纸制品，尽量减少对环境造成的影响。

我们根据「废弃物管理指引」，把废弃物分为 (i)有害废弃物；(ii)可回收废弃物；及 (iii)—般废弃物，
同时遵照「分类回收、集中保管、统一处理」 的原则进行废弃物处理。

我们的有害废弃物主要包括废溶剂、废容器罐、废矿物油、油墨渣、废涂料、废定 /显影剂、废灯管、
废空桶、一般抹布及手套、废胶水、感光废液、污泥及废活性炭。我们设有专门和贴有标签的容器以
收集有害废弃物，并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例如《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01)，妥善存放，
在取得审批后交予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转移处理。主要措施有：

1、要求供应商回收纸箱；

2、生产用剩油墨回收再使用；

3、油墨空桶回收；

4、废油墨桶与其他废弃桶分开；

5、纸生产流程优化；

6、提高纸的使用效率；

7、推广数码打样和文件发送；

8、使用环保、植物油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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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东 莞莞 新新 洲洲 印印 刷刷 有有 限限 公公 司司 
DONGGUAN NEW ISLAND PRINTING CO., LTD.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目目  录录 

  

第一章、总则…………………………………………….…….2 

第二章、危险废物污染防治的管理制度……………………..2 

第三章、危险废物管理全过程控制…………………………..2~4 

 

 

 

第第一一章章  总总则则 

1、为了防治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保障员工健康，促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2、本制度适用于本公司区域内危险废物的产生、收集、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活

动。 

3、 本公司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实行预防为主，全过程管理和污染者承担责任的原则。 

4、 积极推广清洁生产，避免或者减少危险废物的产生；鼓励对危险废物的合理利用；

实行对危险废物的无害化处置。 

5、 各部门应当加强对危险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工作，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危险废

物污染环境防治的监督管理工作。 

6、 环安部负责对废物集中设施监督管理。 

 

42



污水处理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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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99--22002200 年年废废弃弃物物处处理理（（吨吨））  

年年度度  污污水水处处理理及及排排放放  危危险险废废弃弃物物  非非危危险险废废弃弃物物  运运输输的的危危险险废废物物  

2019 1,686.5 38.8 19 34.59 

2020 1,195 66 1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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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22001188--22002200 年年可可回回收收废废弃弃物物处处理理（（吨吨））  

废废品品类类别别    年年度度（（重重量量单单位位：：吨吨））  

（（单单位位：：吨吨））    22001188 年年      22001199 年年      22002200 年年    

废纸 3,861.84 3,928.97 2,674.56 

废纸筒 81.75 80.07 60.01 

废锌板 21.1 12.19 10.24 

废胶布（废橡皮

布） 
3.04 1.52 2.06 

废铁 29.21 43.53 7.32 

废旧烫金料 9.19 8.3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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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高度重视危险废物环境管理工作，强化危险废物的全面安全管控，公司建立了专用化
学品仓库，制定了完善的危险品相关管理程序并严格执行，所有废料均由有资质的承包商处置，
通过签订处置合同，严格审查危废处置承包商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期限及具体经营范围，
经签订危险废物处置合同，对承包商的环保行为进行监督控制，有效管控危险废弃物存在的潜
在环境风险，尽可能的遏制各类环境违法行为，保障环境安全。2020年，新洲运输的危险废弃
物总量为 66吨，已全部妥善处理完毕，未对环境造成损害。

46



噪声方面，公司主要通过隔声房间、隔声墙、安装消声器等措施，对噪声源进行屏蔽、隔声、防震、
消声、减小声能的辐射和传播。

2、温室气体管理
新洲将温室气体管理作为企业运营活动的一部分，并采取有效的节能减排行动并通过建立能源

管理体系、开展节能项目、引入清洁能源等方式，降低自身碳足迹。

（范围 1：直接排放源，主要由固体燃料经窖、炉燃烧、天然气燃烧等排放的二氧化碳；范围 2：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生产企业外购的电力、热力和蒸汽而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3：部分供应商
温室气体排放统计。）

•建立持续改进的温室气体目标，定期进行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不断监测和改进温室气体管理绩效；

•在设计阶段全面导入绿色环保理念，改善产品的能效，降低产品在客户使用阶段的温室气体排放；

•制订绿色、安全的采购策略，并努力对供应商的温室气体管理施加影响；

•积极降低能资源消耗，持续推行清洁生产，降低企业内部的温室气体排放。

新洲温室气体政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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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2200 年年度度东东莞莞新新洲洲温温室室气气体体排排放放  

各各范范畴畴排排放放量量  

范范畴畴  
范范畴畴

1  
范范畴畴 2  

范范畴畴 3  
总总计计  

第第三三类类  第第四四类类  第第五五、、六六类类  总总计计  

排排放放量量  

(吨 CO2 当量/年)  
663366..44  77,,448822..2222  22,,446611..3377  12,410.04 经评估，暂不纳

入此次盘查工作 

14,871.41 22,990.03 

百百分分比比  22..7777%%  332.54% 1100..771% 553.98% 64.96% 110000%%  

各各种种类类排排放放量量  

  温温室室气气体体  

排排放放量量  
CCOO22  CCHH44  NN22OO  HHFFCCss  PPFFCCss  SSFF66  NNFF33  总总计计  

排排放放量量  

(吨 CO2 当量/年)  
22,579.94 8844..8811  33..7711  332211..5588    --  --    --  22,990.03 

百百分分比比  998.21% 00..3377%%  00..0022%%  11..4400%%  00..0000%%  00..0000%%  00..0000%%  1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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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改造
为推动高效低排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近年来，公司增加了节能项目改造的力度，一批节能项

目竣工并投入运行，主要有：印刷前自来水净化系统、LCD显示屏取代 CRT显示屏、发光二极
管取代 T8荧光灯、高效电机取代淘汰 55组旧电机等项目，经过东莞市管理中心一系列严格审查 , 
公司顺利通过审核并取得甲级认定等级。

在综合能源处理方面，公司升级改造了自来水净化系统、启动了空压机余热回收工程，被东
莞市重点用能单位“十三五”节能规划专家评审组评定为合格单位，节能效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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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1188 年年~~22002200 年年  用用水水推推移移表表((单单位位::吨吨))  

分分类类  22001188 年年  22001199 年年  22002200 年年  评评价价  

宿宿舍舍  46,455  46,831  25,455  
用水量 2019 年略微增加,于 2020 年大幅下

降 

厂厂区区  149,887  147,903  140,024  持续递减 

 

自来水净化系统项目实施前，印刷部每周更换一次水箱：6* 90L =540L；自 2019年安装过滤水
箱后，3个月更换一次，一年就可以节约 25.9吨水。 

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目标………

以 2019 年为基础，水循环利用率提升 20%；

所排放的废水 100% 符合当地标；
达到公司规定的排放标准。

……方法………

通过有效的水处理和重复利用；

在运营中循环利用水资源：

•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在排放前进行严格控制的
处理

• 积极拓展在废水处理与再利用方面的内外部合作
• 高度关注水资源利用率

……成果………

实现“零排放”试点厂的建立，成为行业绿色运营
的先行者和示范者。

22001188 年年~~22002200 年年  用用水水推推移移表表((单单位位::吨吨))  

分分类类  22001188 年年  22001199 年年  22002200 年年  评评价价  

宿宿舍舍  46,455  46,831  25,455  
用水量 2019 年略微增加,于 2020 年大幅下

降 

厂厂区区  149,887  147,903  140,024  持续递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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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将处理后达到中水标准的循环水用于企业自身的冷却、环境清洁、绿化等工作，或
供应给有类似需求的外部单位，安全高效利用，既减少了排污量，又减少了对一次净水资源的
消耗，实现了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企业名称 东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JNGH305-02 镇街 大岭山镇

行业及代码 其他纸制品制造（C2239) 1550.1 tce

项目 得分 备注

1.企业基本情况 15

2.主要用能设备 12

3.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8

4.“十二五”能耗指标 13.3

5.“十三五”节能潜力 18.7 否决项（低于17分否决）

6“十三五”节能措施重点项目 18.7 否决项（低于17分否决）

85.7

合格

综合能源消费量

评审情况

综合评价 合格

东莞市重点用能单位“十三五”节能规划专家评审意见

评审意见

专家1：专家2:1符合要求。专家3：符合

专家1：专家2:1符合要求。专家3：符合

专家1：专家2:1符合要求。专家3：符合

专家1：符合专家2:1.从表格数据看2015年产量到2010年之间的
产量相差比例来看，

为什么单耗比例相差较大，应认真分析。专家3：对产品应有分
类说明

专家1：分析可行。专家2:1.单耗下降率低于目标要求。
专家3：分析基本可行。

专家1：空调项目的实施时间放在2020年，节能潜力
体现不出来。专家2:1同表5.空调设备机组改造安排时间不合

理。

总得分

评审等级

51







三、绿色园区
公司注重厂区绿化，工厂绿化面积不断提升，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同时，公司严格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注重保护周边的生态社区，所有新项目不仅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和论证外，
还定期检查周边水质和土壤以监测避免污染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

（厂区环境）

排污许可证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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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绿色办公
为了提升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使员工身体力行成为环保实践者，公司大力倡导节能减排，在宣

传栏、办公室积极宣传节能减排，倡导文明、节约、绿色、低碳的生产和办公方式，改变不良消费模
式和生活习惯，杜绝浪费。并组织员工参与培训，使员工养成在日常生产生活中自觉节能的习惯，提
高环保意识，积极履行环保责任。2020年，公司员工 100%参加了环保培训。

垃圾分类回收

节能减排员工受训率       
……目标………

计划 2020 年员工受训率提升至 90% 以上。

……方法………

由工程技术部主导，人事部协调，组织公司全员参
与节能减排意识培训。

……成果………

确保每一位员工了解节能减排的理念，从我做起，
从身边的事做起，提高了环保意识；
2020 年员工受训率达成：98.4%；
人人参与节能减排，不断提高员工意识、公司节能
降耗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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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生产嘉许奖节约能源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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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在所有运营领域开展绿色办公，减
少油、电、纸张使用，对可回收的办公用品，
如办公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型号的打印机废旧墨
盒、硒鼓，指定相关公司进行回收；增加电话
会议、视频会议次数，办公区尽量做到人走灯
灭，空调温度设置适中；采购具备节能、安全、
低污染、低辐射、有利于分解和回收、符合人
体工学等多种条件的产品和技术，实现数据中
心和办公室硬件的高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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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新洲成立 50周年，我们开发“绿色环保”系列，我们的理念是改进现有设计，
通过减少使用必要的材料，如使用更少胶水，智能涂胶及简易包装，使产品更加环保。在设
计过程中，我们鼓励减少使用塑胶辅件，努力成本节省，使用再循环材料。2020年共回收废
纸 2,674.56吨，其他可回收废品 113.87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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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绿色包装
新洲在包装材料的选择、制造、使用和废弃等各个环节都严格遵守环保要求，使用对生态环境

和人类健康无害，能重复使用、可再生的、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包装。尽量按照国际绿色包装原则，
对生产过程中的流通包装采用可重复利用的卡板、周转箱或铁包装，通过反复周转、材料循环回收
再利用和可降解等绿色包装措施，减少一次性纸箱等物资消耗。

•	 传播环保理念
我们高度关注对包装物的有效回收和再利用，我们通过对垃圾填埋场的包装废弃物进行研究来关注和了

解有效回收领域的发展趋势。

3、绿色运输
绿色运输不仅可以降低运营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能源消耗和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是公司绿色发展

战略的重要一环。我们在生产和运输的过程中积极减少碳排放，优化运输方式，尽量使用清洁能源车辆运输；
合理选择运输路线，克服迂回运输和重复运输，以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绿色运输
……目标………

2020 年，减少和降低运输能耗拼柜的数量在 2019
年基础上提升 30%。

……方法………

开发新的回收材料及寻找新的更新材料用于包装。

……成果………

为回收材料创造新用途；
2020 年拼柜的数量在 2019 年基础上提升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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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洲规定招聘、晋升、薪酬等方面不应有种族、性别、国籍、年 龄、怀孕或残疾等方面的歧视；
新洲明确禁止使用强迫、抵债或契约劳工，并在企业招聘、用工和离职等重要环节上都做了详细且
合理的规定，从具体实践中杜绝了使用强迫劳工的现象。新洲在运营过程中从未发生过强迫劳工和
损害员工权益的情况。

新洲明确禁止使用童工。我们在员工招聘、用工等重要环节都制定了相关政策及完善的预防措施，
从而杜绝使用童工的现象。同时，我们将这一要求传递给供应商，并定期监督审核，确保其不使用童工。

新洲尊重员工依法享有的自由结社和集体谈判的权利，不反对员工在自愿及不违反当地法律的
基础上，参加当地合法注册的工会的合法活动。

此外，公司还通过员工关系部收集和了解员工的意见和建议，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员工还可
以通过意见箱、座谈会、员工代表大会等进行相关问题投诉。

第 四 章  可 持 续 的 用 工

员员工工总总数数  885555 人人  

女性员工占比 54.97% 

本地籍（东莞市户籍）员工占比 10.88% 

新增就业人数 196人 

女性高管占比 46.88% 

本地籍高管占比 21.88% 

本年度员工流失率 3.45% 

 

 

  

 

  

  

 

54.97%
女性员

工

45.03%
男性员

工

员员工工性性别别结结构构

女性员工占比

男性员工占比

20.70%
50岁以
上

12.28%
18-30岁

67.02%
30-50岁

员员工工年年龄龄结结构构

50岁以上
18-30岁
30-50岁

6.55%
大专及

以上学

历

93.45% 
高中及

以下

员员工工学学历历结结构构

大专及以上学历

高中及以下

46.88%
女性

53.12%
男性

管管理理层层中中男男女女性性别别结结构构

女性高管占比

男性高管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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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工权益
公司严格执行企业所在地有关劳动用工的法律、法规和制度，依法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员工合

同签订率达 100%；保障员工享受国家法定假期，包含年假、产假、病假、探亲假等带薪假期；按时缴

纳社会保险，员工保险覆盖率 100%，2020年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总额 444万元、覆盖率 100%；购买

商业保险 9万元，覆盖率 10%。

公司规范薪酬管理，实现基层员工收入合理增长。2020年员工薪酬支付总额为 5,709万元；职工

薪资调整幅度根据东莞市政府每年规定的最低标准执行，增幅在 15%左右。

员员工工薪薪酬酬情情况况（（单单位位：：元元））  

男员工平均月薪 女员工平均月薪 最高月薪 最高月薪/平均薪酬 

5,150 4,980 38,000 7.5 

（注：当地最低工资为 1,720元） 

 

61



1、公平就业
公司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据岗位素质要求招聘使用员工，不因性别、年龄、疾病、种族等差

异区别对待员工，努力为每一位员工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让普通的人变成优秀的人，让优秀的人变成
卓越的人，让每一位员工都可以在新洲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截止目前，新洲共雇佣了 8名残障人士。

ISO�45001 证书

2、职业健康
新洲对工作场所内产生或存在的职业性有害因素及其健康损害，及时进行识别、评估、预测和控制，

预防和保护劳动者免受职业性有害因素所致的健康影响和危险，促进和保障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的身心
健康和社会福利，并根据员工需求将员工尽量安排在适合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工作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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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培训

2020 年员工体检数据

职职业业体体检检  职职业业体体检检金金额额  健健康康证证体体检检  健健康康证证金金额额  

281 人 48,078 元 174 人 19,05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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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中涵盖安全健康议题
的比例

……目标………

员工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中涵盖安全健康议题
的比例 100%。

……方法………

由人事部组织，新进员工都与工会签订涵盖安全
健康议题的正式协议。

……成果………

确保每位员工的健康安全得到确实保障；

2020 年员工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中涵盖安全健
康议题的比例：100%。

3、民主管理
我们坚持和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切实保障员工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

通过工会、职代会、合理化建议等形式，让员工了解企业的发展、参与企业的管理。目前建立的主要沟通
渠道有意见箱、座谈会、员工代表大会等。公司在重大项目实施前，会提前一个月知会员工，员工可以向
直接主管提出意见和建议，也可以按照公司的开放政策，与更上一级的领导或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公司实
施集体协商制度，员工与工会签订的正式协议中涵盖安全健康议题的比例达 100%。

领导和员工一起用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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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职业发展

满足员工成长与发展需求是企业社会责任最为基础、也最为重要的一环。新洲采用“能者上”的
选人用人原则，以制度管人，以制度律人，畅通人才进出渠道，为员工铺设“管理晋升”和“技术晋升”
两条通道，科学设置人员管理。

新洲以“面向企业、适当超前、灵活多样、讲究实效”为原则，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培训活动，
经常性地组织员工进行技能培训、技能大比武，在公司内部营造学习的氛围，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 

2020年，员工技能培训 850人 /次，受训率达成：98.59%；接受绩效考核的员工人数占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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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接受技能培训率      
……目标………

计划 2020 年员工受训率提升至 95%。�

……方法………

由人事部组织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各部门协作，安
排员工统一进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采购以逐级进的方式进行年度教育训练。
……成果………

确保每一位员工具备自己工作领域相关的工作技
能，不断提升能力；
2020 年员工受训率达成：98.59%。

员工接受绩效考核率      
……目标………

计划 2020 年员工受训率提升至 98%。

……方法………

由人事部组织制定考核标准，各部门每个月对员工
实施考核。

……成果………

确保每一位员工通过绩效考核，了解自己工作的不
足和优点，不断改进不足，保持优点；
2020 年员绩效考核率达成：100%。

人才培养管理办法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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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安全
新洲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已构筑起一道牢固的安全网。公司坚持“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狠抓安全管理体系建设，强化安全技术管理及应急管理。近几年，
公司已从安全管理组织架构、专业人员配置、机制流程等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安全管理体系日臻完善，
2020年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1、强化安全管理
公司成立了以副总经理为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委员会，明确了各部门、车间安全生产责任人。建

立安全管控机制，全面、系统地实施安全管理，充分发挥安全管理体系的作用，确保安全管理效果 ,形成
了“人人重安全，人人管安全”的理念，保障员工在生产中的安全和健康。

安全生产委员组织架构图

邱星明

副总经理

王福平

行政部经理

贾旺平

安全主任

王宗格

危废处理

秦锦明

印刷部经理

何涛
切纸组

李志

加工部经理

陈满伍
打边组

刘俊

维修部经理

黎柳娟

手工部经理

赵要连
手工艺（B）组

何国超
物流部经理

李长会

员工代表

许文海

管理代表

曾娟

高级技术员

DONGGUAN	NEW	ISLAND	PRINTING	CO.，LTD.	
東莞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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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遵守国家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规定》、《特种设备管理条例》《危化品存储使用方法》对新入职、
换岗人员上岗前的安全操作培训，并考核达标后上岗。特种设备操作人员、化学品存储及使用管理，
必须持证上岗。公司所有的特种设备必须明确标示操作流程和注意事项及设备操作人检查情况表，
定期进行检查保养，各安全组负责对问题进行验证，安全委员会每月出具安全总结评估报告并向安
全主任汇报，确保安全生产顺利进行。2020年，发生轻伤工伤事故5人，共因工伤损失工时392小时；
患职业病 0人，未发生亡人事故；员工参与劳工和人权培训 90%。

员工健康与安全
……目标………

计 划 2020 年 工 伤� 事 故 率 ( 中 / 轻 度 ) 为�
≤ 0.15%；
计划 2020 年员工饮食安全事故 0 起；
计划 2020 年评估员工健康与安全风险场所占比
≥ 95%。

……方法………

制定年度职业健康安全员工意识培训；

采购信誉良好的食材、菜、米饭检测、留样保存；
对化学品 MSDS 进行管理和培训，并分发至相关
现场，方便随时取用。

……成果………

2020 年工伤�事故率 ( 中�轻度 ) 实际达成率为：�
≤ 0.05%；
2020 年员工饮食安全事故：0 起；
2020 年评估员工健康与安全风险场所占比：
100%。

2、完善安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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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条件

……目标………

计划 2020 年特种设备安检率：100%；

计划 2020 年正式集体协议的员工，占全体员工的
百分比≥ 90%。

……方法………

制定特种设备清单；

制定特种设备安检计划并按照计划安检；

人事部统计正式集体协议员工人数安排员工签订正
式集体协议。

……成果………

2020 年特种设备安检率：100%；

2020 年正式集体协议的员工，占全体员工的百分
比：100%。

社会对话

……目标………

计划2020年与员工对话（员工代表大会）：4次/年；

计划 2020 年员工工会代表占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1%。

……方法………

举办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选举出员工代表，员工代
表比例需占 1%以上；

定期与员工代表就薪酬待遇、劳工及人权、生活情
况等进行对话。

……成果………

2020 年与员工对话（员工代表大会）：4次 / 年；

2020 年员工工会代表占全体员工的百分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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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生涯管理与培训
……目标………

计划 2020 年接受技能培训员工占比：95%；

计划 2020 年定期的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占总员工的百分比（KPI)：98%。

……方法………

制定了员工职业发展及人才培养管理办法；

制定员工技能培训计划；

制定了 KPI 效考评管理办法对员工每月进行一次考核。

……成果………

2020 年接受技能培训员工占比实际达成率：98.59%；

2020 年定期的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占总员工的百分比（KPI) 实际达成率：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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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和人权

……目标………

计划 2020 年禁用童工、禁止强迫劳动与人口贩卖
员工培训占比：≥ 90%；

计划 2020 年倡导多元性、禁止歧视与骚扰员工培
训占比：≥ 90%；

计划 2020 年与供应商签订含劳工和人权条款的采
购合同百分比：≥ 90%。

……方法………

• 制定了《童工与未成年工管理程序》、《非强
迫�劳动管理程序》，防止潜在的儿童和 / 或强
迫劳动作业事件；

• 编制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运行风险评估表，用
来评估识别暴露于潜在的儿童和 / 或强迫劳动
作业事件；

• 每年进行社会责任内审，编制社会责任检查表，
将童工、强迫劳动等加入检查表，防止潜在的
儿童和 / 或强迫劳动作业；

• 规定了对童工或强迫劳动问题提供举报程序
和意见箱；

• 制定了包括童工、奴隶制和人口贩运的劳工
和人权年度培训计划，并按照计划对员工进
行培训，提高员工意识。

……成果………       

2020 年禁用童工、禁止强迫劳动与人口贩卖员
工培训占比实际达成率：≥ 92%；

2020 年倡导多元性、禁止歧视与骚扰员工培训
占比实际达成率：≥ 92%；����������

2020 年与供应商签订含劳工和人权条款的采购
合同百分比实际达成率：≥ 9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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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安全教育培训
依年度安全管理计划，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消防应急演练，给员工配备充足、必要的防

护用品，保证员工在安全的前提下作业。2020年参与安全培训 2,300人次，其中女性 1,500人次，
人均参与培训 30小时。

在职培训 消防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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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员工关爱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幸福感。将员工关爱融入自身企业文化——爱家，爱生活，

帮助员工缓解工作压力，增进人际交往，改善生活质量，营造和谐、快乐、充满正能量的工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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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特殊”员工的需求，竭诚为每一位员工
服务，呵护女性身心健康，保障并支持残障员工发
展，为不同情况的特殊员工提供关怀和帮助。

关注女性员工的需求和发展，不断改善女员
工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落实女员工孕产期、
哺乳期休假规定，2020年享受产假的员工有 14人，
享受陪产假的员工有 5人，产假后回到工作岗位
的有 14人，返岗后 12个月内仍在职的员工 14人。

此外，新洲积极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机会，尊重他们的权益，关心他们的生活，以无障碍、温馨的工
作环境，让残障员工实现快乐工作、乐观生活。

哺乳室

残疾人设施

生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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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益慈善
新洲是一家充满爱心的企业，我们常怀感恩之心，主动回馈社会。多年来，我们在东莞市各级

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赈灾、扶贫、助学等公益活动。为困难员工、贫病老人送温暖送关爱。
2017年 11月以来，在东莞各级政府和人力资源部门的精心组织安排下，新洲积极响应政府号召，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先后招收昭通市威信县贫困劳动力 251人；其中，年龄在 50岁以上的就业困
难人员近 200名，残疾人 30名。

2019年 7月 6日，新洲在威信县扎西体育广场举办了“东莞市大岭山镇对口帮扶威信县农村劳
动力转移就业暨大中专毕业生夏季招聘会”。

公益慈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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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与广东狮子会松山湖服务队联合举
行“老人居家安全服务项目”，对社区老人
进行探访、慰问。

2020 年，公司全体员工凝心聚力，打好

疫情防控阻击战，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为大

岭山外商协会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积极捐款，

公司抓好复工复产，促进社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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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机遇与挑战并存

70年来，我国印刷业经历了“铅与火”“光与电”的发展过程，正加快向绿色化、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方向
发展。不仅印刷企业开展了源头削减、过程控制、末端治理全过程防治，而且绿色设计理念不断得到运用，绿色包装、
环保包装也逐渐成为包装印刷企业实现差异化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绝佳机会。

过去几年，在经历原料上涨、环保政策等多种因素考验之后的，新洲积极配合地方政府，采取与时俱进的发展
策略，优化、升级生产线和生产设备，使自身在激烈的竞争中进一步壮大。

进入 2021年 ，公司将继续推进绿色发展，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工作，以更积极、负责任的姿态，发展低碳经济，
保护地球环境；坚持合作共赢，与各合作伙伴一起，贡献行业发展；开展关爱行动，多行公益，回报社会，促进社会
和谐。

坚持“质量第一，客户为先”的经营理念，关注行业最新技术动态，注重防伪包装材料和高端印刷技术的研发投入，
持续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质量；同时控制能源消耗成本和原料采购成本，坚持以“把公司建设成国内环保生态型
全产业链包装印刷行业的领导者”为发展目标，规范公司运作，努力成为国际一流的包装印刷综合专业供应商，以
持续、健康的发展回报客户、回报社会。

随着工业 4.0概念的推进，智能化将成为市场发展的蓝海。未来的“智能工厂”将不会只是制造统一的、无差
别化的产品，而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包装印刷设备和包装印刷工艺，生产亿万种定制化的产品。这些产品凭借芯片
或二维码，通过互联网、物联网配送到客户的智能生产线上。因此，纸制印刷包装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将决定企
业的前途和命运。

同时，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印刷技术向数字化方向快速发展，数字印刷技术在纸制印刷包装
中应用日趋活跃。新洲将紧跟趋势，以更短的周期和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全面的个性化、差异化服务，以争取更大的
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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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14

103-3  /  

标准 部分 体标准  

管理 法  

绩效指标 经济 页码 SDG 

201-1  10 SDG2、5、7、8、9 

201-2 

 

/ SDG13 

201-3 

程度 

  61

201-4 政府给予的财务补贴 

 

 7

201-5 不同性别的工资起薪水平与机构重要运

营地点当地的最低工资水平的比率 

/ SDG1、5、8 

201-6 

 

 机构在重要运营地点聘用的当地高层管

理人员所占比例

60 SDG8 

201-7 

 

 开展基础设施投资与支持性服务的情况

及其影响

49-53 SDG11、2、5、7、

9 

201-8 重要间接经济影响，包括影响的程度 /  

201-9 在重要运营地点，向当地供货商采购支

出的比例 

 31 SDG12 

202-1 按性别标准起薪水平工资与当地最低工

资之比  

/ SDG1,5,8 

202-2 从当地社区雇佣高管的比例  60 SDG8 

203-1 基础设施投资和支持性服务 / SDG11、2、5、7、

9 

203-2 重大间接影响 无 SDG1,10,17,2,3,8 

204-1 向当地供应商采购支出的比例  31 SDG12 

205-1   已进行腐败风险评估的运营点 16 SDG16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及培训  16 23 SDG16 

205-3 确认的腐败事件和采取的行动  16 SDG16 

206-1 涉及反竞争行为、反托拉斯和垄断措施

的法律诉讼的总数及其结果 

 18 SDG16 

绩效指标 环境 页码 SDG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体积 / SDG12、18 

301-2 采用经循环再造物料的百分比  37-38 SDG12、18 

301-3 按类别说明，回收售出产品及其包装物

料的百分比 

 38 / 

302-1 机构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40 SDG12、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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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2   53 SDG12、13、7、8 

302-3  / SDG12、13、7、8 

302-4   40 SDG12、13、7、8 

302-5   49-52 SDG12、13、7、8 

303-1   50 SDG6 

303-2  / SDG6 

303-3   50 SDG6 

304-1 

 

/ SDG14、15、6 

304-2  / SDG14、15 

304-3  / SDG14、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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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G14、15、6 

305-1   48 SDG12、13、14、

15 

305-2   48 SDG12、13、14、

15 

305-3   48 SDG12、13、14、

15 

305-4   47 SDG13、14、15 

305-5   47 SDG13、14、15 

305-6 的排放 / SDG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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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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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50 SDG12、14、3、6 

306-2 按类别及处理方法分类的废弃物总重量  44 SDG12、3、6 

306-3  SDG12、14、15、

  

306-4 按照《巴塞尔公约》附录I、II、III、

VIII的条款视为有害废弃物经运输、输

入、输出或处理的重量，以及运往境外

的废弃物中有害废弃物的百分比 

/ SDG12、3 

306-5 受机构污水及其他（地表）径流排放严

重影响的水体及相关栖息地的位置、面

积、保护状态及生物多样性价值 

/ SDG14、15、6 

307-1 违反环境法律法规被处重大罚款的金

额，以及所受非经济处罚的次数 

/ SDG16 

308-1 使用环境标准筛选的新供货商的比例   32-34

308-2 供应链对环境的重大实际和潜在负面影

响，以及采取的措施 

/  

绩效指标 雇佣 页码 SDG 

401-1 按年龄组别、性别及地区划分的新进员

工和员工流失总数及比率 

 / SDG5、8 

401-2 按重要运营地点划分，不提供给临时或

兼职员工，只提供给全职员工的福利 

/  

401-3 育儿假  61 SDG5、8 

402-1 有关重大运营变化的最短通知期，包括

指出该通知期是否在集体协议中具体说

明 

 / SDG8 

403-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62 SDG3、8 

403-2 危害识别、风险评估和事件调查   68

403-3 职业健康服务  67 SDG8 

404-1 按性别和员工类别划分，每名员工每年

接受培训的平均时数 

 66 SDG4、5、8 

404-2 员工技能提升方案  70 SDG8 

404-3 接受定期绩效及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百  70 SDG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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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指标 产品责任 页码 SDG 

416-1 对产品和服务类别的健康与安全影响的

评估 

  

416-2 涉及产品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影响的违

规事件 

无 SDG16 

417-1 对产品及服务信息与标识的要求 / SDG12 

417-2 涉及产品和服务信息与标识的违规事件 无 SDG16 

417-3 涉及市场营销的违规事件 无  

418-1 与侵犯客户隐私和遗失客户资料有关的

经证实的投诉 

无 SDG16 

419-1 违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法律和法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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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读者：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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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对本报告提出宝贵意见与建议：

――――――――――――――――――――――――――――――――――――――――――――

――――――――――――――――――――――――――――――――――――――――――――

您可以将反馈意见邮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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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您对报告的总体印象是：

□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2.您认为报告中所披露的社会责任信息质量：

□很高□较高□一般□较低□很低

联系人：许文海
地    址：东莞市大岭山科技工业园
邮    编：523816

3.您认为报告结构：

□很合理□较合理□一般□较差□很差

4.您认为报告版式设计和表现形式 :

□很好□较好□一般□较差□很差

部    门：QA部高级经理
电    话：0769-85625222-122

邮    箱：mhhui@newisland.com



自觉承担社会责任，有意识地使
公司的利益与社会发展的总体利益相一致。

本报告使用环保再生纸印刷

爱护我们的树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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