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昌集团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2011 年度） 

前言 

  

东昌发展研究院每年 12 月 25 日发布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2011 年的年度

报告，是第五次对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总结。 

2011 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是我们国家经济结构战略转型之年。面对复

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东昌集团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企业又好又快发展，以第二

次创业的激情抓企业的产业结构转型、突出现代服务业主营业务，狠抓经济、

社会、环境效益的提升，开展以职业素养培训与提升为主要内容的“5S”基础

管理，练“内功”提升全员素质，增效益构建和谐企业。 

东昌集团认为，努力推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CSR）建设，既是顺应世界

潮流、响应政府号召，又是东昌集团为提高软实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

求。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是继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环境保护管理体系建

设、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体系建设，全球企业管理的第四次浪潮。2011 年，由

东昌集团 CSR 职能机构——东昌发展研究院协编与主笔，浦东新区副区长刘正

义主编的《责任竞争力：第四次浪潮——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创

新》，这一全国第一本总结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重大理论与重大实践的

著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这也充分反映了东昌集团对企业社

会责任体系建设的高度重视。 

  

1，   公司愿景与发展战略  



1.1，公司愿景 

东昌集团努力成为以“物料/设施一体化管理总体解决方案”为特色的现代生产

性服务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努力成为国内领军品牌的汽车后市场集成服务商。

杰出的企业必然是杰出的企业公民，东昌集团努力成为对社会有更多贡献的和

谐的企业、杰出的企业公民。 

  

1.2，使命与核心价值观 

  

东昌集团坚持以人为本、客户至上的核心价值观，坚持开拓进取、团队奋斗、

诚信服务的企业精神，以承担与出色完成企业公民的责任。 

  

1.3，公司可持续发展战略 

  

东昌集团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企业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战略、企业人才战略、

品牌战略、全员创新战略等。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是建立与完善企

业社会责任体系，推动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2，公司概况 

  

东昌集团（全称：上海东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浦东新区，公司住所浦

东新区峨山路 91 弄 160 号。东昌集团多年来连续被上海市统计局列入上海市

企业集团综合实力前 50 强、民营企业集团前 10 强。“东昌”在中国汽车服务



业首获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也连续被评定为“上海市著名

商标”；东昌汽车、东昌的“物料/设施一体化管理”现代生产性服务并获“上

海名牌”、“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1，公司主营业务与区域分布 

东昌集团主营现代服务业，房地产是主营业务的产业支撑。 

现代服务业有：汽车后市场集成服务，是全国汽车服务业领军品牌，也是全国

十佳汽车经销商，代理品牌涵盖国内外著名汽车厂商，区域分布上海各区、长

三角，并向全国延伸。 

现代生产性服务，获国家级管理创新成果一等奖，为跨国公司在中国合资企业

提供间接物料与设施一体化管理总体解决方案的现代生产性服务，区域延伸到

烟台、武汉、沈阳、长春等地，龙头企业获“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房地产是主营业务产业支撑，以开发“宜居、绿色、环保”的住宅小区受好评

与欢迎，比邻国宾馆的“东郊花园”荣获“最受欢迎的楼盘金奖” 。 

  

2.2，公司社会责任大事记 

  

2011 年 1 月 15 日，丁建勇委员在市政协十一届四次会议上，提交《开发、采

用小型纯电动汽车，破解社区“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等政协提案，受到主

流媒体关注，东方网、新民网当天就做了报道，《解放日报》“两会特别报

道”17 日做了专题，是该报专题报道的第一个两会提案。 

1 月 28 日，《解放日报》发布 2010 年度上海名牌产品/服务公告，“东昌”



汽车销售服务、“东昌西泰克”的“现代物流一体化管理”第三次蝉联“上海

名牌”称号。 

2 月 28 日，东昌集团获浦东新区质检局颁发的“浦东新区质量工作贡献奖”。 

3 月 1 日，“东昌”汽车销售服务再次被上海市工商局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

标”。 

3 月，上海东昌别克再获“通用双五星”称号。苏州东昌别克获相城区政府

“消费者满意单位奖”。 

3 月 30 日，东昌汽车被《解放日报》、上海市汽车行业协会等评选为“年度最

具社会责任感的汽车经销商”。 

4 月 2-3 日，全体经理人在吴江市委党校参加培训，丁建勇董事长为经理人讲

授《实施“5 项管理”，完善“5S”、“五大工程”》。 

4 月 8 日，市交通港口局办理政协提案专题会，办理、讨论丁建勇委员的《开

发、采用小型纯电动汽车，破解社区“最后一公里”交通难题》等政协提案。 

5 月 19 日，“长三角汽车救援与知识服务公共平台”服务创新项目通过浦东新

区发改委的验收。参加验收的有区发改委、经信委、商务委、财政局等有关领

导与专家，验收组高度评价东昌集团的这项服务创新。 

6 月，东裕物资、东期国贸、浦程房产被上海市财政局评为财务信用等级 A 类

单位。 

6 月 11 日，东昌发展研究院荣获中国信息协会的“汽车后市场信息化管理大

奖”。 

7 月 2 日，由《劳动报》等媒体与上海市消保会等主办的“寻找上海最好的 4S

店”活动中，东昌浦利（广本）获“寻找上海最好的 4S 店行销达人奖”。 



7 月 8 日，中欧·上海市浦东服务经济研究院第一届理事会在东昌集团召开，市

政协副主席王新奎等领导出席，会上丁建勇董事长作了《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与

东昌集团的创新》演讲，受到与会者高度评价。 

上海市商务委有关领导庞春和来公司，办理丁建勇委员的政协提案《推广浦东

新区经验，着力实施上海市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认为提案对上海市的企

业社会责任建设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7 月 14 日，在“全国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表彰会”上，东昌汽服荣获“全国

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企业”称号。 

8 月 3 日，东昌汽车服务网站连续第三次被上海市互联网办、上海市精神文明

办等评选为“上海市优秀网站”。 

8 月，东昌集团工会开展职工科技创新活动，收到科技创新与合理化建议 70 多

项，“优化客户管理系统”、“中国汽车知识服务网”等获奖。 

9 月 28 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六届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东昌集团党委书记丁

建祖出席会议，当选为理事会理事。 

10 月，由东昌发展研究院协编与主笔，浦东新区副区长刘正义主编的《责任竞

争力：第四次浪潮——浦东新区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创新》，这一总结企业社

会责任体系建设重大理论与实践的著作，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

东昌西泰克的《“绿色供应链”与“一体化管理服务”》入选案例。 

10 月 31 日-11 月 2 日，东昌集团的论文《努力做优秀的企业公民》入选上海

市国际质量研讨会与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论坛，会上，东昌汽服荣获“上海市

质量管理奖”，这是本市汽车服务行业第一个获得此项奖项的汽车服务企业。 

 11 月 14 日，上海市国资委致函丁建勇董事长，就“落实丁建勇委员《推进企



业社会责任体系建设与认证》的提案建议情况”做了近年工作的介绍。对此项

提案推进上海市国资国企的企业社会责任建设高度评价。 

12 月 8 日，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毅伟商学院（Richard Ivey）MBA 学生 82

人,参访东昌集团，举行现场案例教学，切磋东昌的“物料/设施一体化管理”

现代生产性服务创新，中国汽车产业的制造业与服务业发展与市场走势、特

点。该商学院有 85 年的历史，是仅次于哈佛商学院的全球第二大案例教学机

构，毅伟商学院高度评价东昌案例对 MBA 的贡献。 

  

2.3，公司利益相关者关系 

  

东昌集团的合资、合作方有国际与国内著名的世界 500 强企业，有高科技上市

公司，有浦东新区政府部门的工业发展公司，东昌集团与利益相关者诚信合

作，建立了良好、互信的商业伙伴关系。东昌集团获得市政府部门授予“特别

贡献奖”的“五大工程”管理创新获利益相关者认同并充分肯定。 

  

3，公司治理结构与管理体制 

  

3.1，股东职权、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及董事会 

  

按公司法与公司章程，股东与持有股权的利益相关者，按股权比例派出董事，

设立董事会，行使公司权力。东昌集团采用符合国际惯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要求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3.2，董事会对公司经济、环境和社会事务的管理 

  

东昌集团及下属公司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举行。董事会对经理人按考核细

则做出严格考核评定，并做出决议，下达涉及经济、环境、社会事务的指标。

东昌集团及下属公司并根据需要临时召开董事会，对重大问题做出决策。东昌

集团董事会制定并指导实施具有东昌特色、创新性的管理模式。 

  

3.3，与经济、环境和社会业绩相关的政策及其实施情况 

  

董事会授权职能部门每季度对经理人实施严格的考核，内容主要是董事会下达

的涉及经济、环境、社会责任的指标。年终考核超额完成指标部分，按考核书

规定，予以奖励与激励。 

  

3.4，环境、健康与安全政策 

  

职能部门与下属公司经理人，根据董事会要求，制定年度、月度与每周履行经

济、环境和社会责任的计划，并对每天的工作写出工作日志，每天“工作写

实”接受董事会及授权机构的监督。东昌集团重视环境、健康与安全政策的履

行，制定了一系列安全管理制度，开展一系列安全知识培训、竞赛，防火实地

训练等活动，“上海 11·15 大楼火灾事故”发生后，东昌集团严格排查、消除

任何隐患。在本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年度内，无人员伤害与重大财产损失事故。



东昌大众等持之以恒地开展低碳、植树活动，受到各方好评。 

  

4，经济责任与业绩 

  

4.1，按区域与业务划分的销售结构 

  

东昌集团管理中心在上海，业务布及长三角及全国。东昌汽车除上海、苏杭

等，正向江浙各地与全国扩展。东昌物流服务外包业务从上海延伸到南京、武

汉、成都、烟台、长春、沈阳等。房地产业务也从上海向各地拓展。 

  

4.2，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 

  

东昌集团本年度在国内外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又好又快

发展，效益增长率高于全国 GDP 的增长率，投资回报良好，利益相关者的利

益分配与用利润追加投入，将由股东会及其委派的董事会决定。 

  

4.3，研究开发的投入及成果 

  

东昌集团加大了服务创新的研发与投入。下属的生产性服务的龙头企业作为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加大了研发投入，东昌集团发起组建的中国汽车指数研究所

在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布的“中国汽车市场指数”、“中国二手车市场指

数”、“上海地区汽车市场指数”等，已成为中国汽车市场风向标。研究所的



发布的中英文对照的市场深度分析报告，为政府、厂商、销售商、消费者提供

了有益的参考，引起多方与关注。东昌汽车的创新产品——国内第一个“汽车

知识服务”网站——“中国汽车知识服务网”增加了在线互动功能。 

  

5，社会责任与业绩 

  

5.1，以人为本的劳动管理 

  

东昌集团以“以人为本”、“客户至上”作为核心价值观，员工是企业最宝贵

的财富。东昌集团重视员工的价值，“思贤若渴、惜才如命、人尽其才”，20

11 年开展了深入的提升员工素质培训，东昌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与领导班子

成员都出席培训活动，并做讲解。 

迄 2011 年 12 月 25 日，东昌集团创造数千个就业机会，员工总数逾 8000

人。中高层管理者大都有大专以上学历，2/3 以上是中共党员，并有一批研究

员、教授级高工、高级经济师、高级工程师、MBA 等高级人才。员工流动率低

于 10%。 

东昌集团制定并完善了定期体检与职业病防范制度。特别对女员工的“三期”

的身心健康与工作安排，按规定予以保护、关心。东昌集团及下属公司都依法

足额缴纳员工社会保险，缴纳率达 100%，员工按规定享有带薪休假。 

东昌集团文化气氛浓厚，先进文化在公司发扬光大。企业刊物《东昌视野》成

为经理人交流经验的平台、员工的文化家园，员工积极为刊物写文章，表达内

心感受，甚至员工家属也成为刊物的读者与作者。“读书会”成为东昌集团内



部企业文化品牌，企业读书成风、学习成习惯。 

  

5.2，员工与管理层的关系 

  

制定并完善了员工参与机制。集团各部门与下属公司都有严格的每周例会制

度，并有规范的会议纪要，职能部门对会议纪要写出点评，对经理人与员工的

意见予以重视，员工的合理化建议得到鼓励与奖励。 

  

5.3，员工权利 

  

东昌集团的工会覆盖所有下属企业，同集团公司就员工工资集体协商，达成工

资协议。工会活动丰富多彩，包括劳动竞赛、技术比武、休闲旅游、文体活动

等。员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100%。东昌集团依法用工，杜绝强制加班，按

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员工的工资收入与企业效益增长同向。 

  

5.4，社会影响 

  

东昌集团积极与社区沟通，东昌集团与社会党建互动，2011 年全公司学习《关

于党的建设工作》的重要文献著作，党建工作富有经验的社区的党工委书记经

常在《东昌视野》上发表党建文章，同东昌集团交流党建工作。 

东昌集团坚持依法治企，坚持公平竞争，品牌竞争，反对不正当竞争与低水平

竞争。公司推行社会责任采购，有严格的采购流程。东昌现代生产性服务的国



家级创新成果的内容之一，就是规范的、阳光的国际范围的采购。 

东昌汽车建立“诚信服务社会监督网”，由政府部门官员、行业协会与客户代

表组成。管理者遵纪守法，党员亮证上岗，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5.5，客户至上与产品的责任 

  

东昌集团注重产品、服务的责任。为客户满意做到了千方百计。东昌汽车的客

户满意度一直高于行业标准。东昌物流每季度对客户满意度统计，总体水平不

断上升。 

  

5.6，供应商与客户的社会责任管理 

  

汽车消费具有很大社会性的特点。东昌集团一项重大的服务创新，就是积极为

客户提供汽车“知识服务”，《超越“微笑服务”的汽车知识服务》论文在

《上海质量》杂志 2011 年第 7 期发表，受到业内好评。利用双休天为客户开

设了“爱车养护课堂”等，并组织客户举行节能驾车比赛。 

  

6，环境责任与业绩 

  

东昌集团重视资源节约，生产、服务收入递增，单位产值能耗降低。在本报告

年度，东昌集团无环境污染事故。下属公司污染物排放符合规定，并有专业部

门的环保检测报告。 



东昌集团重视对供应商与客户的“绿色”管理。东昌汽车“知识服务”的一个

内容，是倡导客户节能“绿色消费”。东昌现代生产性服务按“绿色供应链”

要求，对供应链节点企业和客户进行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