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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范围

本报告是浙江华友钻业股份有限公司发布的第四份企业社会轰任报告， 信息和数据主要涵盖72018年1月 1日至

2018年1 2月 3 1日期间公司各项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活动，基于报告的延续性和对比性， 部分数据相信息不局限于

20 18年。 此份报告的范围、方面边界与2018年5月份发布的第三份报告期间无重大变化。

编制原则

本报告参考全球报告倡议组织 (GRI) ((GRI标准》核心方案的要求并结合7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UN

SDGs) 进行编制，同时满足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主E任承担工作暨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寻 1>> 的通知》的相关要求。

内容选挥

报告内容在选取过程中，公司遵循 <<GR I标准》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原则、可持续发展背景原则、实质性原则、完

整性原则、平衡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准确性原则、时效性原则、清晰性原则和可靠性原则，从经济、社会、

环境三个方面进行陈述 ， 重点报告了公司在劳工实践和人权筐理、环境管理、商业道德管理、负责任供应链管

理‘产晶莹任和公益事业筐理等方面的责任承担。 本报告的数据相信息收集工作按 <<GRI标准》要求的流程和公

司现有工作济b程进行。为提高报告的公信力.公司委托必维国际检验集团进行第二万报告验证。

f旨1tì:兑阴湿版权

报告中浙江华友钻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 "华友钻业"或"华友"或 "公司"或"我们" 或"华友总部 衙

州华发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是华友奇色产业集团的母公司，简称"衙州华友"或"华友有色华友新能源(衙

州)高限公司是华友新能源产业集团的母公司.简称"华友新能源"或"新能源" 衙州华友资源再生科技有

限公司是"街州华友"的下属公司，简称"资源再生"浙江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 简称"华友循环"华

友刚果(金)子公司一刚果东方国际矿业简易股份有限公司是"华友资源产业集团"的主要公司之一 ， 在报告

中简称 "CDM" 华友刚果(金)子公司卡松jJ!i矿业简易股份苟限公司是"华友资源严业集团"的主要公司

之一.在报告中简称 "MIKAS" 。 本报告版权归华友钻业所高。

发布后式

报告发布周期为每年一次，以印刷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发布 。 网络版可在本公司网站查阅(网址 

www.huayou.com) 0 报告语言为中英文两种，在对两种文本的理解上发生歧义时， 请以中文文本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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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我们实现历史性黯越. 在百亿黯越的总目标下，贯彻调结梅、 拓市场、 去库存、 防风险的经营方针，实现营业收

入超百亿，黯入百亿企业集团行列，首次进入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

2018年，我们推进大格局发展. 在"三位一体"的转型之路和‘两新三化"的战略导向下，把握新特征、 实现新突破，掏

建公司发展大格局，华海-期、再生资源等项目建成搜严批战略性量大项目开工建设.

2018年，我们彰显华友特色. 票持 "根在中华、友遍天下"的华友信念，深化"三大感悟增强"三大自信拓宽

"三位一体"的转型之路 ， 多个合资顶目落地开工，以实际行动践行"合作共建、共赢来来"的发展理念.

2018茸，我们履行社会责任. 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思想，落实"安全环保大于天"的安环理念，安全生

严、 环境保伊取得新成绩. 锚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持续完善. 刚果(金)现代农业示范园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合作得到深化，

衙州锚新材料有限公司入选工信部发布的符合 《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富电池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 第-批企业各单。

2019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的 年. 我们要坚定战略导向、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在挑战中把握机遇、 在困难中寻求突

破，稳健经营、 稳步发展，加快推进公司转型开级. 在二次创业中，把华友的过去、 现在租来来连接在起。

要大力推进领先战略. 公司确定了"严白领先、 成本领先" 的竞争战略，这是高质量发展的害观要求，是以害户为中心、

为害户创造价值的必然要求. 我们要大力推进"产局领先、成本领先"竞争战略，骤焦主流市场、 主流窑户 ， 加大市场引领、

加强研发支撑、 增强制造能力，提高公司的产昂竞争力和成本竞争力。

要育实公司发展基础. 基础不牢， 地动山摆. 我们要接照"标准化、 精细化、 管理优化"的筐理思想，加强基层、 基础、

基本功建设;按照"统-思想、 统→旨挥、 统-行动" 的组织原则，加强公司组织建设，按照"三位一体" 的顶目体系，打造

发展新优势。 强身健体、强墓固本，穷实公司持续发展的基础。

要全面履行社会责任。 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是现代企业的应有之义。 我们要坚决贯彻"绿水青山"的发展思想，坚决藩实

"大于天"的安环理念， 建好非洲现代农业示范园 ， lL实推进锚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建设，掏建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网络， 打

造商质量的严业生态，更好更全面地履行社会责任.

因为坚持才有希望，因为担当才高成长， 因为挑战才更强大。 无论形踏如何变化，我的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我仰所从事

的是我仍真心喜欢的事业、 真心热爱的事业、 真心追求的事业，我们把这种事业视作责任、 视作使命.

曹长(签名):AAl
2019军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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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友介绍

华友钻业成立于2002年，总部位于浙江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 . 2015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603799. 是一家专注于锺电新能源材料制造、 f古新材料深加工以及错、铜奇色金属果、造、;白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主要产

晶为理电E极材料前驱体、锚的化学昂以及锢镶金属.

华友锚业经过十几牢的发展积淀，完成7总部在榈乡、资源保障在非洲、制造基地在衙州.市场在全球的空间布局.形

成了自萄矿产资源为保障，钻新辅料为核心，铜、镶产品为辅助，集果、 选、 i昌、新材料深加工于一体的纵向一体化产业结

构.

公司秉持持续价值创造，铸就事业直直想，必须从窑户理念出发，贯彻产晶研发、质量、安环、投资、发展的经营理念，

不断实现成艇、不断赢得认可，蕾为成就华友的事业理想奋斗不止的经营理念"一切为了窑户、一切源于客户"的窑户理

念快人-步是领先，过7黄梅不种田"的产品研发理念严昂即人昂"的质量理念安全环保大于美"的安环理

念不曾在哪里投资，都要为当地经济社会做贡献"的投资理念创新、协调、开放、绿色、共享"的发展理念。



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2018军厦业务回顾

2000 25 12 

1500 20 9 

1000 15 6 

500 ，。 3 

o 
2016 2017 2018 

o 
2016 2017 2018 

o 
2016 2017 2018 

跑资产 (π元} 钻严昂{盹盘噩噩} 三元{盹草棚量}

1600 1000 60 

1200 750 45 

800 500 30 

400 250 15 

o 
2016 2017 2018 

o 
2016 2017 2018 

o 
2016 2017 2018 

营业收λ( 万元) 营业植血>!I(万元} 纳税总额{万元}

40 38,022 4 80 

35 3 60 

20 2 40 

，。 20 

o 
2016 2刷7 2刷8

。
2016 2017 2018 

o 
2016 2017 2刷8

研:!!置出(万元} 政府奖励与挟持置盘{万元) E工黯副总额(万元}

05/06 



华友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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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圈
2017年浙，工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30强 浙，工吉境少问E资企业协会 2018年1月

2017年度科技进步一等奖 桐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军3月

2017年度"十佳"科技进步企业 桐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3月

2017年度十大突出贡献工业企业 中共桐乡市委，伺乡市人民政府 2018军3月

2017年度人才工作先进单位 中共桐乡市蚕办公室;桐乡市人民政府办仕室 2日 18军3月

2017茸度十佳企业 恫*'经济开嚣区(离桥街道} 2018年3月

2017年度纳税十强 桐乡经济开盎区(高桥街道} 2018军3月

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50日强2018第425位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古会 2018年8月

浙江省成'"性最快百强企业 由江省企业醋古垂; J百江省企业ii<协会，面;工昔工业i2l1f酣古垂 2018茸9月

浙，工省司引出量业百强企业 自古汪古企业联古垂 l 洒汪省企业家th舍; illíIT省工业且，'*联合会 2018每9月

2018军浙江本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30强 浙江省境夕限资企业协会 2018年10月

2017年度嘉兴市上市公司十大优秀企业 中共嘉兴市叠， 嘉提市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

2017年度嘉兴市国际投资合作+大优秀单位 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 2018年10月

2017年度金牛最具投资价值奖(金牛奖) 中国证券报主办 2018军11月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企业文化四十标杆单位 中国企业立化研究会 2018年11月

第三届浙江省工业大奖金奖 面江青工业经济暗含金; illíIT省企业睡古舍，洒江省企业革协会 2018年

十大突出贡献工业企业 (2018年度) 中共榈乡市噩，桐乡市人民政府 2019年2月

重点人才工作i引克激励先进单位 (2018年度) 中共桐乡市主人才工作领导j、组办公室 2019军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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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改善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体系，践行"合作共建、 共赢来来"的思念，更加科学高效地推动

7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2018牢， 公司继2017军之后再次获得Ecovadis银牌认证， 公司在时隔十军后再次获得"金蜜蜂企

业"的荣蕾称号， 公司也成为了 "2018中国E5G美好5时旨鼓成分股入选企业"。

ecovadis 

ZHEJIANG HUAYOU COBALT CO LTD (GROUP) 
被授予

银牌

以示对其EcoVad isCSR (企业社会责任)评级的认可

- 20 19每 1 月 -

街制军 2020~1 1'l



量

2017金蜜蜂企业社会责任·中国榕
201 7 GoldenBee CSR China Honor Roll 

浙江华友钻业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Huayou Cobalt Company Limited 

金蜜蜂企业
GoldenBee Enterprise Award 

2018申国ESG莫肝50娼Ii应分艘

一入选企业-

浙江华夏钻业股份高限公司

「哽咽'
一←

圃.. s旦旦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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筐理体系
原则上， 体系的认证、日常管理均由严业集团完成， 由严业集团组织真内部的体系认证:质量.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为基

础管理体系 ， 必须导入;真他体系的导入与认证， 根据业务模式搜需实施。

体系的日常管理包擂曰常审核、监督审核、管理评审和二万审核:曰常审核为滚动是管理， 年度内会针对每-个体系落实单

位进行不少于一次的体系运行检查;监督审核为三方对体系认证单位的监督性审核，军度-次 ， 以体系认证通过为标准;管理评

审的工作-年-次， 基本结合在公司年度的经营计划会议中落实， 通过工作总结和计划， 梳理年度体系目标的实现程度相改造计

划;二万审核为害户对我方的审核. 通过以上多途径、多维度的审核，确保体系的正常运行， 确保管理要求不断提升，管理优化

持续开展

体系认证工作:

总部认证体军.知识严权雷理体罩，安全标准化雷理体罩，两化融吉曹理体茧，阜越绩嫂; 2019年计划导认证浙江制造体歪.

萄色严业集团.已经认回509001. 15014001. 15045001 、 15050001能源雷理体罩.测量曹理体罩，已导λ未认诅5017025(实验室体罩);

2019'茸计划认证细识产权.两化融合、 IATF16949.

新能源严业集团，已经认证Ð509001、 15014001. 15045001. IATF16949; 2019年计划认证两化融合.

" 

体系运行成罐·

公司自 2010牢开始导入卓越绩效筐理模式. 经过不断的自我评价、撞开优化.

2017年申报了嘉兴市市长质量奖.

于2018年荣获 "2017牢度黯兴市市t<::质量奖"荣警称号。

a 
.~.""""'''.I 

电T 回

2018年公司积极晌应国家号召，为促进工业化信息化的有效整合，总部

集团牵头导入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并获得认证通过。 2019年有色产业集

团、新能源产业集团也开展了量化融合管理体系导入工作，进 步促进公司

在工业化信息化整合上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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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参与和实质性分析

公司在可持续发展建设的过程中，+分重视与利益相关方的亘动，重棚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不断满足利益相关方的期望

和需求。公司建立了各种渠道，如电话、邮件、国际年会、国际论坛、行业交流和拜访来加强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为7让

利益相关方更加全面和直接地参与公司的企业社会歪任建设，在编制2018军庭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过程中，公司制定了一份利
益相关方的问卷，通过对内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调查，收集到7110个利益相关方的答复，公司对这些答复进行了分析，并结合

公司内部领导和实际经营情况，对这些议题进行了排序，得出了本次报告的实质性议题，以及这些实质性议题的优先顺序.

需罐监毒品

望是

翩翩甜蜜野

领噩噩噩翻磁颈属葱葱赢蠢髓面应!J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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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万、关注议题及沟通万式 | 
f吾与毛曾~ 关注议甲 沟通方式 t 

ITJ 

Q回
股东和投资方

r~ 
员工

(虱
政府和监管机构

困
供应商和承包商

-
面

行业协会/倡议

n 
L-J 

社区

优质、安全的产晶、经济绩效持续提

升.员工发展与人仅保护、有效的污染

物排放控制、节能降耗、真奇吸引力的
薪酬福利、职业健康与安全、负责任的

供应链管理、合法合规经营、最高标准

的商业道德

经济绩效持续提升.有力的反腐倡廉行

动.负责任的供应链筐理、合法合规经

营.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优质、安全

的产目、

真高吸引力的薪酬福利、经济绩效持续

提升、职业健康与安全、合法合规经

营、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

有力的反腐倡廉行动、经济绩效持续提

丹、奇效的污染吻排放控制、节能降

耗、职业健康与安全、合法合规经营

合同/协议‘电子邮件.信件‘
电话、现场拜访.槐频会议、

审核.问卷调查、国际年会.

网络平台.行业交流‘国际论坛

国际年会、财务报告、股东大会、

电话.电子邮件

0.平台、电子邮件、公告栏、

年度总结、工作会议‘内部网络、

网络平台、问卷调查、合理化建议、

投诉渠道、申诉渠道

电话.电子邮件‘会议、文件.

钢察‘网络平台、培训

经济绩效持续提丹、负责任的供应链筐 供应商大会、国际军会、电话、
理.合法合规经营、量高标准的商业道 电子邮件.网络平台.合同/协议‘
德 审核

高力的反腐倡廉行动、合法合规经营、

负圭任的供应链管理、最高标准的商业
道德

有力的反腐倡廉行动、有效的污染物排

放控制、负责任的供应链管理、最高标

准的商业道德

持续的社区投资、节能降耗、负责任的

供应链管理

电话.文件、电子邮件、会议、

国际ì\l坛

电话.电子邮件.会议‘

行业交流、工作会议

电话、走访‘调查‘网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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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参与和实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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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性议题矩阵表

"9 
利
益
帽
芙
坷
的
芙
庄
厦 e e 

8 @ @ 
节能降'毛 经济绩娘持续蟹开

7 @ @ @ 
宵效的污综物摊撞撞剑 员工发属与人极保护 合法台细经营

6 @ @ @ 
职业健藏与安全 奥育吸引力曲臀翻福利 畜力的反鹰但酣击确

5 @ @ 

4 5 6 7 8 9 10 

罚华麓的影响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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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及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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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团队
随着华友钻业"两新三化"战略的不断深化.公司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丹. 团队也越来越多元化。公司坚持"平等、公

平.公正"的用人原则，为不同国籍.民族、性别、军龄、学历的人员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来自4个不同国家、不同肤色，

13个不同民族的6， 199名员工，在各自岗位上为华友的百军事业而奋斗。

公司尊重和维护国际人权法，严格遵守国家及当地法律法规 建立规范的用工制度，严禁雇佣童工、严禁使用债务(包

括债奴)、奴役、监狱或契约劳工 坚决抵制人口贩卖。持续完善、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保护员工

健康和安全，反对强迫劳动守反对职业歧视. 2018年，公司歧视个案数为0。

劳工与人权政策方面，公司发布了劳工实践与人权政策 并每年进行政策评审 持续改进优化相关政策，承诺尊重所高

员工的劳动权与人权，也要求我们的供应商尊重真所有员工的劳动权和人权。具体在自由择业与平等就业、合法用工、规范

管理与不得强迫劳动、工作时间、薪酬丰富利、沟通与申诉、自由结社与集体谈判等方面进行7明确声明。公司在各个运营所

在地成立了工会组织，工会组织代表员工与公司签订了集体台同。

管理文化多样化方面，公司针对海外公司不同的法规要求和社会文化特点.困地制宣制定了《本地员工褐利标准》、

《本地员工圣诞福利》及《目J方员工教育津贴》等管理制度和流程，切实保护海外员工的合法仅益。

2018军人力资源数据统计表
顶目 翻据

总人数(人) 6199 

男工人数(人) 5326 

女工人数{人) 873 

研发人员的占比 2.87% 

年龄机构分析。0)岁以下/30~岁 .39~岁/40~岁 -49岁/50岁以上) 1888/2272/1582/457 

中国企业少数民族个数 13 

J每件员工本土化率阴M万员工/非制区员工且人数) 77 .43% (1857/2398) 

覆盖国军数量 4 

中层R以上曹理层女性曹理λ员的比~w.人数 25/283 

不同学历的人员的人数(博士/硕士/本科/大专/高中R以下) 10/165/898/814/4312 

残疾人员的比例 0.02% 

外籍虽工的比例 29.99% 

新进员工人却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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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及人权

员工发展与美爱

公司致力于提供一个平等、公平、多元化的工作环境 人人在工作中j~得到公平对待 无论种族、年龄.性

别、宗教、信仰等因素，根据员工能力.给予公平的任职机会.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 注重人员的能力提升及职业发展 为员工提供职业培训和发展渠道，实现公司与员工的共

同成1.<':与发展。

20 1 8年.华友钻业人力资源以能力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基础管理建设、人才保供四大支撑为墓点以奋斗

吾为本"的任职资格与干部管理项目为核心，组织与资源得到7双重保障，为华友员工提供了畅通的职业发展通道

及丰富多彩的大舞台全面激发团队活力，提升能力素质，帮助员工快速适应岗位能力的不断变化，员工相企业携

手共进 为阜日实现"成为全球新能源徨电材料领导者"的美好愿累而奋斗。

华灰姑业管理学院作为优秀员工的培养墓地，实现了企业内部知识的沉淀、管理、传播和创新，使企业员工以

更低成本了解更多知识、更快地进行学习，同时培养出了一支优秀的内讪|师与导师队伍 快速促进企业向学习型企

业的转变，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据统计， 2018年华友培训资金投入188.2万元。培训课程种类丰富，涉及课程种类1 ， 770顷，以课堂教授、网络

学习、案例研讨、行动学习、拓展训练等形式开展各种类型的培训学习活动，以原有的学分制管理与线上线下培训

相结合，为培训11资源提供了强奋力的保障，践行了公司与员工的共罔成长、共同发展的育才理念。

2016-2018培训绩放魏据统计表

þ.~ ' .. 
员工培训课时(小时) 48,207 73,551 227 ,952 

E工培训投λ(万元) 269.4 199.6 188 .2 

培训谭程种类(项) 299 536 1,770 

接曼绩娘和职业发展考评的员工百分比(%) 100 100 100 

任职资帽体系、员工职业发展介绍
建立基于岗位和能力的任职资格体系，为备类员工设置7 "筐理+专业"双通道的职业发展路径， 鼓励人才内部流动。

并依托岗位标准，不断培养员工.



~ 任职资格体系建设

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匾画画2018草，公司建立7完踵的筐理族群以及17类专

业族群任职资格职业发照E道圈，完成了三大诚点族

群12个岗位共计58个岗位层组的任职资格相佳编制与

开发，制定了任职资格等级认证考核评价制度， 并完

成了三大族群侄职旋格等级的切始认证工作.
圄 任职菌格体系管理liIi目自动大会

‘地

圄整批版佳职资格标准汇编

建立完黯包一线阳技能λ1建标贯标晴态化运作机制，设置切-级、初二级、中-级、中二级、离-级、高二级、技师

级、技师二级、高级技师共9个妓青梅级，促进岗位技能人才稳步成长;以练促学，常态化推动技能比武，不断优化赛制，建立科

学的分级管理事l剧，营造赶学超的氛围，助力妇道工匠队伍. 2018年，华友育色严业集团和新能源产业集团持续开展-线南位技

能λ1建标贯肯在作，逐步完善7-线肉倒包任职资格体系盼筒口技能评价标准.

面 员工职业发展

建立完善的职务职称体系，鼓励员工通过内部学习与外翻R称评定的方式提到专业能力并

取得内自职称，并科学、有姻9培养、激园和选拨出-大批具有商超技术的专业技术带头人.

2018草，通过内部初中高级职称评定人员共计111人 . ;m迫技术职务评聘实现职位晋升到λ.

圄技术职务评聘到场菁酣

2018年，是华友全面实现百亿黯越的关键军、构建发展大格局的重要草、管理变革的奋迸lF.业务的快速扩蛐需一批认同

华发事业纲晴、业务谊硬的"自燃型"管理干部， 勇担重贵、高绩效履职. 2018军7月，集团竟聘选拔出了44位料级及以上筐理干

部， 并设定了为期半年的考镶期.

经过半年的考察辅导与培养.44位干由骂王华友事业平台上的岗位历练中路攘爬滚打， 实现了从技术能手向管理人才的转

型.

lB'f. (ll:ft!>I'iJ ) Iff. (1!t.J!i1'iJ ) 
u惊

。向

霓圃'理 弯'民圃冒理

职位量布 绩费支 回酶 过 串 任命公示

岗位置聘 王震
理 台

费任拙重-III 辅 着，
诺

制11 导 评
上肉圃'听 习" 持罐罐弊

•• 口0'且;，..-... ~þ:丘

将H
皿
理
实
践

理论

单础

4 ...... ~.;~"革斗 L-t，~司在1 斗 " 卜"且达1 非同Ü~•••• _ 

ES7T:电.砸了'

巳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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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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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平部竞聘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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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及人权

~ 学习卒台搭建

建设满足华友全员在线、移动学习需求的平台，增加了培训覆盖面、提升培训管理效率、充分发挥公司优秀的内部负酒、提

升培训l阪果.华&'学习平台中设有20多个课程提到、 2，0∞多门课程， 学员可根据自己的专业、岗位、职业规划、兴趣选择自己所
需课程，并且学员可随时随地自岱街宇学习. 使得学习灵i部也， 提71学员学习的职极性， 帮助员工快速提升自己岗位胜佳能力，切

实帮助华友更好更快地培养人才.

~ 大学生培养介绍

结合华夏特色的N盯，川大学生三年期五阶段培养模式， 采取军事训练、团队拓展、集中培训、生产现场实习、部门定岗实

习、 分享交流会、述职答辩等综合性培养方式，并为每鲁大学生配置部门导师，助撞大学生"在工作中学习，在岗位上成才" 从

而为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后备的音业骨干人刁和基层管理人才. 2018年， 华友培养2017眉大学生85各、 2018届大学生206各.

la AiiJ| 
国 2018届大学生军训l til: 2018届大学生专题培训会 . 国 2018届大学生主产观场实习

国 2018届大学生学习分事会 固业务入员商务演说能力提升 圈 E线经理旦工关系IJ始提升蜡训 国 新窗宦理干部海专身培训l
系列后训. (商务礼仪》

i7甘年1 l14 
图厨Z阳能大比武 国叉车拮曲大比武 国撞修孩能大比武



~ 海外员工职业发展

1)2018军庭培训情况介绍

2018年华友资源进一步建立健全培训内容和培训

体系，建立完善讲师队伍。采取现场培训11. 研讨交流、

案例分析、情节模拟等方式进行提升员工业务技能改

善并更新员工的知识搭帽。

2)任职资格体系、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学习平台介绍

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国非州区安全生产月活曲 国 CDM安砾管理撞开项目结训11

公司注重本土化建设工作，注重对刚果(金)当地员工的使用和培养，发f草本地筐理层和骨干员工在公司经营管理万面的作

用.结合韧卡人力资源特点， i仕步完善《本地员工技术岗位技能等级评定管理规定(试行))和 4本地员工岗位职等体系》制度R

体系建设，建立了符合当地法律的技能评定及岗位晋升制度，为员工的职业发展和岗位晋升提供通道 可以让员工更加专注于自

身来来的发展方向并为之努力.同时招聘中国留学生加入公司，这些举措i盖一步推注了公司管理本土化的进程.取得良好的经济

效益和社会娘应.

3)大学生培养

2018年共高19名应届大学生加入华友海W~司!根据集团人资制定的大学生培养计划结合海外的实际情况，通过指定导师

进行一对一的培训阳指导， ，盼小人资部及时跟踪大学生学习及成'"情况，并组织开始三个月试用期考核及定岗历练阶段的号核.

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用人部门和集团人力资源部.经过半年的试用期， 2018届大学生适应7从学生到社会人的转变， 较好的适

应了，勘阳工作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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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薪酬与福利

薪酬福利是吸引人才相留住人才的-个非帘重要的因素，也是员工

生活改善的重要保障。华友锚业坚持薪酬水平在国行业及本地区真高竞

争力， 让员工体面地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公司依据法律法规要求， 墓

层员工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 管理及技术人员实行标准工时工作

制，严格控制加班时数，保障员工休息权益;员工平日、节假日加班，

依法支付加班费， 周日加班给予调休.公司为员工提供"五险一金"社

会福利保障.设立合理的薪酬结构，薪酬结构舍岗位工资、绩效工资、

技能津贴、管理津贴、加班费、岗位津贴、夜班津贴、月度绩效奖金、

军度绩效工资及真他津补贴.既体现对员工劳动的合理固报， 也激励员

工不断提升职业能力，体现"高绩效、高收入，企业增败、员工增收"

的文化理念，引导员工通过奋斗与企业共同发展相成长。除提供法规规

定的福利之外，公司还提供备种特色福利， 如:提供员工大事慰问‘人

才公离、租房补贴金、人才津贴、商业医疗保险等福利制度.

2018年基层员工薪酬蹭怅率: 15% 

2018军度基层员工最低工资与当地最低工资比例: 157% 

申万员工五险-金覆盖率: 100% 

海外员工福利覆盖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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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薪酬幅利撞娘擞据统计表

「咀王 ' .. F…41.11;_ … 
基层员工薪酬增任事(%)

8 11.63 15 
(不包吉刚万员工)

同岗男女基本薪金比 1:1 1:1 1:1 

员工劳动古同签订率(% ) 100 100 100 

中方员工五险盘疆董事(%) 100 100 100 

刚万员工福利事盖率(%) 100 100 100 
」

..、， ，~ 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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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海外员工福祉

Z
用
豆

华友海外公司依据刚果(金)总统卡t~位签署的岗位工资调整法令及相关法律规走 在2018年7月

进行了工资调整工作，建立新的岗位岗级工资体系及任职资格考核标准， 2018年度刚万员工平均工资增

长幅度为11%. 在践行刚果金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员工的工资收入.

海外公司不断完善薪酬和蓓利管理体系 在基础士资之外，员工还享有年资奖励、月度绩效奖金、

暗地区调动奖励等现金奖励或补贴，其他福利包括圣诞福利、交通补贴.家庭补贴，住房补贴、子女教

育津贴.家属死亡津贴等。

公司为员工及员工家属提供免费的医疗救护，公司ìii奋医务室中方医生及护士3人 刚方医2人，护

士3人。 2018年满足刷万员工及家属17 ， 606入次就诊需求，冥中6，084人外派至公司签约医院就诊。

职业健康安全筐理
多年来， 公司坚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职业健康与安盒生产方针‘政策和文件精神， 积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职业健靡安

全管理模式，结合自身实际，全面建设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不断提高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水平.

2018年公司取得以下重要成果:

日

囚

导入国内知名EHS专业咨询机相上海宝曼企业营理咨询有限公

司，指导推进集团安环管理体制机制变革.安环风险识别与风险筐

控能力提升各项具体工作以实现集团安环管理三年战略规划打下

坚实的基础的目的。

坚决推动安全环保"一岗双贡"责任制在集团范围内予以贯彻执行。为各生产系统主要管理岗位重

新梳理完善了安全、环保、消防、职业卫室管理职责 进一步落实"一岗双责" 即在营具体业务的罔

时就必须负责本岗位相应的安全、环保、消防、职业卫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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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浙江省安全生产综合治理三年行动计划》、 《浙江省推广应用智慧用电技术的指导意

见>> ，组织对国内公司进行综合评估， 安装用电温度、漏电指数、电流负荷在线监测系统， m升公司
本质安全水平，达到全过程监测用电安全，实现电气系统自我发现消除隐患的目的。目前有色桐乡、

新能源衙州公司已经完成了留慧用电系统的安装工作。

逛一步完善非洲区域安全环保管理组织架构建设， 2018年初在非洲区成立了社会蚤任办公室、

CDM公司安全环保调度部. MIKAS公司安全环保调度部，配备中方专职安环管理人员6人，刚方安环管理

人员7人?并成立CDM公司及MIKAS公司EHS委员会，制定了各级委员会成员的职责，每月定期组织召开

委员会会议 部门负责人以及相关兼职安环员参加。成立了兼职安环员队伍， 包括中方37人 刚方3

人.确保了各项职业健康安全管理工作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导入国内知名EHS专业咨询机构上海宝昼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指导推进集团安环管理体制机制

变革、安环风险识别与风险筐控能力提升各项具体工作，以实现集团安环管理三年战略规划打下坚实的

基础的目的。

图 "安靡杯" E HS:回泯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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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及人权

圄.消防演练

员工薪酬宿利绩戴数据统计襄

甲半年'成量组据 国~公司 四川~即源 资陌生[t:.IIJ叫1I:Ii1iPE-
损工事故盎生次数(次/年) 13 18 o 3 l 

因公死亡人鼓(人/草) 。 。 o 。 。

职业病盎生次数(个/军) 。 。 o 。 。

室在度事故损失工时数据{损失小时/军) 440 10,538 o 1,074 264 

百万工时损工事故事 2.49 3,27 o 10,01 0,55 

百万工时损工严重事 91.17 1,914.84 o 3,582 .49 145 ,24 

安圭投入击盘忠额(万元/军) 780 1103 498 1,671 993 

受到政府安全罚款次数/盘额 o 。 o 。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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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每 ，.，...年d画画

安全投入资金且额(万元/年) 1167 3272 

安全事故盎生次数(次/年) 27 20 

职业病量生次数(个/年) 。 。

职业病岗位体幢擅董事(% ) 100% 100% 

由于2018年奇新的公司咸宜， 卉且部分鼓据为2018年才开始披露， 因此， 本对以上戴据与2016革和2017年的数据逝行对比， 仅提供

2016年和2017年的相关鼓提供参寺.



环镜

环t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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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公司致力于成为全球锺电新能源材料领导者，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效益相亘协调、锢亘促进.在项目建设及生产经营过

程中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备环保专项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环保法律法规的要求， 符合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的规定.

公司对环保管理统-领导、集中管理，备公司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并且建立由备部门领导.环保管理员、技术人员和

环保管理人员组成的环保管理体系， 设立EHS委员会， 负责领导、组织规划相协调公司备部门的环保筐理工作.

环保管理还设立专职机构和工作人员， 负贵公司内部环保工作监测、检查等管理任务。定期收集整理环境保护法律法

规、宣传及教育工作.建立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将环境保护、减少污染纳入计划，参与制定工厂环保发展规划，拟定环保工

作计划，参与编制相实施工厂环保管理方案或措施，参与编制、修改、演练预防工厂突发性污染事故的控制及工厂环境预案

的工作，配合监测部门对污染物进行监测.

公司建设育废水、废气、固废、噪声处理环保设施，各污染物经处理后达标排放，固废合舰处置.

巨型 奔洲公司

圄:撑水沟

回踵蝠蠕翩瞩蘸幡隘翩翻
瞌矗国iiJ>liI'~1'd -1itl.Êt~!i5届亚叫草草草翻旦国

咀草草草IJI! Ifro，seg础理，

圄:废水回收池

圄:五级沉滤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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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 华友总部

2018年，公司本着"安全环保大于天"的理念， 经

过严谨的万案比选手口实地考察，投资100余万元新建l套

VOCS治理废气处理装置， 采用"换热器冷却+二级碱洗

啧淋培+干式过滤器+微波光催化叫直高，舌化生物除臭"

工艺进行处理，极大的提高了vocs的治理能力，使华友

钻业的VOCSU~放量在原来基础上又降低7近1/3.

为了对公司垃圾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充分整合资源

价值、经济价值、环境价值，完善垃圾台类制度和加强对生

活垃圾的管理.体现华友为垃圾分类事业贡献了 份力量 ，

为保护环境事业承担起了应高社会责任和担当 2018年股

份公司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

咀 新能源

除盆系统改造

圄革间现场位极分类

2018:í:手上半年，设备部对衡州新能源车间除尘系统末端的水雾除尘装置进行

改造，增加了循环水槽、水槽搅拌机?并对啧水管道和内部喷头进行7改造?增
强了7.1<雾除尘的效果，提高了物料回收率，降低了污染物排放。

ftJ | 
圄 公司t主观给类库房

2018年下半年衙州新能源阳生产线的除尘系统管道在进入布袋除尘

器前增设了旋风除尘器，提高了物料回收率，降低了污染物的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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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 8年公司投资1100万元在萃取军间增设 套RTO装置，收集萃取的

VOC并迸行焚烧， 改善环境异睐。

环镜鼓据 非洲公司 有色衙州 街能源

外购电力消耗量 (KWH/年) 63 ,866.186 200,937,650 17,446.425 

外购藉，气，由辑量 (KJ/年) o 930,949,193,000 2,594,081,685 

天然气消耗量 {NM3/年) 。 3.624.630 。

矿石原料消辑量 (吨/年) 1,757,053 134,780 。

新鲜7l<;肖辑量 (吨/年) l.231,299 1,941,535 375,088 

水资源回用量 (吨/年) 1.101.346 1,041,848 。

化学曰泄露事故量生次数{ì，咒/军) 。 。 。

环保投入盘额(万元/军) 1,558 1.100 317 

污水处理达标排版率(% ) 100% 100% 100% 

废气排放达标排版军(% ) 100% 100% 10例也

置到政府环保罚款次数/盘额 。 。 。

噩噩再生(8-12月) 股份公司

4,703,545 23 ,582.100 

3,573 ,792 81,130,068.400 

9,128 662 ,700 

599 18,262 

23,955 593 ,983 

121,612 108 ,900 

。 。

1,002 1,050 

100% 100% 

10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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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韧治理绩妓翻据表

|儿
化学晶泄露事故E圭次鼓 (ìjU董事} 010 。10

污水处理达标排版事(%) 100/100 100/1 00 

废气排版这标排版事(%) 100/100 100/1 00 

资源能源i肖辑统计表

|J专JHLa」iJJKL l 
外购电力，肖耗量 (KWHI年) 2606 .8089万/1 2049万 2358万/16029万

外购蒸汽，肖耗量 (万吨/年) 3.8964/18.0 341 3.92/21.3 

天然气消耗量 (NM31年) 64 . 0907万1 426万 95.1万1459万

矿石原料消耗量 (万吨/年) 1.525/10.2074 1.623 /1 0.12 

资源综合利用数据统计襄

11--
水泊辑量 (万吨/军] 38.2750!llO.0426 41.48/1 60.2 

废弃物(钻铜冶炼废渣)综吉利用量 (万吨/年) 0.905988/6.778 0.39/859 

果用循环再利用的物料量 (吨j年) 61 100/1 00 

由于2018茸育新的公司成立， 并且部份戴据为2018年才开始披露， 因此， 不对以上鼓握与2016茸和2017茸的鼓捏造行对比， 仅提供

2016年相2017年的相关戴帽供#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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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



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4"乞: "''-. _r 

儿~ -
..1-(. 

41/42 



商业道德

华友锚业自创立以来， 一直票持着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 并以"诚信"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公司在营运过程

中，遵纪守法，公开承诺皮对任何形式的贪污腐败、挪用公款、敲诈勒索行为;避免一切形式的利益冲突;尊重知识产权，

保护客户信息;遵守市场规律，抵制虚假广告和不公平竞争;按照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要求进行f言患披露;设立高效的沟通

渠道为申诉相检举提供便利， 并为申诉者和检举者提供身份保护， 簇止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行为;尊重与公司有业务往来的

所有人士的隐私.公司也制定7 (商业道德行为规范) ， 力求所育员工都能恪守最高要求的商业道德，遵守国内外适用的法

律法规、克己奉公， 为百草华友的基业1*青贡献自己的力量.

因反腐败

人制度文化建设

公霄篝厦.'褪厦-和&商业贿赂的行为，在遵守运曹所在国京或地区所菁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徊关国际公约的
.. 匾节，锺合自身业务售点制定7(商业道德行为规范'、 《业务招待、礼画报销管理办法2 、 《礼局管理办法3 、
t属Z藏曼利，金及礼属篱理办法). {举报管理制度3 和《禁止与公司干部有亲属朋友或商业利益关系的单位避行商
偌舍伽躏娟窟'等，并通过:OA平台向全体员工公示以规范真行为，要求员工倒立诚值守纪的意识，落实到工作的各个

1- 黯赞..化合现变化和商业尴德建设.

B、设立监察部门

精I~帘l'l审计监察部为集团总部-级部门'.镰载属于集团总裁.负责集团内部审计的统筹管理.履行集团子公

岛，讲瓢蟹，温过'中参与监督.事后回澜审视的方式把好工程建设、财务活动和经济责任三个高风险关口，以实事
'愧，法盒害现的彤'民在拿球各子公司精英反周败、反商业贿赂实践.严厉惩处违规违纪行为，既纯洁7企业经营管
理糟队伍.又能及时发现篱理漏洞，葡效徨护企业的生存相发展.

C、防范利益冲突

民嗣国际桂舍蕾遍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庸败的噩噩根源，管理和防止利益冲突是有效预防廊败的关键策略.因

&.雄篱.~审计监禀部每每3月和9月对际公司制度《禁止与公司干部有亲属朋友或商业利益关系的单位选行商务合作
由蝇莓'对撞'合作伙伴渥行商业蜻黯调查，制度中规定所葡供应商帽签署《无亲属朋友或商业利益关系的承诺书》以
镰遭畏精业跚跚@相关要求.在2018年的两次审计中均来发现害公司干部直接或阐接.. 殴锢关供应商的情况，未发现不
禽锚供应黯;在9月选取的1啤供应商中，发现膏3霞来篷.(无亲属朋友或商业利益关系的承诺书) ，己要求补签.

D、提供举报途径

华友建立和完蕾了举报唰靡，指宽投诉攘温.鼓励知情举报违规行为.充分调动和发挥员工及利益相关者举报庸

峨鞠椅也篇j障问娼的飘踉悖用，于2018军11月16日通过OA平台面向所有员工正式公布《举报管理制度) ，通过宫网面
启用'树量盖帽关方掘供辙摄电话和电子邮箱.由审计监察部负责曼理、调查举报事件，集团总裁作出批准和揭示.
在带强管理制度' 瞩确规定置，所寄举报倩患严格保密，允许匿名举报，严惩泄密、阻扰调查及打击报复等行为，经被
量涌蝇质骥幢幢曹价值鳝予举报人徊应奖园，且非经举报入允许不得公开翼个人情况. 201碎共收到6起举报事件，翼

.，...娼为自戴事顶..健一人做朋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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擎报途径:

①举报信， 通信地址:浙江省桐乡市梧振东路18号浙江华友锚业股份高限公司审计监察部(负责人) ; 

②举报电话回 0573-88589103;

③电子邮箱 report@huayou .com;

④举报箱-每周开箱-次 (节假日除外) ， 开箱时间为每周一旱9时30分-1佣才30台.

举报管理流程:

审计监察部承办λ根据举报信息做好举报事项记录并登记 《信访举报登记表) ， 交审计监察部部门负责人复

核并签字， 再报公司总裁或董事长同意后指定专人负责调查，

承办人或调查组必须以保留方式开展调查且昕取被举报人申辩， 可提请相关部门进行协助， 取得充分的调宣

证据后形成审理报告(含处理意见) ; 

对收到的举报事项60天内给出处理意见并报总裁审批，对公司委托调查的举报事项30天内给出处理意见并报

总裁审批;

审计监察部依据审批结果依相关规定处理事顶，

承办人或调查组在举报处理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举报人;

承办人将处理完成后的所高举报材料归阳.

审计监察部同真他行政体系部门工作时间保持-致， 周-至周五.8:00-11 :1 5 ， 13 : 30-17:00 ， 每日6.75小时， 周
六8:00- 11: 15 ， 13:30-16: 30，6 .25个小时， 保证每周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国 专利保护
2018每公司全军申请专利28顶

新熠搜权专利15顶 {冥中发明专利4顷，实用新型专利11项)

累计苟安置专利这78顶 {冥中发明专利46:顷，实用新型专利32项)

e 
知识产枝特理体系认 if证阳

叫川州1恻问

.~‘... ....秘… 
"….....町. .呵....

2018年. 华友新能源科技{衙州)有限公司通过知阴严极管理体系认tiE .. lUiZJ程..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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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道德

为了让全体员工部了解公司的商业道德行为规范.公司为所有的新入职员工部安排了相关的培训.

为7让海内外主要的经营所在地的利益帽关方都能对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关议题进行申诉， 公司在宫网公布了申诉机制，

具体的申诉途径相相关事项如下:

社会责任筐理:

申圄

电话 0573-88589950

邮箱 CSR@huayou.com

地址:桐乡市梧振东路18嘻华友锚业(社会责任办公室)

周恩{盒)

电话: +243 841206837 
邮精 RSE@huayouωm

地址·上加丹加省卢本巴希市阿纳克斯区苦里西待省区利卡西路CDM (社会责任办公室)

锚供应键尽责笛理:

申固

电话: 0573-88589950 
邮箱 CSR@huayou.com 或 Brycelee@huayou .com

地址:桐乡市捂穰东路18号华友锚业(社会责任办公室)

刚果{金}

电话: +243 841206837 
邮箱 RSE@huayou .com

地址:上加丹加省卢本巴希市阿纳克斯区着里西持锚区利卡西路CDM (社会责任办公室)

函申诉机制
:一华友鼓励利益相关方认真负责地对公司的吐会责任管理尤真是供应链尽量管理提出恿见!1i:i建叹气 以帮助公司空芦圃

工作，同时也接受利益锢关方的申诉，并提供正当、畅通的渠道与妥善、公正的方式来处理串肿鲍公国理
规范有序地迸行............................................ ~~~… 

…、气"'"电I_a_胃圄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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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1;笃

申诉的表述育两种:电话方式和书面方式(包括EMAlL) .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电话、邮件或者写信的方式

向华友提出意见、建议或申诉.

二、申诉蜘隙

华友社会责任办公室是负责处理申诉的部门，由专人负责接收利益相关方提交的每个意见、建议或申诉， 并

在提交后两个工作日内确认收到.

三、申诉审童

1、可接受满足以下条件的申诉

与华友锚业的供应链尽责管理，包括任何己识到的冈脸相关，

指出尽责管理系统的缺陷、不-致或不足;

包括足够的客观证据以合理地支持提交申诉人员的指控;

违反《人权与劳工实践政策》和《环境、健康与安全政策》 的要求;

违反《商业道德行为规范》的要求;

本着诚信提交.

2、不接受符合以下条件的申诉

与华友锚业的供应链尽责管理不相关，

与华友锚业控制、影响或职责以外的问题相关，

缺少合理支持申诉的足够害观证据;

来本着诚信提交.

3、所高申诉， 必须真育事实依据和真实内窑， 不得以臆测及虚假的内窑作为申诉的依据，不得恶意攻击及

诽谤.

四、 申诉处理

如果申诉不符合第1点的条件， 华友钻业将通知提交本申诉方该决定，包括华友拒绝申诉的理由.如高必

要，华友可以建议真将申#提交给其他方.

如果适用，华友将告知申诉人与该申诉育关的具体认证叶划的申诉机制.

申诉一旦被接受， 华友社会责任办公室将组织相关部门对申诉的所育要素进行调童，并在7个工作日内将调

查结果以及用于解决该申诉的确定纠正措施(如有)告知申诉万(通知结果的方式遵循保密性政策).

华友锚业采取以下行动之一来处理每个申诉:

接受申诉，需要采取纠正擂施

接受申诉，无需采取纠正措施

驳回申诉

公布处理结果或告知申诉方

主、惰'保密

申诉信息接收后，由社会责任办公室专人负责信息的保存，信息审核的传递，信息的处理和皮馈.未经社主

任办公室负责人同意，禁止向办公室以外人员透露， 如菁违反， 按照公司奖惩条例处罚.

六.申诉啻保萨

受理人员对申诉信息严格保密.申诉材料应作为和屈级资料严格管理，未经公司主要领导或合营领导批准，

任何人不得调阅.严禁将申诉材料转到被申诉方手中， 严禁打击报复举报人， 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极益，对严重泄

密、导致举报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 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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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衷的质量理念."严晶即λ画

华袤的严画研发理念"快λ-步噩领先，过7黄梅不神田

华萃的富户理念. "-切为7富户切源于富户

作为帽电黯能源柑鹊供应的龙头企业，~司始绪高度美洼严a的踊脯，严指徨制限制使用的栩酶，细大研发技术突霞，政蕾工艺

流程，揭开研发λ员的研发能力，以富户满庸作为自怪，待摄自害户和i自费啻攥俱佳能可组.安全环保的声昌.

户满意酣戳 ' 

研发成果帽关内窑

. 1，短程收锺攘术:

2017年-84.02 

2018年-82.28 

目前，国内电池料均采用在锚镶撞回收完成后液中回收惶，该工艺流程候， 徨回收率较低，只有不到85% 另外，电油料如

不经过培烧，直接进入后续萃取系统，真中的有机物会对系统造成影响;出于解决前述问题，特开发本"短程收徨技术即
将三元电池料黯烧后，采用水漫收哩，对理集中进行回收，哩的收率可达到qlX蚁上，缩短了工艺流程，另外，市场上大多数厂

家采用磷酸钢沉埋进行哩的回收，严出了大量的磷酸哩中间晶，磷酸埋因性能稳定，转制备成碳酸捏难度较高，所以市场售价

较低，针对这种情况，特开发了从磷酸程中回收哩的技术，为理资源开拓出更广大的原料来源和更具育钮窑性的工艺体系;该
技术巴申请7-项发明专利(-种从磷酸铁理中回收键的方圭) • 

. 2、萃铜翻滚ss净化技术:
溶剂萃取因具有无污染、低能耗和男操作等优点而成为~Hi法冶炼铜的重要组成部份，然而在大多敬湿法冶炼厂中，往往会受

到萃铜前液中高55影响.白的存在成为行业中难处理的难题，公司开创7全新萃铜前液除55净化工艺， 降低萃铜前液55含量， 提

高铜萃取剂使用率;实现铜萃取连续作业，提升铜萃取车间严能和员工操作管理;该项技术已申请了一项发明专利 《一种从钻

镶行业漫出液中脱除55的方法) • 

. 3、处理禽镰黯噩盒属靡7.1<的电氧化技术:
现奇的处理冶金工业废水的方法存在处理戚本高、苟价金属回收不彻底的弊端，且奇的可能带来=次污染;利用电氧化技术

操作简便、成本低，能高效回收高价金属，提高回收料中的钻镶含量;为后续废水的处理提供了-种全新的处理方式;该项技
术已申报了-项发明专利(-种从工业废水中回收有价金属并脱除氨氮、降COD的方法) • 

. 4、萃取系统三徊栩减噩镶术:
采用原高酸皮萃过程，应萃液颗拉多，透先度低， 严宝三锢渲多，三锢，直清理困难，处理费用高，有机粗损失大.公司开发

了-种"低酸·分段"反萃技术，不降低反萃液中锚浓度和增加酸总量的情况下，降低酸浓度，优化反萃条件，三徊渣能降低

50%以上， 解决了萃取过程三锢渣严出多、萃取剂损失大的问题，同时提高钻的回收率，该琐技术申报发明专利(-'种从结镇湿

法冶炼萃取体系中降三徊韧的方法) ， 该专利巳受理.

. 5，缺资源化接术:
为实现废物治理，资源、能源和环境的和谐发展， j寄自合金-段漫出液中Fe2+作为制备磷酸铁的原料，实现铁资源化利

用.既除铁效率， 又降低除铁成本，减少铁渣生成，同时实现了从废渣到严晶的转换，减少固废严生，减轻公司的环保压力;
该技术己申报-项发明专利(-种从钻镶行业合金漫出液中回收铁的方法) • 

. 6、 302A4四氧化三锚 (16-18μm) 工艺研究顶目:
采用擅制结局技术制备碱式碳酸铝钻纳米晶体，将纳米微届均匀分散在碳酸钻颗粒里，改善铝分布均匀性，解决了行业普遍

存在的由于颗粒表面析出组片状物而造成铝分布不均匀的难题.该项技术申请了-项发明专利(-种大粒径均匀掺锦四氧化三

锚的制备方法) ，该专利己受理.本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在(1!!:界奇色金属》期刊上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篇"提高掺铝四氧化三

锚均匀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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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302A (6-20) 四E化三锚 (16-18μm) 工艺研究顶目:

深入机理分析湿;圭合成阶段铝的成分相形态，以及形成片状物造成掺组分布不均匀的原因，通过控制合成条件，将锢在湿法
合成阶段以晶体形态合成，罔时控制晶体颗粒的尺寸以保证掺杂的均匀性.率先采用两段假烧工艺， 低温预分解技术实现掺铝
碳酸钻局部分解，形成微孔通道， 便于后续高温然解C02的及时释放防止开裂;二段高温搬烧，铝化合物和碳酸钻罔步分解， 二
段高温哥锅台解技术实现颗程表面iI1密化， 最终得到无开裂、摄实画度高、由内而外锚纱布均匀的惨锢四氧化三钻.

. 8. 302S非多个球体覆合态球形四氧化三铺研究顶目:

从合成单分融性晶种入手， 采用控制结局技术使新产生的微位沿着自种修复生长， 解决了合成生挺过程中~个颗粗团囊生长导
致形貌较差的问题，并开发出两段耀烧工艺技术，所制备的大拉径球形四氧化三锚无开裂、无微粉、无多个球粒团聚体、 TD高，杂
质5含量低， 提升了现有3025产昂的目质， 解决了下游窑户使用多个球粒团聚体的大粒径四钻制备的钻酸理局体存在条纹， 在-定
次数充放电后条纹处存在开裂造成循环性能下降的隐患.经害户电化学性能测试， 故电比窑量达到190mAh 19以上， 50周循环性
能保持率达到98%以上， 满足A.4V钻酸理 (lCO) 的发展需求。

. 9. 600四氧化三锚 (2-6μm) 新严晶扩试顶目:
'曾规小颗粗四氧化三钻与大颗粒四氧化三钻搭配使用 ， 是制备.4.4V离电压钻酸埋材料重要的前驱体。公司率先来用7垣墓锚间

歇法合成技术， 制备握实高、均匀性好的程墓锚， 突破了行业溢流工艺颗粒大小不均匀的技术瓶颈， 满足7离端害户要求，严局通
过多家窑户认证.

. 10、 600A3四氧化三锚 (4-6μm) 新严晶研究顶目:

掺铝小颗粒四氧化三锚是针对下-代:4 .45V高电压型锚酸锺而开发的-款新严面， 公司以短基锚体系为基础进行掺锢， 率先采用
闽歇法合成技术， 开发出致密度高、大小均-、锢分布均匀的掺锢经甚锚， 产自性能通过下游窑户认证， 满足高端窑户的要求.该
顶技术申请了-项发明专利 (-种小粒径均匀掺铝球形四氧化三锚的制备方法) ， 专利己曼理.

. 11、氢氧化理默化法生产11.'锺研究顶目:
随着新能源的快速发展， 市场上对于理资源的需求呈爆发式增怅.理电行业上下游企业部开始积极避行理资源备战，储备更多

的碳酸锺生严技术，成为公司布局锤阪块至关重要的-步. 公司开发7氢氧化徨碳化法制备碳酸埋技术，率先采用了碳化热解工
艺、确立了最优终点pH控制值， 不仅解决了母液溶解氢氧化理不完全的问题， 同时还理开了产且收率和单釜产能、降低了产眉单
耗.该方法已经进行盹级量严， 制备的严局已得到害户的认可相使用.

. 12. 储能量惶离子电池周六粒径1811mNCM523三元翩躯体
项目以自制的超纯镇钻锺酸盐为主原料， 黯液为沉淀剂， 氨水为结合剂， 采用湿法均相共沉，直工艺. 设计过滤洗;在-体机、连

续干燥回转窑、精富过溜锦， 结合两段电磁除铁技术，合成大粒径NCM523三元前驱体.严届奥育握实密度离、杂质吉量低、形貌
规整等特点， 在原料纯度和工艺控制方面有创新.相关技术己申请发明专利2件、软件著作权登记2件.经专家鉴定该产昂处于国内
同类严届领先水平，于2018军9月30日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

. 13、动力量徨离子电池周三元前E体NCM523D型

项目采用优化镇钻撞三元素湿法其沉淀法， 结合-次粒子和=次颗粒控制结局技术. 通过对主含量组合比例、位径台布、金属
异物等精确控制，得到高性能、球形NCM523D型三元前驱体.在台咸、洗涤及抗氧化等工艺控制上有创新， 相关技术已申请发明专
利1项，经专家鉴定该产田处于国内同类产届领先水平.产晶具有结局度高、粒径分布窄.杂质含量低等特点， 受到高端害户的好
评， 实现对竞争对手的批量蕾代， 于2018年9月30日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

. 14、高性能理离子电池用三元前躯体NCM523E型

顶目采用自主开发的高纯度镶钻磕三元硫酸盐为主要原料 ， 通过控制投料比、氨值、 pH值、温度等工艺参数， 优化合成、洗
涤、干爆等工艺技术， 设计量产专用装备，制成镰锚笛三元氢氧化物，应用于离性能理离子电池领域o Flffi真萄-次片状二次球形
晶体结构，纯度离， 粒度分布集中等特点.相笑技术己申请发明专利2件，经专家鉴定处国内同类严届领先水平，于2018茸9月30日
登记为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

. 15、动力量三元嗣躯体 (NCM622) 重点商哥哥攘术严晶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全电动i气革 (E川、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草 (PHEV) ， 还是混合动力汽革 (HEV) ， 都是以

提升续航里程作为主要的发展方向， 而这对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要求越来越高. (汽车产业中长期发腰规划》 中要求， 到2020年，
动力电池单体比能量达到300Wh/k9以上， 而到2025年，动力电池系统比能量达到350Wh/kg 而以NCM1U珑;NCM523作为正极的单
体电池很难实现能量密度300Wh/阔的要求，高镇三元材料E逐步得到应用.提高工理电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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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晶质量筐理
华友锚业自由j立以来直秉持着最高标准的商业道德，并以"诚信"作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之公司在营运过程

中，遵纪守法，公开承诺反对任何形式的贪污腐败、挪用公款、敲诈鞠索行为;避免一切形式的利益冲突;尊重知识严权，

保妒害户信息;遵守市场规律，抵制虚假广告相不公平竞争;按照上市公司信息公开的要求进行信息披露;设立有效的沟通

渠道为申诉相检举提供便利， 并为申诉者和检举者提供身份保护，禁止任何形式的打击报复行为，尊重与公司高业务往来的

所盲人士的隐私。公司也制定7(商业道德行为规范) .力求所高员工都能恪守最高要求的商业道德， 遵守国内外适用的法

律法规、克己奉公，为百茸华友的基业长青贡献自己的力量.

[ 品

02 

供应商管理

04 
生产过程监控

2018董事，公司在精步推迦509001质量管理悻翠的基础上，华友新能源{衙州)有限公司租衙

州华友钻新材料有限公司持续推选以喜户需求.技术创新、晶牌建设为导向的质量方针，导人7汽

草行业质量曹理体罩(队TFl6949:2016) ，从进料.过程.rr晶每个环节都实施严格、革统、全面

的质量管理，扎实的开展茜项质量工作，对于影响严品质量的关键过程和关键耳节，实施重点监控

和检测，确保每-个环节都能得到有效的监控，持续提到质量管理悻革运行有效性.

201晖，华在新能源{畸州)再限公司和面州华直站新时料高限公司执行 《原辅料供应商质

量曹理办，圭} 依据来料对严晶晶质的Ij响理匮.使用单位的需求E上每匮的供货惰，因 蛐出供应

商军厘审核计划.对噩噩的供应商开展实施现场审骸.综吉评估给g~为14次和19次，从标准化曹

理、异，宿营理、噩噩曹理、过程监视和测量等多直面，综古评价供万质量保证能力 促使供应南逐

步建立7标准化的质量雷理机制造步推动供应商质量曹理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高效

的攫开了供应商严晶质量.

华E非制区建立了原料罪购E辅料供应商自贩 依露来料对严晶晶质的Ij响程匿E上每匮的供

货情况， 评估供应商的质量情况.以便置好的为公司攫供晶质堕好的原辅料.

华直新能源(衙州)曹限公司和衙州草草锚新材料啻限公司依据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物资

果购标准，执行 f取样规程》、 f原辅料/包装羁材验收规程). (不吉格局控制程序E 等曹理程

序.对每批次来料、栩资取样检测，接照果购标准开展验收工作，确保每-批串料都能得到膏娘监

控.

华直非洲区依据原料、辅料、包装材料等咽资采购标准，执行《本地采购曹理办法). (外来

原辅料梓晶曹理办法》、 4物资验收R入库曹理办法). (原料来胸部业捂曹理办法) (顾料曹理

岗位作业指导书》、 4原料验收Eλ库作业标准Hl.茜类原辅料检测标准E检测规程等曹理程序，

对每批找来料、物资取样检测，按照采购标准开展验收工作，确保每-批辈料都能得到奇效监控.

为保证产晶质量 i 华E新能原(相~IH )有限公司和商州华茧钻新材料有限公司围绕生产过程制

定茜岗位作业过程指导书、晶质控制计划、设备操作规程、检测作业指导书等 确保生产过程的关

键控制点符合规定的要求。生产过程中，世别采用晶质巡检员、工艺员、班组任和部门级、车间

级‘班组级三级监营机制.对吕工序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日例会‘月例会万式，且时对质

量数据造行封析 检讨和改进，确保预定质量目际的实现，华E非制匡围绕生产过程制定岗位作业

过程后导书、晶质控制工程圈、设备操作说明书、检测作业指导书等。确保生产过程的芙键控制点

符古规定的要求.生产过程中果用晶质巡检员、车间工艺员班组任三级监营机制 对茜工序的

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并通过日例会(阜调会) 月例会(月度检讨会)等万式且时对质量数据迢

行分析、检讨和改进，确保预定质量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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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直新能源(衙州)曹限公司和衙州华友锚新材料有限公司制定严格于行业标准的企业内控标

准，运用SAP系统进行出入库曹理，运用SPQ嘻质量工旦开展质量统计台析，识到严面的质量变异，

不断提高严品质量，确保每-批严晶能够按时搜质的交付到害户手里.

衙步H华友锚新材料有限公司制定《成面包装标准》、 4成昂首理岗位作业指导带2 、 4成昂取
样、自日j样操作规程)&茜费严晶技术标准，确保严昂入库面质，同时，通过规范检测，识别严昂的

质量变异，不断提高严晶质量.制定《避出口业务螺作流程曹理办法' 规范出货曹理，确保每

批严局能静完好的交付到害户手里. (资料:附件U

为了确保公司检测结果准确制定7 (化验室悻晶抽

查曹理办，圭 ) .定期对己检测的岳项检验/化验悻昂谊行

内部细检R送公司检测确保吕项原辅料、严晶检测结果

准确，制定7 (2惊地员工技能等级评定宦理办法》 。定期

对晶质检验人员的检测技能进行考核，不断提升晶质检验

人员的检测技能水平.

困化验员技能考核

华童非洲区生严的粗铜、电积锢等铜严晶，蚕托

AHK (第三章检测机构)对严晶质量进行第三万检测，
确保严眉目质.&时将检测结果反馈害户.

ij;; 
主 1î- ~j 

a二

针对喜户的RoHS/REACH的要求。公司对，步&Øj响严晶质量的辅料、包装材料，与相芙供应商签

订环境物质管理协议 并要求供应商提供所供物蛮的RoHS检测损告.公司生产的镶钻运氢氧化物、

四氧化三钻等产品 技《耳墙有害物质雷理好法》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环境物质的首控 罔时定期

歪托SGS等外部检验机构进行ROHS/REACH!卤素的检测!检测结果均睛合要求!井R时将幢测报告反

馈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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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昂责任

街州华友锚新柑料有限公司质量蕃雷行动
为进一步曹造衙州华友钻新材料高限公司质量文化氛围， 提升金员质量意识， 2018年开展华友有色第-届质量 "春雷行

动"本次活动包含 "QCC课题改善"活动、质量宿查PK费相质量知识培训与竟要三种形式.

通过开展质量系列知识培训，理强公司员工昂管基础知识， 再结合质量知识竞赛活动，验证培训效果的同时，加强公司

员工质量意识， 提升公司晶质雷控能力.

为直贯落实质量检查考核标准，提升质量体系管理人员的质量知识和实操水平， 于2018军6月组织开展"质量稽查PK

赛"参赛选手进行指定车间现场稽查.通过本次活动， 让更多员工清楚的认识、熟悉及运用质量栓查考核标准.

通过成立"吨QCαC小组

题'帮助公司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产晶质量、优化管理流程等萄很大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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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国标

@ 
可持续发展

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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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任供应链

华友锚业在高度关注自身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同时， 也极度关注供应链中利益相关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并通过制定 《供

应商行为准则》 要求供应商来遵守最墓革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针对高风险区域的铀矿供应链管理，公司还制定了 《关于负责任

全球锚应链的尽责管理政策) (第三版)和 《关于钻负责任采购的供应商标准》 来避行锚供应链的尽责管理， 并要求供应商配合

尽责管理工作， 也帮助供应商进行能力建设，同时， 公司发挥自己在行业龙头企业的影响力 ， 积极引导整个行业进行尽责管理工

作.

供应商的企业社会责任绩效， 已经被纳入到了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当中.针对供应键上的关键物资， 例如硫酸、盐酸、液融

等相关辅料相包装授等相关产屈， 公司进行了严格的筐控，不仅帽要广家提供质量保证协议， 还要求奠提供有效的MSDS或者

ROHS报告， 同时在采购标准制定时也会考虑到环境保妒、劳工实践和人权等相关元素. 公司在采购发放给员工的劳保严晶时， 撞

出了明确的资质要求， 对徊关严晶需要供应商奇特种劳保资质才可以供货，以确保员工的安全和严晶的有效. 公司也按照 《商业

道德行为规范》 来规范供应商的行为，并把商业道德捆笑的内窑写入合作协议当中，禁止与公司干部高亲属朋友或商业利益关系

的单位进行商务合作， 并针对主要的供应商按照企业社会责任劳工、健康与安全、环境和商业道德等方面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现

场审核， 2018年一共现场审核7家供应商.

为了让供应商更加了解公司的采购政策和需求， 公司采购管理部门通过公司的国际年会、 日常的邮件、 电话沟通，已经现场

拜访等方式与供应商进行南通o 2018年， 公司的国际军会， 采购中心共邀请25家单位， 实际参会24家， 拟邀请人数55人， 正式参
会人数52人.会议期间， 采购中心根据原定计划安排与6家核心供应南进行采购要求的沟通和商务洽谈.

公司极翼关注投资所在地的发展情况， 公司在物资采购和投资地进行了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支持投资所在地政府的选举行
为{如;买T恤、 彩旗、足球等)等. 涉及到危化昂的采购时， 国家对危化晶从业资质有严格的筐撞， 为此，公司对员工进行危化

画从业资格培训，并且公司采购的所高易市j爆、 易制毒产面都向公安机关报备.

画 负责任钻供应链建设

附…鹏
i田的可持续性也引起了全球利益f目关万的关注。 I

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包括非政府机构相知名媒体 对全球钻供应链中的叭恨冈险逝行了持续报导，冥中包括了刚果 • 

[金)前加丹加省钻手采矿开来过程中存在童工等人仅侵犯的问题.以及后续对钻大矿山公司在笠严运宫中存在的腐败、 • 

贿赂等可题.这些问题引起了全世界对锚供应链的关注

自llI!m军大赦国际组织发布《不惜卖命的囊相》该报告(在该报告中提及到在华友馅业的钻供应IID中手采矿环节中存 • 

在重工风险)以来，华友iliiI业就积阪探索解真韬供应链中存在风险的问题

华夏钻业在面对外界利益徊吴方质疑和施压的情况下清楚地分忻7滥成铅供应她童工的根本原因Eïßl穷[1...11_

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和j分愤的iI!fílII有效的全球行动中心. Center or E ectlve G oba Actlon 的报告《刚奥民主共 • 

相国钻供应链中的手工采矿‘笠计和童工》也证实了这一根本原因) .并且认识到锚孚采矿中的风险和以往冲突矿产供应 -

tl!l申的风险是有本质区别的

冲突矿严和锚手来矿的比较表

比较项目 冲突旷严 笛手罪町

性质 1百鄂西U告驾挺不同 剧中突寻陡的人权倒日 源于苗困导致的主ìi千口丁题被迫所为

量任主体 非t去直接团体 社区居民

动因 是由武装团体主观上为了获得用暗盘采取B甘甜 是社区居民为了生计被迫从事的活动

治理的目的 皇防止直j完甜可挺自中咦团体提供资盘 量为了能事高盟主持社医生计!南少手果矿开罪过程中的同陆

风险存在的形式 只要也拥ilJlX胎矿山耻找到了J!iá 风险类型属于静态存在 多为开放式、 自量式童工问题动态存在

治理的万，圭和措施 采用切町且应链的路结在提置 "堵"的办，圭t园蜻效 通目睹古行司在呈阳的吐E翻翻翻黯胞回果用"前"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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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蕾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不断发展，对理离子动力电池的需求是越来越大，而作为锺离子动力电池的-个重要构成材料的锚金

属，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洼，而锚的储量高将近-半位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即刚果{金) ) .因此， 离开刚果(金}新能直言，气草

行业的发展将受到很大的限制.

由界资源的台布情况 (2016军)

尸7% · 刚果(盘)

. 澳大利亚

· 古巴

· 赞比亚

. 菲律宾

. n日拿大

· 俄罗斯

华友锚业了解刚果(盒)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也深刻体会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疾苦，并且怀揣着"成为全球新能源埋电材

料领导者" 的愿景， 公司毅然决然地选择留在了刚果(金)手来矿中，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 进行手采矿的改善.

华友锚业在建设锚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主要通过参考7 (中国负责任矿严供应键尽责筐理指南) (简称.. (中

国指南) .. )和 《经济合作相发展组织关于来自曼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负责任矿石供应链的尽职调查指南) (简称 .. (OECD指

南) .. ) . 经过30多个月的坦诚、艰辛的全球范围的运作，华友钻业迅速弥补7认知上的短板，提高7供应键运营冈险的筐控能

力，并取得了不少里程碑式的成功.

2016年开始大力建设钻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 . 2017年华友钻业成为了全行业第-个完成锚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第三万审计的

公司，在全行业内建立并运行了第一个负责任供应链的尽责筐理体系.

2018年，华友钻业暇取上年钻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试运行的经验， 总结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结合利益相关方对供应链

尽责管理的要求， 在原萄钻供应链的尽责筐理体系文件及工具的基础上完善了体系内窑. 将锚供应键尽责管理体系导入了华友内

部管理制度，明确公司的原料采购流程及管理职能，完成了 《锚供应键尽责管理程序》、 《钻供应键尽责管理办法》 相 《原料采

购执行管理办法》 等制度的建立相发布.

华友锚业在建设锚供应槌尽责管理体系的过程中发现; 在传统采购愤式下， 大多数锚手采矿通过自由贸易市场避行交易，冶

炼厂的-级贸易商-般都是从自由贸易市场采购， 冶炼厂加工之后进行出口.在这种模式下，矿料在贸易市场进行混合， 无法追

溯供应链， 冈险完全不可撞.

因此，要规范刚果(金)的锚手采矿-定要对锚供应链进行合规化改进， 改变传统的供应链模式，规避锚自由贸易市场. 通

过源头控制冈险，再通过可追踪的管理体系将负责任的锚手采矿直接从矿山源头运输到冶炼厂.

在华友非洲区， 我们查看ASM模板矿山现场， 与供应商进行沟通， 根据钻供应链尽责管理的要求，结合非洲区的实际情况完
善尽责管理体系和模板矿山标准， 在刚果{金)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各利益相关方的配合下， 华友锚业与第三方机构成功的设

计和开发了负责任手采矿采购管理体系. 该体系的标准制定过程中， 多个下游企业也参与评审，并且肯定了该体系标准，目前，

该体系标准虽然还没有得到全行业的推广， 但是华友钻业在通过自己的实践证明该标准的道直性和可行性， 并将通过本身的努力

让全行业接受并采用该体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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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体系主要从三个方面规范钻手采矿供应链

.矿斜的来源明确，包括矿区的合法性、供应商的合媲健等;

二、矿料的凤隘撞制，主要是要求矿区在开来边疆申能够撞制备类凤险，包擂逼迫有戴途径篝止儿'造入手来矿工作区篱

从而消除童工风险，抨逐步对手来矿矿工的职业健靡与安全等凤险拥以控制尊;

三‘矿斜可追踪，主'指的是矿料从矿区开来-.到冶炼厂加工，都能追踪奠帽美锢...

华友锚业把规范后的手采矿源头矿山称作模饭矿山 (Model Mine) • 

2018年，公司完成了臼E洲区负责侄手采矿采购程序》、 《模板矿山标准》 、 《非洲区负责任手采矿采购管理办法》 和

《非洲区钻供应链尽责管理办法}等制度的建立相发布。相关的制度发布后，组织华友总部以及华夏非洲区的原料采购部、

资源再生部等相关部门查阅学习，在后续的工作中将尽责管理的要求传达给供应商并认真执行.

在不断完善自身尽责管理体系的同时， 华友不断与上下游企业沟通， 向行业组织学习，积极配合下游企业的尽责管理审

l十.

华友锚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一直强调不仅要重视供应链的管理， 重要重视投资国当地的国情相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要

i自标;由本.公司按照《中国指南》和 {OECD指南》五步法框架进行供应链尽责管理建设的时候发现，五步法并不能很好地解

决导致风险的根本原因"贫穷我仍认为不仅要梳理供应锺地固规避风险， 重要与利益相关方-起开展落地项目解决根本

原因 ， 因此， 华友锚业多次建议行业组织增加"社区平预"作为第六步， 即六步法， 并且华友锚业通过自巴的行动在踹行

"六步法通过项目实践， 华友锚业对经合组织的尽责管理国际指南也提出了改进建议在顶目推进中，增加的这第六步目

前已经得到经合组织的认可.

思贵笛理六步法框摞

-E重壁\1!脐眼目~!bJi理障重珊-

·阳聘团冒雪瞟砸瞿事理…-

噩噩噩噩盟， mif!lm ((/H1è I 

-E理罩莲辜百冒冒商军司m理累--

-~gi:!窒mtJltllril;;噩噩噩噩E

E 1u l&ilHT'f!!li (~!iQ) 

自项目建设起， 华友钻业就与当地的政府、社区、 NGO、合作社等利益相关方合作， 对当地社区避行干预 倡议并协助

当地政府组建了锚手采矿山联合巡检小组，由政府以及各利益相关方代表组成，对矿区的社区进行宣传与意识提升， 对所有

的手采矿区以及自由贸易市场等进行巡检;与国际NGO合作， 对宾在刚果(金)的矿区童工救助项目避行合作与资助，让被

救助的童工返回学校，在钻手采矿比较集中的地区(卡苏鲁区域)兴建7-所金新的校舍(在Kimbanguiste学校内) , 

2017牢夏天已经交付使用 ， 6间全新的被室，可以窑纳300多名学生，在刚果(金)兴建农业项目，通过联合两国的著名高

校，建立现代农业示范园区， 将中国的农业技术引遭到刚果(盒) ， 寻求适合当地生长的农业技术. 华友钻业的农业项目为

当地大学提供农业实践墓地， 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农业技术培训11. 在2016军4月 ， 华友钻业在刚果{金)的农业班目被联合

国粮农组织 (FAO) 列为中国援非的示范项目.

由于华友锚业/CDM在刚果(金)进行锚供应链尽责管理的工作成效显著，刚果(金)矿业部部长于2018军2月22日致函

CDM总经理， 对'CDM为改善手采铀矿供应键所做的努力轰示赞贸和感谢， 希望CDM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采取更多措施来社绝

供应链草工问题， 同时，鼓励CDM多与当地NGO以及政府合作，改善离开手采区的儿重的保护相监管问题，帮助翼重新融入

社会.并且， 矿业部妖承诺会揭力支持CDM的工作， 与'CDM-起努力， 建设负责任手采钻矿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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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日军4月，华夏钻业联合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沃尔沃，气草、lI!I化学.华友新能源、 CDM公司和 -

2虫立第三!jj窜计公司[.]h_êil对华灰锚业刚果(金)的旷业项目进行全方面的考察与审核。这是第 .

一次苟-个完整的供应链团队号察卉审计刚果(金)供应链情况.

'.{'H:j每6月，华友钻业与荷兰公平手机 rmmlj!l'lj'lJl以及昕诺飞 (Signify) 签订锚供应链社会.

责任合同，两家行业下游公司正式携手加入华友钻供应链尽责管理项目、通过更多的刚果(盒}手.

采矿示范项目以及社区生计项目来创建更为负重任和可持续的锚供应链。

鉴于童工风险的特殊性，华~~钻业从矿山源头进行监筐，并于2018军6月的开始蚕托外部机啕 -

1 .r-.sU4-íIi1;mm草行矿区的监管.公司于7月份通过宫网对~布了此次合作φ 此次合作将实现对矿.

区的实时监管、风险的及时报告和迅速减缓.

'.{'J(:j军7月.华友与~签订了审核协议书.对华灰集团供应链尽童管理体系进行了审.

计.

2018年9月，目。栗 l金)第三届矿业大会在刚果(金)料卢韦齐市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如 .

何在新的矿业洁芝下可恃续的发展矿业造画当地.华友受邀参会并发言 介绍华夏钻手采矿尽圭管.
理方面的行动与经验，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肯定与支持.

作为中国企业.华友钻业强烈地表达了公司负责任的态度并通过实践取得了非常好的结果φ .

我们的管理体系目前也作为行业标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

为了庭动整个行业的尽茧筐理向前发展.作为责任韬业倡议[1m]的副主席单位白华友钻业.

多次参加国际i\':ThI宣扬钻供应链尽董管理建设 并呼吁更多的行业参与者也加入到尽量管理建设.

的工作中来。

借此机会我们也在这里呼吁:所育的钻行业相关方能够严肃的对待供应链中的人仅风险.所.

育的钻行业相关方能共同行动起来开始尽责管理.尽旱1m到华夏钻业的行动中来.共同创建更为 .

持续健康的铅供应链，为刚果(金)的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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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友总部

公司的投资理念是"不管在哪里投资， 都要为当地经济丰吐土会懒贡献

持与理解'因此， 企业也应该感激卉回报当地丰社土区 为当地丰社土区做一些企业"力所能及"的公益事业‘让社区丰啊相斗咀口企业一同发展壮

大.

2018年，公司在中国的公益费用约为2，343， 199元， 在非，州的公益费用约为198， 958美元.

2018年是华友铅业实现"百亿自越"、顺利跻身民营企业制造业500强的真奇历史意义的 年。在企业做强做大的同时， 直

不忘对社会的关注和社会盖任的体现。 2018年，公司总部开展了-系列公益爱心，舌动，大大提高了企业影响刀和员工队伍在E聚

力.主要活动如下·

7睦邻友好、村社区结对帮扶
2018年2月 6日，春节前夕，在工会主席张剑虹的带领下.工会分别对市皮肤病医院十多佳疗休养人员和龙翔街道

敬老院的46位老人进行看望慰问 给他们送上新年礼包，祝愿他们]新年快乐、晚年幸福。同曰 慰问人员又前往安乐

村慰问7该村张金甫困难家庭，送上新春祝榻的慰问金和米 油等生活必需晶。

2美爱职工、四归属感
2月7日，公司工会对总部613困难职工进行帮扶慰问，给他们送上救助金和宦昂，鼓励他们安心工作，树立主活信

心勇气， 战胜暂时困难，争取阜日走出困境。

图集团g部行政部部妖陈小明为董新民i呈上5回回元救助金

3，心系恃国家庭，救人于以
马镇镇翔厚村董新凤家庭两人突发重大疾病，向公司领导发出医疗费用资

助信件公司领导十分重视指示工会和专人认真核实，开展救助，在公司工

会的具体落实下， 50000元定向捐助款送到他们]手中，帮助该家庭度过危难时

刻。



4"六扬战役"活动参与
3-10月，为迎接创卫工作的到来。积极响应上级党委和政府年度"六场战役"政

坚工作需要，在共建片区的统一协调部署下，公司党组织组织党员职工对公司路长责任

段区域进行持续巡检维护，共开展义务减垃圾活动3次，道路巡检近百次，参与人数达

200多人次，开展文明劝导四次，参与人数12人次 ， 5月份六月份还参与其建社区进行道

路集中整治2次。

5情睡高铁志愿者活动

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圃E

4E 

再|
5月4日，公司党总支、工会、团委组织党团员职工到桐乡高铁站开展义务服务，为过往服窑提供取票、免费茶水

提供.交通咨询等窗口服务，向旅客展示桐乡人民和桐乡企业热情好害、乐于助人的良好形象.

6义务献血活动 2018年11月 2日，公司组织8名青年职工前往经开区，进行义务献血活动.

Y二秋助学、剧毒门学子圄大学梦
8月23日，在恫乡市慈善总会发动桐昆、巨石.新凤呜等9家规上企业为本市76名困难学生发放慈善助学金，此项

活动华友已经待续参与了十余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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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传承孝道、美爱老人
11月 17日，为庆祝中秋、重阳双节的来l庙，总部工会分别看望慰问乌镇龙翔敬老院老人和与共建社区(百乐社区)开

展关爱老人、孝道传承活动，向敬老院吾人送上节日丰L晶和祝福。在百乐社区， 一起制作桂花甜点请社区老人晶尝，并上

门看望独居老人，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礼晶。

9关要退休职工
11月 16日，公司总部工会邀请华友退休职工开展联谊聚餐活动，公司领导与退休老华友人们举行欢快的会谈，询

l司大家退休后生活的情况，向大家详细介绍公司近阶段取得的发展成果，并送上活动纪念目。

10健康耻、丰富业余生活
为倡导"健康向上、热爱生活"的理念，华友总部在

2018年11月份，组建了"华友兄弟连足球队该队伍自组建

以来，已吸纳公司各阶层干部和职工业余队员近四十人，基本

坚持每周活动 次，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1 0人。该队伍的组建

喝疆凰F 曹雪 咀.

五告吃喝至均啦IUJ!t J"'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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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州华友
根据集团公益，活舌动要求， 2却01凹9年华友衙州公司结台衙州市政府"衙州有礼

业丰相口:文立化i活舌动'提高了区域影响力和员工队伍凝聚力。主要活动如下

圃.华E衙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陆照明为负困户造慰问目R慰问金

7睡邻友好，扶贫救困
衙州华友传承华及投资到哪里，就要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投

资哲学。把华灰皮苦思想和感恩文化传播到那里。衙州公司 直重视与当

地基层街道、周边农村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开展党组织亘动共建、文化交

流、每年吾节走ìñ、农村困难家庭帮扶等活动，为企业在当地树立良好的

企业形象.

2018年2月10日，春节前夕，衙州华友公司开展了为期两天的周边走

访和慰问工作.公司总经理助理陆熙明代表衙州严业墓地，走访周边八个

柑委会，送上节日阎健.慰问16户农村困难家庭，送上慰问属和新春视

2结对美怀，加深夜谊
华友衙州公司在"企校亘动、关心关爱"上结对助力下，公司与衙

州市大成小学、新星小学建立良好关系1 结对E助 每年开展青年联谊

活动，六节送文化用自到学校慰问.

2018年6月 1日上午，衙州公司总经理助理陆熙明一行来到街州大成

小学，但凝结衙州华友人爱心的捐资助学文体用自(篮球、排球.乒乓

球等)送给小朋友。

图 华友。即州公司总经理劫理陆熙明看望慰问大成小学师盒

3爱卫生要环卫工人
2018年8月公司始终秉承"诚信、创新、责任、学习、激

情"华友精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根极开展为社会献关爱，舌动

回报社会，关爱为城市"美窑"的环卫工人 ，参与绿色产业集

聚区慰问环卫工人活动送上1000箱矿泉水。

固.华E衙峭公司产业盎履部酣妖舒掣昌为蝇城市簧窑师"一蜡环E工人送上避暑.清凉用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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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生活，快乐工作
为促迦企业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提高企业凝聚力，充分发挥青年主力军作

用，丰富员工业余活动，增避衙州区域单位之间友谊，公司在2018年组织开展

了 系列内窑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活动。

2018年5月4日公司成立华友青茸志愿者服务队，组织了 场以"展示青春

活力 传承奉献精神"为主题的青年志愿者活动。大家干到十足，激情满满7

活动现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国 华友衙州公司青年志愿者们在厂E场地齐心协力 "美化载的家园" 现场清理活动

5罢工作要健康
2018年6月 12日华友衙州公司举办"协同协力

勇于争先"为主题的"安康杯"气排球比赛。

2018年为期两月的华友"瑜悦身心伽倍柔美展现华友

青春活力"第-期瑜伽班在衙州公司健身活动中心开课。

问丛二LJLZ Ell|R E离mym j

6喜迎国庆爱国要企
华夏十六年，企业文化贯彻始终。为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企业凝

聚力，进一步深化学习《华友事业纲领>>. <<华友钻业2018年思想立化建

设纲要》精神，激励广大员工积极向上、勤奋工作的热情，恃举办以"为

华友事业而奋斗，遇见更好的自己"为主题的朗诵比赛.

圄华友篝州公司倡导 "员工与企业罔'眼. 共命童"维行大型朗诵比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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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热火传递友谊
2018年12月 2日公司为了给青年大学生搭建交友平

台创造对外交流机会特与浙江衙化医院将举办-次以

"青春热火 传递友谊"为主题的青军交友联谊活动.青

年男女在愉快的氛围中陆开心扉，畅游在轻松的游珑里.

通过游戏找到与自己"志趣相投"的~ß个Ta 。

固 固为华友衙州公司与浙)I衙化医院开展相亲联谊主友活动合lli!il念

国华友参加衙州市首届"衙州有礼职工风采"礼仪饺能竟要i.动

9祖国陆企业帆
2018年12月 26日参加庆祝国家成立40周年企

业文化演出。输送节目<< "恨在华夏.7fi-遍天

下"为主题的朗诵比赛》。草场活动旨在对外宣

传华友自强不息追求卓越的企业精楠树立华

夏在市场上雇主昂膊的优势.

8衙州有礼职工凤采
2018年12月 12日，为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组

织动员广大职工投身衙州市中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和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公司选派4名选手参加市宣传部工会联合举办的

"衙州有礼"大型文化活动。

国 华在参加倍州市政府主办主题为"新经济新动能新衙州'纪念改革开放四+周年文艺晚会

67/68 



公益事业

海外
CDM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做各项公益活动，秉承着恨在遍中华，友遍夫下的信念，积极发展公司及矿区周边社区公益活

动o 2018年度主要公益活动的总结如下.

' 

' 

' 

COM向周边lA PERENITE综合学校捐赠学习用晶以及为公司附近KASAPA社区贫困居民提供生活物资捐赠。

2018年3月 6日 COM综合管理部中方员工前往lA PERENITE综合学校捐赠71000个本子、 1000只笔和5个足球，

201 8年3月 26日 COM向KASAPA社区居民捐赠了玉来面(玉米面是当地居民的主宦)和食用油。

中国高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富先修路"。刚果金由于经济不发达，除了主干道，大部分道路属于土路，

到雨季，道路泥泞不堪，无论是进入CDM的道路还是社区内部的道路。都很难通行，十分颠簸.为此，

COM为JD lI SITE道路和延伸至MOïSE市场的道路进行维修。比举动得到了基础建设部部长的感谢和赞赏，鼓励

COM再接再厉，造福社区村民。

刚果金是个地大吻稀的国家，由于水资源不充沛，植那种植困难，除了木薯相玉米收效甚微!真他作物全靠进

口!使得当地居民的生活极为困难o SHAD农场特别组织了大学生种植培训和下乡水稻种植培训。为大学生们讲解

了如何种植当季蔬菜如何种植水稻，为渴望知识和粮食的刚果人民带来了希望。 2018年华友钻业农业项目子公

司负查人作为唯一的企业代表 在全球农业南南合作高层it坛上介绍了公司产学研结合的项目合作模式以及园区示

范效果，这种模式得到了联合国粮农组织、 刚果(金)农业部等多方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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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社区内只奋极少数的水井，完全不能满足附近居民使用 且取水路途远、居民用水十分困难、生活条件艰难

为此， CDM在KAWAMA村打了 口手工井，在KAMATETE村安置7 口太阳能井供村民日常用水o KAMATETE水井验收期

间聚集了众多居民他们带有水箱。喜悦Z情溢于言表。面对媒体采访时 区氏平日村民代表纷纷表这了感激之惰。

' 
由于贫穷 刚果(金)人民的生活环境较为恶劣 疾病的肆虐和细菌滋生 再加上大部分居民主病7得不到良好的

医疗环境和及时就医 从而导致当地人民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为了帮助当地居民缓解就医困难以及缺乏医疗物资的情

况 2018年CDM共向社区及协会捐赠了不少苟且 井提供了免费的医疗检查和苟且发放。

公益事业并不仅仅意盹着捐赠或资助，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立化的认同与感受的过程。 2018年 CDM代

表应邀参加Saint-Louis学校的军度结业仪式 和该校的师生在，量高国界、种族相肤色之分的情形下!便随着音乐的节

奏尽情跳舞来庆祝学生们的毕业季。

参与精准扶贫、做实对口支援

2018年，公司为了让公司领导和全体员工部了解并支持公司的公益事业建设，特邀请了外部专业机何的老师到公

司总部开展一系列公益课堂， 2018年一共开展73次课程，分别是《企业公益传播》、 《企业参与精;佳扶贫》和《企

业公益基金会运作》课程。

弘毅扶贫慈善基金会副船书长张金虎先生说 "接触华友，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 家跨国上市民营企业践行和探

索社会盖任之路的机会。打造盖任竞争力，鼓励二次创业，成为华灰人新的目标和万向，在社会盖任领域，华友重视

员工职业安全风险防护，和极开展刚果金结矿社区可持续发展调研，开展社区基础设施攫建工作.企业公益方面.从

贫困大学生助学，到社区敬老慰问志愿服务，从企业公益员工宣导到贫困地区精;佳扶贫，华友都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往

前行.在不断摸索中，华友人对于企业参与公益的认知不断获得提升.企业公益项目的策划和执行也随之从零融化、

随机化逐渐走向系统化、成熟化o " 2D18年，华友钻业承担了两项对四川省黑水垦的精准扶贫帮扶工作。

黑水县是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地区，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还是 个国家级贫困县.在"万企帮万村，

携手奔小康"的工作中，华友钻业作为桐乡市唯一一家民营企业独立帮挟当地最贫困的jL窝乡罗尔坝村!出资10万元

资助罗尔坝村生态果蔬专业合作社，专项用于扶贫车间项目。

公司另 个帮扶工作是在黑水建立公司开展项目投资，以实现对黑水的产业帮技工作。公司下属子公司华友循环

到黑水投资，在当地设立了黑水华友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为后续循环产业在四川发展打下基础.公司注册到7000万元

注册资本金到位。仅仅用711天时间，当地援助干部称赞不绝。

α乡
嘉兴市企业社会责任联盟

‘ 1卡立相主<1立 11 't j自 Ht蚀叶华:阜卡A民'1治叙量，，-è昏4年弘扭吃惊'11.都 叫旬岛#宇生怡拔起 苦孩

乌幸且不曲;!i片 f， j先拉拢:i'均对外宦 2年#帝才在 <<掠夺 II 归放;t.臼 i旨在在始银域的实武和纯盐 . 在

1在甜企业旬冉宜l展的，~时 !f 东辄止哥'甜~史多创j朱博共高l屉在 主甜萨人品'"亏善企业#舍生恰到院芷

"H哥拉3守候~宜阜Æ古都草 草得名 141作用 具立性让旬每伪生，.组起 1<>::;; 鼠也响占主多锵1司 :k 方

不街 lt!卡生位内油 ;;，以 t 在他共两伶 让A1在与乙捡起到t垣克 垣走起，j; • " 

在♂考古业#营企 f圣职且

2019 -l 3 月 25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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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内容索引
GR际准 披露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页码

RZ 甲 咽E- A

组织概况

102-1 

102-2 

102-3 

102-4 

102-5 

102-6 

102-7 

102-8 

102-9 

102-10 

102-11 

102-12 

102-13 

战略

102-14 

102-15 

道德和诚信

102-16 

102-17 

宦，A曰

102-18 

102-19 

102-20 

102-21 

102-22 

组织茜称

活动、昂牌、严昂和服乡音

且部位置

经营位置

所高权与，去律形式

服骨的市场

组织规模

目$王10芙于员工和真他工作者的信息

供应链 目标L 目标2、目标4、目标11

组织R冥供应链的重大变化

预警原则或方针

件部倡议

协会的成员置格

高级决策者的声明

关键影响、风险和机遇

价值观、原则、标准和行为规范

芙于道德的建议相关切间题的机制

营治架构

授权

行政曹理层对于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董任

就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与利益相关万进行的磋商

量高官，白帆柏R真蚕员会的组成

24 

57-60 

报告说明 14 

37 

13 

13 

2 

2 

43-44 

45-46 

11-14 

13 

13 

17-20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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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3 最高霄，自机何主席 13-14 

102-24 噩高官，白机冉的提名和到选 13 

102-25 利益冲突 目标16 43 

102-26 噩高筐，自帆幅在制定京旨 价值观和战略E面的作用 13 

102-27 最高营;自机构的草体认识 13 

102-28 最高曹治机构的绩效评估 13 

102-29 经济、环境和社会影响的识别和管理 17 

102-30 风险宦理流程的放果 2 

102-31 经济、环境和社会议题的评审 17 

102-32 最高筐，自机构在可跨续:&展报告万面的作用 13 

102-33 重要提切问题的沟通 18 

102-34 重要提切问题的性质和自数 18、 20

102-35 报酬政策 23-24 

102-36 决定报酬的过程 来提E

102-37 利益相关万对报酬决定过程的参与 未提且

102-38 年匮总薪酬比率 目标8 6 

102-39 军厦总薪酬增幅比率 29 

利益相关方吾与

102-40 利益相芙E群体到董 18 

102-41 靠悻谈判协议 23-24 

102-42 利益相芙万的识别租遥远 17、 18

102-43 利益相芙万事与万针 18 

102-44 提出的主要议题相关切问题 18、 20

报告实践

102-45 吉并财务报章中所涵盖的主体 报告说明

102-46 界定报告内窑和议题边界 报告说明

102-47 实质性议题列茬 18、 20

102-48 信息重述 不适用

102 -49 报告变化 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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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50 报告期 报告说明

102-51 噩近报告日期 姬告说明

102-52 报告周期 但告说明

102-53 有关本报告问题的联军人信息 读者意见反馈

102-54 符合GRI标，佳进行报告的声明 报告说明

102-55 GRI内容章引 71-76 

102-56 件部监证

G阳103: 宦理直;圭2016

103-1 对实质性议题E真边界的说明 报告说明

103-2 管理万法R真组成部肯 11-13 

103-3 营理万法的评估 11-13 -实质性议题

-
缉ilf

GRI201 经济绩娘2016

201-1 直接产生和分配的经济价值 6 

201-2 气候变化带辈的财捂影响以R真他凤险和机遇 来提E

201-3 义捂性固定檀利计划和真他退体计划 目标8 23-24. 29-30 

201-4 政府给予的财政补贴 6 

GRI202 市场表现2016

202-1 接性别的标准起薪水平工击与当地最低工资主比 目标8 30 

202-2 从当地社区雇佣离营的比例 23-24 

GRI203 间接经济影响2016

203-1 墓础喔施投资和直路性服捂 目标1、目标3 63. 69-70 

203-2 重大间接经济影响 自$王l 69-70 

GRI204 果购实践2016

204.1 向当地供应商采购置出的比例 来f~R

GRI205 反腐败2016

205-1 已进行厨贩风险评估的运盲点 43 

205-2 反腐败政策和程序的传达E培训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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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3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和罪取的行动 43 

GRI206 不当竞争行为2016

针对不当竞争行为、匮托拉斯相反垄断实践的法律悻讼 无语ì~

耳境

GRI301 吻料2016 来t~R

301-1 所用物料的重量或体朝 未t.l!R

301-2 所使用的回收进料 来tJVi~

301-3 回收产晶R真包装材料 来提R

GRI302 能源2016

302-1 组织内部的能源消耗量 39-40 

302-2 组织外部的能源t肖耗量 39-40 

302-3 能源强匮 来提E

302-4 减少能源消娓量 未提及

302 -5 降低产品和服旁的能源需求 未提及

GRI303: 7且资;原 2016

303-1 接源头划分的取水 不适用

303-2 因取7J<而量重大影响的水源 不适用

303-3 水循环与再利用 39 

GR1304 主物多样性2016

304-1 坦!S'J骑自再 回罩、在由于直升唱近于悻11'[相阻 II'~'叶生相多样性丰富E埠曹理的运营点 不适用

304-2 活动、严岳和服野对生韧多样性的重大影响 不适用

304-3 量保护或经惨重的栖息地 不适用

304-4 量运营暨 响区国的栖息地中巳植列λJUCN红色茜景E国军悍妒岳册的咽种 不适用

GR1305: ~~放2016

305-1 亘接(范畴1) 温室气体排放 来提E

305-2 能源间接(范畴2 )温室气体排放 来提及

305-3 真他间接(范畴3 )温室气体排版 未提及

305-4 温室气体排放强匮 未提E

305-5 温室气体甫排量 未提R

73/74 



G阳内容索引

305-6 臭氧，肖耗物质 (005) 的排版 未提及

305-7 氮军化韧 (NOX) 、硫军化物 (50X) 和真他重大气体排放 来提及

GR1306 污水相废弃物2016

306-1 技水质及排版目的地分类的排水且量 39 

306-2 接类别R仕理方，去世类的匮弃物总量 来徨R

306-3 重大泄漏 无

306-4 危险废物运输 未提及

306-5 量排水平日/-.>，径流草草响的事体 不适用

GR1307 环境合规2016

307-1 违反环境法律，圭规 39 

GR1308 供应商环境评估2016

308-1 使用耳填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目标12 57 

308-2 供应\i!i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以E采取的行动 目标12 57 

GR1401 雇佣2016

401-1 新近员工和!li.工流动军 未提及

401-2 提供给主职员工(不包括临时或兼职员工)的福利 目标3、目标12 29-30 

401-3 盲儿假 来提E

GR1402 劳资关系2016

402-1 高荣运吉查亘的最短通知期 不适用

GR1403 职业健康与安全2016

403-1 劳资联合健康安全委员会中的工作者代革 31-32 

403-2 工伤类别 工伤、职业病、损失工作日‘缺勤等比率 33 号 34

403-3 从事职业属高挂职业或离职业商冈险职业的工作者 来提R

403-4 工会正式协议中的健康与青主议题 未提且

GR14Q4 培训与教育2016

404-1 每i'l!li.工每年接受培训的平均小时数 25 

404-2 员工技能!旦开方案和过渡协助万案 目标8 25-28 

404-3 定期接受绩娘和日职业发展考核的员工百分比 25 

GRl405: ~元化与平等机会2016

405-1 曹i白机构与员工的事元化 目标10 23-24 

405-2 男女基本工资和报酬的比例 目标8 30 

GR1406: &.歧视2016

406-1 歧视事件R采取的纠正行动 目$主10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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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407 结社自由与集体谈判2016

407-1 结社自由与罩体谈判扭利可能面临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 23-24 

GRI408 童工2016

408-1 里再重大童工事件风险的运盲点和供应商 目标8 无

GRI409 强迫或强制劳动2016

409-1 具有强迫或强制萤动事件重大风险的运营点和供应商 目标8 无

GRI410 责保实践2016

410-1 接受过人权政策或程序的培训的置保人员 全部

GRI41l原佳民极利2016

411-1 涉R侵犯原住民权利的事件 无

GRI412 人权评估2016

412-1 接曼人权审查或影响评估的运盲点 57 

412-2 人权政策或程序万面的员工培训 45 

412-3 包古人权最款或己选行人权审查的重要投资协议和古约 57 

GR[413 当地社区2016

413-1 奇当地社区兰参与、影响评估刊发展计划的运营点 57-60 

目标1、目标1 目标4.

413-2 对当地社区乎事实际或潜在重大负面影响的运盲点 目标6. 目幅8、目标9、 57-60 
目标11. 目标16

GRI414 供应商社会评估2016

414-1 使用社会标准筛选的新供应商 57 

414-2 供应链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以R罪取的行动 57 

GRI415 公共政策2016

础活目赠 不适用

GRI416 害户健康与责全2016

416-1 对产品相服务类别的健康与置主影响的评估 目标17 51-53 

416-2 涉及严晶和服务的健康与安全罪响的违规事件 无

GRI417 营销与标示2016

417-1 对严昂和服骨信息与标识的要求 51-53 

417-2 涉且严晶和i~每信息与标识的违规事件 无

417-3 涉及市场营销的违规事件 无

GRI418 喜户隐私2016

418-1 与慢犯客户隐私相丢失害户面料有关的经证实的投悻 45 

GRI419 社会经济古规2016

419-1 违反社会与经济领域的法律和法规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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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验证声明

BUREAU VERITAS 验证声明

验证目的
BUREAU VERITAS (以下简称 BV )呈浙江华直帖业股份有限公司〈山下简称"华直钳业 " ) 
的垂托对 (20 18 句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I (以下简称 《报告 I )执行嚣三方检证工作. 报告中
所有信且全部囱华友佑业提供. ßV ðt有参与报告描写过程 . BV 的职责是在评审报告信息收集、
分析和管理过程的基础上，钊对报告拙自信且的事现性和1可靠性提供独立的验证声明.

验证黯囤
· 验证 《报告， 在擅自期限 (20 1 8. 1. 1-2018. 1 2 . 31 ) 内的关圃盘摇、伯且且其管理主持
系挠的准确性和客现性:
· 对 《报告》 中盘据和[臼且的收集、 E且、分析、检查等管理过程进行评价:

• 验证现场为华在钻业单部〈位于浙江省桐乡经济开盎区将很东圄18号} 目且衡州华直帖
新材料有限公司， 华Ii.新fJll源科技(商削)有限公司〈均位于浙曰:面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二
期] 廿甜甜18号) ，必蛙世有拜ìIi华直钻业其官现蝠租利益相关方.

• !;(下恼且排除在验证嚣围之外 :
信息茧昂期限之外的活动信息

关于华直时业立场现点、信仰、 目悻、未来章固和'"诺的阵i在
咀过第三万财#审计的财务盟据和倍且.

验证方法
验证过程包括如下活动z
· 与提供社会贵任信血和盘据的相关部门人员进行访谈
· 评审华直输业提供的主件证据
· 对报告巾攒敢散揣进行抽样瞌证，
· 评价辑敢盘据和信息的收集与管理过程.

瞌证活动相据 (BV 瞌证管理程序》进行，果用 AA1000 和 ISAE3000 rtr验标准进行社会责任
报告验证，同时参考 G阳 括准评价报告内容的客理性、完整性、实质性、响应性. 瞌证活动
是基于 8V 认定的合理的、非绝对的基础上进行盟划、实施和得出结论.

验证结论

• 是现场瞌证，华直钻业 2018 年应社会责任报告中的情且和盘据是在现的、可萃的， ßV 世
有芷现对社会责任报告植成重大黠响的孟统性'"实眉性情误.

喜观性
报告拙醋的信且和散据是事观的、可靠的. 华直时业'*用量据信息系统果坦和整理远苗、
安全、环骨、人员管理万丽的勤据，通过剧场验证， 华直钻业提供的证据比较可貌， 报告
内窑具有窑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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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完整性

报告拖囤砸矗浙旺华1ii输业股份有阳公司且其圭酣控胆子公司，报告I::J."坦剧精型"、"利益
相关方参与和'"腼性分昕\ "劳工'"盹旦人权"、"坏堤"、"商业坦德"、"产品责任'气
"负贵任供应链"和"公监事业" 为盟点， 同时扯自了公司社会责任管理、坦济责任和社 E
责任绑利益相提方关注的民Ilí.

实噩位
华直创业植P.<<国噩噩《关于中央企业圃行社会责任的Ja导意见，、上梅证~童画所《关于加强
上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工作通知，等相关要求， -怨。阳， IS026000 挥准的要求，合理识别
并披露了有也冶金行业涉且的社会责任关回议题相关键的且，具有'"眉性.

验证独立性、企正性且能力声明
BUREAU VERITAS 是-i!<拥盯 190 多年历史，在面量、环梅、职业盹麟虫圭和社会责任领蜡
提供独立验证服务的机掏.验证小组成员与费托万华直输业无任何利益或冲突荣革， 验证糯副
是独立的、公正的.

部凤贤唔俨
体矗认证事业群且经理

必幢圄际检瞌靠团工业部

四l'年 4月 23 日

胡搏

撞证且组长

晶雄国际幢幢集团工业部

2019年 4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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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意见反馈

读者意见辰馈

尊敬的读者，您好 l

非常感谢您阅读了《浙江华友锚业股份高限公司2017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 如果您别本报告有任何想i圭

和建议，请您填写下面的意见厦馈衰，通过信件、电话或电子邮件发给我们。 周于您的宝贵意见，我们致以深深

的谢意 1

胜各 · 联累电话: 电子邮箱 :

1. 您认为哪些章节为您提供了重要信息?

口芙于华友

口实质性分析

口商业道德

口 组织治理

口劳工实践庭人权

口社区参与

口利益相芙月参与

口环境

口负竞任供应链管理

2. 您归何评价本报告?

易读性

完整性

中肯住

排版设计

总体印象

好
好
好
好
好

口
口
口
口

口

口-般 口不好

口-般 口不好

口一般 口不好

口一般 口不好

口一般 口不好

3. 您对珑们下一军度报告的建议?

4. 请与我们联系:

通讯地址: 申国浙江省桐乡经济开发区梧振东路18号

邮政编码 314500

电话总机 +86-573-88586创1

联系入 社会责任办公室

电子邮箱 csr@huayou.com



〈令
华友植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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