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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努力保证报告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客观性、完整性，

力争全面介绍公司年度履责理念、行动、绩效以及改进措施。我们希望通过发布报告等方式加

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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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人及连带责任。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所使用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一、报告时间范围

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从 2019 年 1月 1日至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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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江苏省昆山经济开发区蓬溪南路

258号的所有经营行为。

三、报告专业术语

为便于表达，一般情况下，本报告中“多宾陈列”、“多宾”、“公司”或“我们”等词语表述，均

指代昆山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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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界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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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

联合国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CASS-CSR4.0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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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多宾陈列展示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dobin.com.cn）下载。

七、联系方式

商业道德监察专员 张敏

地址：昆山开发区蓬溪南路 258号

邮政编码 215333

电话：0512-57650598

传真：0512-57816718

电子邮箱：dobin@dobin.com.cn

公司网址：http://www.dobin.com.cn

报告编制：张敏 赵计刚 孙佳 纪钦 范文根 审批：

mailto:电子邮箱dobin@dobin.com.cn
http://www.dobin.com.cn


多宾陈列关键数据指标

指标 单位 2019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20,719.10

营业成本 万元 14,136.30

员工工资总额 万元 4,235.21

社保总额 万元 320.42

纳税 万元 1,626.49

财政补贴 万元 23.24



环 境

指标 单位 2019 年

环保经费投入 万元 51.674

接受过关于环保问题的培训员工占总员工百分比 % 100%

采取过环境风险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百分比 % 100%

采取过正式的环境管理体系（EMS）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百分比 % 0

电力消耗 万千瓦时 69.4398

新鲜水用量 吨 24319

水资源循环利用量 吨 27.5

范围一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

范围二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吨二氧化碳当量 ∕

危险废弃物总量 吨 34.26

非危险废弃物总量 吨 727.54



劳工和人权

指标 单位 2019 年

员工总人数 人 356

本地户籍（江苏省）员工数 人 104

少数民族/或弱势群体的工人占总员工人数的百分比 % 0

残疾人雇佣比例 % 0

女性占公司员工总数的百分比 % 39

公司高级管理职位中女性所占比率 % 33

支付的招聘费用 元 10200

参加体检的员工占全体员工的比率 % 3.6

强制性健康体检人员 人 13

接受过员工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百分比 % 100

代表健康与安全委员会的员工，占所有地区的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 2.53

覆盖关于工作条件的正式集体协议的员工，占所占地区的全体员工的百

分比

% 0

覆盖正式选举职工代表的员工，占所有地区的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 5.06

接受过定期的绩效和职业发展评估的员工占总员工的百分比 % 78

接受过职业或技能相关培训的员工占总员工的百分比 % 20



劳工和人权（续）

指标 单位 2019 年

接受过防治歧视和侵犯人员培训的员工占总员工的百分比 % 100

接受过人权审核或人权影响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百分比 % 100

单位员工平均参与的培训时间 小时 12

因工伤而损失的工时总数 小时 0

员工满意度 % 74.75

社会保险覆盖率 % 100

带薪休假天数 天 5~10

签订正式集体协议员工占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 0

接受过绩效评估的员工占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 78

接受职业技能培训的员工占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 100

通过人权审查或人权评估的工作场所占全部工作场所的百分比 % 100

工伤事故率 % 0



商业道德

指标 单位 2019 年

接受过关于商业道德方面的培训员工占总员工百分比 % 100

由举报程序产生的报告数量 件 0

与商业道德相关的已确认时间或法律诉讼的的报告数量 件 0

针对商业道德问题进行内部审核/风险评估的经营地点占经营地点总数的

百分比

% 100

具有反腐败管理系统认证（ISO27001）的经营地点占经营地点总数的百

分比

% 100

客户满意度 % 90

已进行信息安全培训的员工人数 人 39

已进行反腐败培训的员工人数、占比 % 100

已进行反不正当竞争培训的员工人数、占比 % 100



可持续采购

指标 单位 2019 年

已经过可持续采购培训的采购员百分比 % 100

供应商中已经签署可持续采购章程/供应商行为准则的百分比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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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0

已经经过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估（例如问卷）的目标供应商百分比 % 100

已经经过企业社会责任（CSR）现场审核的目标供应商百分比 % 100

回收纸板采购量占全部纸板采购量的百分比 % 85

FSC认证纸板采购量占全部纸板采购量的百分比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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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治理

商业模式

公司是一家为国际知名品牌设计及生产终端陈列展示道具的企业。公司凭借优秀的品质与

服务，争取及巩固了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如戴森、宝洁、强生、欧莱雅等，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及量产化的服务，即 B2B模式。在陈列展示道具这一服务领域，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公司拥

有国际化水平的产品设计团队、位于昆山开发区的规模化自有土地及厂房、先进的生产设备、

严谨的生产管理体系，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陈列展示道具“从设计，生产，运输到店内安装执行”

一站式服务。公司还拥有多种不同材质陈列道具的生产能力，产品能够覆盖纸质、金属、木器、

亚克力及复合材质等。上述商业模式，突出了公司在陈列展示道具制造行业的优势，瞄准的是

有巨大潜力的市场，具有市场竞争力。报告期内，公司商业模式较上年度未发生较大变化。

公司治理

公司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已建立较为完善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治理结

构，制定了《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决策制度》、《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重大决策事项管理规定》、《防止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管理制度》等一系列管理制度；公司建立的管理体系适合公司业

务的运营需求。公司始终坚持稳健、慎重的经营原则，并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加强公司治理和

内部控制，特别是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的相关挂牌规则进一步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强化了

公司治理，为公司进一步规范发展提供了保障。



01 管理层和治理层对报告的责任

管理层负责按照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社会责任编制指南,指导报告的编制和披露工作,

使其实现公允反映,并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使报告不存在重大错报、漏报、瞒报

情形。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

姓名 职务 性别

金国禄 董事长、总经理 男

孙加平 董事、副总经理 男

姜臻 董事 女

张峰 董事 女

张敏 董事、财务总监 女

孙佳 监事会主席 女

陈婷 监事 女

葛冬梅 监事 女

高兴龙 董事会秘书 男



02 社会责任治理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负责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并监督其执行情况。社会责任办公室负

责对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给出的结果进行复核,并对环境、健康与安全、商业道德、采购等领域

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进行风险分析,必要时向总经理报告。此外,委员会进行有关企业社会责任

的研究,并考虑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中采用这些研究。

2019年,公司共召开 5次董事会,1次股东大会;顺利完成 3份定期报告、5份临时公告的编

制和披露工作,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切实

防范了公司内幕交易的发生;组织公司高管按时参加证券监管部门组织的岗位培训,公司高管执

业能力、规范意识、自律意识、诚信意识、创新意识、尽职尽责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高,有效促

进了公司规范运作与持续健康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

主任：董事长

行政部

委员

人事部

委员

财务部

委员

客户服

务部

委员

技术研

发部

委员

采购管

理部

委员

色彩管

理部

委员

纸品制

造部

委员

社会责任工作办公室



03 关注实质议题

为了全面识别利益相关方关注的议题,我们对利益相关方进行了调查,范围涵盖客户、员工、

经销商、消费者、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等。议题的收集通过现场访谈、电话访谈、调查问卷等方

式开展。

(1)议题收集

以国际、国内的社会责任标准为主,兼顾国家政策要求、行业议题趋势以及公司发展规划,

同时注重利益相关方的关注焦点,将议题分为经济议题、环境议题、社会议题和公平商业运营四

大类。

(2)主要来源

国际、国内社会责任标准:1SO26000、GRI、CASS-CSR4.0、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3)利益相关方关注来源

公司官网、行业协会的讨论意见、政府会议、利益相关方座谈会、可持续发展论坛、NGO

活动、经销 商工作会议、媒体报道等。

(4)议题库(28项）

公平合规经营

劳工保护

员工权益

反歧视

反虐待

推动伙伴履行责任

社区公益和慈善

环保志愿行动清洁

能源

维 护 人 权 供应

链 管 理 绿 色 办

公 绿 色 运 输

可持续采购

保护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发展

绿色 IT

循环经济

职业健康与安全

平等就业

客户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

员工培训和发展

利益相关方管理

员工代表

企业志愿者

全球产品战略应对

气候变化责任关怀

反腐败



04 与利益相关方沟通

我们与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沟通,通过通过各种有效的方式(如邮件、面谈、电话、会议、问

卷调查、培训、召开利益相关方会议）,与公司的利益相关方保持密切联系,及时获悉各方期待和

建议,高度关注外部环境及市场变化对公司的影响,关注媒体刊载的相关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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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发生损害利益相关方权益的情形。

利益相关方 利益相关方期望 沟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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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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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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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环境保护

公司高度重视环保工作,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把生态建设和

环境保护摆在事关企业生存发展的战略高度,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抓好节能减排、固废处置、

清洁生产等工作,突出产业绿色化改造,打造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产业体系。

报告期内,环保经费投入 51.674万元;接受过关于环境问题的培训(内部或外部）员工占员工

总数的 100%;采取过环境风险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 100%;对从事环保相关的岗位员工

培训率做到 100%,企业绿色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01 节能减排

公司紧紧围绕"节能减排,科学发展"这一主题,采取多种形式,把节能工作贯穿于我们的日常

工作之中。我公司从节能组织、节能宣传、节能技术应用三方面入手,突出重点,强化措施,狠抓

落实,紧紧围绕"节能减排责任目标值"认真开展工作,严格遵照各级各类能源法规完成工作,节能

工作不断完善、不断提升。

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各相关部门负责人成员的的环保节能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公司

节能减排领导最高机构,安排部署公司总体节能减排工作,实现了节能管理组织架构高效务实,为

节能管理工作扎实开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公司使用清洁能源，在生产厂房屋顶安装分散式光伏发电项目，正常投入使用。

节水意识宣传 分散式光伏发电项目

2019 年能耗数据

天然气 电力 热力 汽油 柴油

万立方米 万千瓦时 百万千焦耳 升 升

1.2805 69.4398 / 37621.28 22460.15



02 废弃物处置

公司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法》、《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关于环境安全管理的相关规定,防治

危险废物污染环境,保障员工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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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有处理

资质的单位处理,行政部安环专员负责对中标单位处理资质把关,保证公司危险废物得到妥善收

集、贮存、转移、处置,处置率达 100%。

2019 年危废处理情况

类别 废显影液 废包装桶 废抹布 废清洗液 合计

数量（吨） 8 3.1236 11.1364 12 34.26

2019 年一般固废回收利用情况

种类 产生量（吨） 处理量（吨） 处置方式

废纸板 359.590 359.590 回收利用

废 KT 板 367.950 367.950 回收利用

合计 727.54 727.54



03 废水/废气处理

报告期内,公司废气处置设施均能正常运行,印刷车间油墨、洗车水、橡皮布还原剂、异丙醇、

润版液挥发产生的 VOCs 废气以及润滑油、水性耐磨油、酒精挥发产生的非甲烷总烃废气。对

印刷车间进行封闭式处理，将印刷车间产生的 VOCs 废气收集，经活性炭吸附处理后室外无组

织排放，收集效率按 98%计，处理效率以 95%计，则 VOCs 排放量为 0.063t/a，排放速率为

0.0175kg/h，进行处理,废气经过处理后,均能够实现稳定达标排放,满足国家相关排放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废水处置设施均能正常运行,本公司生产项目无生产污水产生,生活污水经污

水管道接入昆山经济开发区水务有限公司光电产业园污水处理分公司处理达《太湖地区城镇污

水处理厂及重点工业行业主要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32/1072-2007）表 2 标准。

公司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制定了环境自行监测方案并进行公示,按照监测方案,公司委托有资

质的单位定期对相关污染物进行监测,废气:1 次/年生活污水:1 次/年）,并将监测结果公示。

公司 CTP 制版工序废水于 2018年新设置广东盛世净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冲版水循环一

体机，能大大节省自来水的用量和花费，节省 9成以上的清洁自来水，同时免去环保部门废水

拉走的高额成本。使废水再生循环利用，95%—99%的冲版水可以循环使用，节省成本，还可

减少废水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使冲版废水处理效果达到国家回用标准，冲版耗水量降至 0.1

升/张。

废水、废气监测报告 冲版水循环一体机



04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

公司持续推进突发环境事件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事后恢复等工作,提升基层环

保管理水平。加大环保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力度,强化应急预案的实战演练,严防事故发生,为环保

安全生产夯实基础。组织开展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等工作。结合基

层单位实际情况,分别部署组织开展了 VOCs治理、固废、危废管理、环保设施运行状况等专项

检查,有效地预防和减少公司突发环境事件的发生,控制、减轻和消除突发环境事件引起的危害。

公司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报送至昆山市生态环境局进行备案,并定期组织进行演

练,确保方案的有效性和可行性。



第三章 健康安全和谐的劳工关系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保障员工的权益。报告期内,公司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公司的激励、社保等薪酬和福

利制度,未发生违法用工、歧视员工、强迫劳动、拖欠员工工资等情形。

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针对不同岗位定期为员工配备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和保护设施,实

行安全环保生产责任制,不定期对员工的安全生产进行全面排查,加大安全宣传、培训力度,提高

员工的安全生产意识。报告期内,公司的生产情况平稳,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公司规定招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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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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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接受过防止歧视和侵犯人权培训的员工占总

员工的 100%;采取过人权审查或人权影响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 100%。

公司积极参与社会责任和职业健康安全国际认证，先后通过了 SA8000:2014社会责任国际

标准认证和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组织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认证。



01 人力资源数据

昆山多宾陈列股份有限公司员工数据

男员工 女员工 合计

217 139 356

员工民族构成分布

民族 人数

汉族 356

其他民族 0

员工教育程度

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

本科 专科 高中 初中及以下 合计

0 49 96 147 64 356

公司主要管理人员情况

主要管理人员人数 15

其中：女性主要管理者人数 5

其中：来自少数民族管理者人数 0



02 员工安全

公司积极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成立了由总经理任推行委员会主任，各部门主管

为委员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推行小组，体系经过近一年的运行，于 2019年 7月通过了安监部门组

织的第三方评审专家的肯定，获得了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认证。

持续推进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构建工作,提升基层安全管理水

平。 加大安全事故案例警示教育力度。

公司组织编制安全生产事故应急预案，并提交给昆山市安监局备案，备案号

320583-2018-388。编制安全生产事故应急演练方案，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强化应急预案演练,

尤其是现场处置方案的实战演练,严防事故发生,为安全稳定生产夯实基础。



03 职业卫生防护

公司设置了职业卫生管理机构,配备职业卫生专职兼职管理人员,同时制定年度《职业健康工

作计划和实施方案》,成立应急救援小组,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和宣传教育活动,通过演练和开

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活动,不断提升应对突发事故的自救互救能力,营造学习职业健康法律、

法规、标准的浓厚氛围。

报告期内,公司工伤事故 0起,因工伤而损失的工时为 0 ;社保全员覆盖，社保支出总额 320.42

万元。

公司每年聘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对公司生产现场职业病危害因素进行检测,并将检测结果

公布。

报告期内,采取过员工健康与安全风险评估的场所占所有工作场所的 100%;职业病检出率为

0;公司主要负责人、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病危害监测人员、接害劳动者上岗前、在岗期间

职业健康培训率达到 100%以上。

2019年,公司员工体检覆盖率 3.618%;工伤保险缴纳完成率达到 100%；个体防护用品配备、

完好、正确使用率达到 100%；职业病防治宣传教育培训告知率达到 100%；职业病防治公告栏、

警示标识、中文警示说明和严重岗位职业病危害告知卡设置合格率达到 100%。



04 薪酬政策

公司实行"固定工资+绩效工资"的分配模式,不断完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注重向一线岗位倾

斜,向高技能人员倾斜, 绩效考核结果与薪酬挂钩。报告期内,定期接受绩效考核的员工占有总员

工的 78%。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公司已初步建立高级管理人员绩效评价体系,科学设置考核要素和考核权重,下达绩效考核

指标,根据指标完成情况,对高级管理人员业绩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确定薪酬标准。

（1）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的决策程序
董事、监事的报酬由公司股东大会决定、高级管

理的报酬由公司董事会决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决定依据 根据所在岗位、执行公司相应的人事工资制度

报告期内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报酬合计 156.25万元（税前）

（2）年度总薪酬比例

报告期 最高年薪(元） 员工平均年薪(元） 年度总薪酬比率

2019 年 396000 107000 27.02%

（3）男女员工平均月薪

报告期 男员工平均月薪

(元）

女员工平均月薪(元） 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元）

2019 年 8900 8900 2020



05 福利待遇

为体现公司对员工的人文关怀,进一步推动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形成良好的企业向心力和凝

聚力。公司为员工提供法定福利、统一福利、专项福利。

医疗:公司为全体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和额外的团体意外保险，为接触职业危害因素的员工提

供强制性健康体检。

节日津贴:按照我国的民族传统习惯,每年的春节、中秋节公司在节日为员工发放米、面、油、

月饼等生活用品,以寄同乐之情。

防暑降温费: 每年六月份到九月份间,公司每月给员工发放固定的防暑降温津贴,并发放防

暑降温用品如冰镇饮料、绿豆汤等降温物资。

娱乐活动: 为了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增加员工对公司文化的认同感,公司根据员工建议不定

期的组织各种娱乐、文体、年度旅游活动。



2019 年度员工福利统计表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1 春节及其他节假日发放福利 479,106.34

2 防暑降温费 62,700

3 娱乐活动 236,043.21

4 合计 777,849.55

06 职工代表

职工代表大会是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是职工行使民主管理权利的机构。公司落实

职代会职权,依法保障职工审议企业重大决策,实行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权利。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的职工代表人数原则上按职工总数的 5%左右进行分配。职工代表由工

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组成。

员工代表与工厂管理层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谈论员工福利待遇、员工意见和呼声，争取

管理层的支持和回应。

报告期内覆盖正式选举职工代表的员工，占所有地区的全体员工的百分比 5.06%。



07 员工培训

2019 年全年共开展各类培训课程 128 个,职工培训率达到 96.9%,一线员工持证上岗率达

100%,建立完善培训工作制度, 把质量和效益的理念融入培训课堂,加强职工安全教育,注重一专

多能技术人员培养, 采用多种培训方式,职工培训效果稳定显著。其中,全年参与安全培训 222小

时,技能培训 38小时。

08 社区活动

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与当地社区互动，积极与开发区周边企业、政府相关单位等开展联宜

活动。

公司深入推进志愿服务工作有效开展,引导和动员全公司志愿服务尽义务、讲奉献、树形象,

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氛围蔚然成风。



第四章 商业行为和道德规范

01 廉洁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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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举报渠道( 投诉电话：13776357850 dobin@dobin.com.cn）欢迎各界的监督,

并且保证举报人不会因此受到报复和打击。

2019年接受公司反腐败政策及培训的管理层人员占比 100%;接受公司反腐败政策及培训的

业务合作伙伴 13家,占总数比 100%以上。

经确认的腐败事件总数 0起,因腐败被开除的员工 0人,腐败受纪律处分 0人;业务伙伴因腐

败被终止合同的事件 0起,公开诉讼的腐败案件 0起。

02 科技创新
公司管理层鼓励科技创新，加大对研发费用投入，创建足够数量的项目研发团队，对于项

目管理团队进行科技创新方面的奖励。

2019 年度研发投入数据

研发费用投入（元） 14,436，596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 6.9%

研发人员数量 66

研发人员占公司人数比率 18.5%

2019年度报告期内,公司新获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4项,合计获得 41项专利，企业竞争力持续

提升。

公司重视创新和产权保护工作，自 2018年度获得并维持了江苏省版权示范单位、昆山市高

新技术标杆企业等荣誉资质。



03 产品质量

公司是一家为国际知名品牌设计及生产终端陈列展示道具的企业。公司凭借优秀的品质与

服务，争取及巩固了一批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如戴森、宝洁、强生、欧莱雅等，为客户提供定制

化及量产化的服务，即 B2B模式。在陈列展示道具这一服务领域，经过十数年的发展，公司拥

有国际化水平的产品设计团队、位于昆山开发区的规模化自有土地及厂房、先进的生产设备、

严谨的生产管理体系，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陈列展示道具“从设计，生产，运输到店内安装执行”

一站式服务。

公司管理层意识到产品质量始终是最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核心能力，因此公司不断加大质量

管理体系的资源投入，先后获得了 ISO9001\印刷行业 GMI\G7 等质量认证。

公司参与陈列展示国际行业协会-SHOP奖项竞赛，自 2016年以来，集齐 OMA金、银、铜

三大奖项。



04 信息安全

为规范公司的信息管理,加强信息保密工作,防范信息知情人员滥用知情权、泄漏内幕信息、

进行内幕交易,维护信息披露的公平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并制定了信息安全培训计划、信

息安全风险评估处理计划,确保信息安全,满足客户需求,实施风险管理,实现持续改进。

05 反不正当竞争

为保障经济健康发展,鼓励和保护公平竞争,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公司及所有供应商均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信的原则,遵守法律和商业道德,严

禁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我们鼓励、支持和保护

一切组织和个人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公司向社会公开受理举报的电话、电子邮件地址,并为举报人保密;对实名举报并提供相关事

实和证据的,商业道德监察专员应当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2019年,关于不当竞争法律诉讼数

量 0件,发生客户信息泄露引起投诉事件 0起,未发生文件丢失事件。

时间 时长 人员 培训内容及方式 师资来

源

考核方式

3月 2学时 全员 ISO27001体系标准学习 外 请 素面考试

5月 2 学时 办公室

职员

360杀毒知识培训 行政部 现场提问

7月 2 学时 办公室

职员

网络维护、服务器及各种网络设备、全

设备配置

行政部

现场提问

9月 2学时 全员 信息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行政部 现场提问

10月 2 学时 内审员 内审员培训 外 请 现场提问

12月 2 学时 全员 员工手册 人事部 现场提问



第五章 倡导可持续采购
在过去的几年里,多宾陈列已在采购计划中对其负责的采购政策作出规定,在尊重供应商企

业文化、发展和员工的同时,加强成员间信息的交流与共享、强化采购制度控制、加强采购队伍

建设、严格采购程序、与供应链上下游共同制定风险防范计划,建立起操作简便、灵敏有效的风

险防范机制,借助产品质量、合同履约、库存周转、客户满意度等监控指标,进行供应链风险的识

别、评估与预警,以达到及时预防、控制和转移风险,保证整条供应链连续、平稳、有效地运行,

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供应商和多宾陈列的商务往来应遵循公平贸易的原则,不允许供应商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

和回扣、礼金贿赂等行为作为报酬来换取商业利益。多宾陈列设有商业道德监察专员,供应商若

被举报,则会失去与多宾陈列合作的机会,同时,相关人员将受到纪律处分。

报告期内,已经过可持续采购培训的采购员百分比 100%;供应商中已签署可持续采购章程/

供应商行为准则的 占比 100%;签订包含环境、劳工和人权要求条款合同的供应商占比 0%;已经

过企业社会责任（CSR）评估的目标供应商占比 100%;已经过企业社会责任（CSR）现场审核的

目标供应商占比 100%。

01 供应商管理

为了规范公司供应商管理,降低采购成本,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廉洁自律,公司采购作业严格

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公平竞争原则 和诚实信用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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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鼓励供应商建 ISO9001、1SO14001、OHSAS18001\CSR等管理体系,运用国际先进的管

理理念来促进其发展,我们在年度供应商业绩评价中会把上述多体系认证作为加分项考虑,并优

先选择通过上述多体系认证的供应商合作。

在签订新合同之前,本公司会对新客户的信用风险进行评估,并要求供应商作出社会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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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外部信用评级和在某些情况下的银行资信证明(当此信息可获取时）,确保客户的整体信用风

险在可控的范围内。



对新供应商进行评审,新供应商未经评审合格,不得向其采购物料。经评审合格后,可向其进

行小批量的试采购,稳定后可批量采购。

2019年,多宾陈列共有 13 家供应商进行了社会责任评估,13 家 A级供应商全部签订了社会

责任承诺书,包含人权条款或已进行人权审查的重要投资协议和合约占比 100%;具有重大负面影

响供应商 0家,终止关系的供应商 0家。

02 本地化采购

在公司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为更好融入当地社会,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当地市场的份额,将部

分原料采购和加工过程移往产品需求地由当地产业工人完成,与当地企业一起促进目的地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2019年,公司本地化（江苏省）采购金额超过 8000万元,占采购总额的 92.37%。

在招投标监督管理中,认真落实商业道德检查监督问责的主要职能,不断规范公司的采购招

标业务,堵塞漏洞。



03 绿色采购

为开展绿色采购,公司与供应商定期就环境事务（包括气候变化相关问题）进行互动。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公司实行绿色采购,将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社会利益纳入考虑范畴。我

们对供应商进行系统化管理,通过经验交流和责任审计机制,推动合作伙伴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我

们采取定期审核、交流讨论、通知函等方式对供应商的业绩进行审核,并对发现的问题限期整改,

否则将取消供货资格。

我们定期召开供应商会议,传递气候相关信息,使供应商更加重视。在 2019年召开的供应商

会议上,有 95%的供应商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我们解读了《供应商/分包商社会责任、环境和商

业道德政策》,发布了 2019年的供应商评估报告,并开展了供应商纠正改进措施培训。

我们愿意与供应商共同分享多宾陈列股份的管理理念,不断加强与供应商的交流与合作,保

持供应链的安全、稳定、持续发展。

公司采购的纸板产品设置回收型纸板采购目标，设置 FSC 认证物料采购目标。积极参与

FSC-COC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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