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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 ESG報告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及其子公司（統稱「魏橋紡織」、「本集團」、「集團」或「我們」）欣然發佈2021年的環
境、社會及管治（「ESG」）報告，詳述魏橋紡織在2021年內全面實踐可持續發展理念，並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所推行的
各項工作。有關企業管治的內容詳情，請參閱本集團2021年度年報內的企業管治報告。

報告範圍

ESG報告的內容主要集中於魏橋紡織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的核心業務，於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
（「本年度」、「年內」）在環境及社會層面的表現。ESG報告披露的範疇及關鍵績效指標涵蓋本公司及所有子公司（除另
有說明） ，環境及社會範疇的數據列載於附錄一，環境及社會範疇關鍵績效指標均已遵守「不遵守就解釋」原則。

報告準則

ESG報告乃依照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所編
寫。報告內容均遵守《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的匯報原則。除非另有說明，ESG報告以人民幣為貨幣單位。

匯報原則  

ESG報告的內容乃透過接觸持份者及進行重要性評估程序釐定，當中包括識別與ESG相關的議題、收集及審視管理
層及持份者的意見、評估議題的相關及重要程度，以及編制及核實所報告的資料。ESG報告全面涵蓋不同持份者所
關注的重要議題。關於重要性評估工作的詳情，請參閱本報告中的「重要性評估」章節。

ESG報告當中披露了聯交所主板《上市規則》附錄二十七《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指引》內適用的量化關鍵績效指標，
讓持份者全面瞭解本集團的ESG表現。有關匯報排放量所用的標準、方法、假設及計算的參考依據的資訊，以及該
等關鍵績效指標所用的轉換因數，將於適當位置列示。為方便比較不同年度之ESG表現，本集團已在合理可行情況
下盡量採用一致的計算方法。 其方法如有變更，本集團亦會於相應的章節中呈列和詳細說明。

信息及反饋

有關本集團環境保護、社會責任及企業管治的詳細信息，請參閱本集團的官方網站(www.wqfz.com)及年報。本集團
重視您對此份報告的看法，若有任何意見或建議，歡迎以電郵形式發送至以下郵箱：wqfzesg@wqf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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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最大的棉紡織企業之一，魏橋紡織始終全面實踐可持續
發展理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本ESG報告涵蓋了我們本年度在
可持續發展方面的工作和表現。

本年度，面對疫情常態化的挑戰，以及供應鏈、通脹壓力和能
源價格等因素的不利影響，本集團繼續全面落實疫情防控工作，
保證企業生產經營秩序穩定。同時，本集團持續加大轉型升級投
入，推進自動化和智能化改造，通過數字賦能和綠色轉型提升企
業競爭力，並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在生產效益提升方面，本集團繼續推進綠色智能紡織一體化工廠
重點項目，加快新舊動能轉換，同時實施了一批節能技術改造。
綠色智能化工廠實現了生產全程智能化、控制系統智慧化、在線
監測信息化、製造過程綠色化，整體技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並
入選二零二一年山東省智能工廠名單。同時，魏橋紡織智能紡紗
項目入選二零二一年全國智慧企業建設創新案例。除此之外，本
集團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推動節能降耗。一方面發展再生棉等綠
色循環產業，綜合提升棉花資源循環利用水平；另一方面優化工
藝流程，提高設備效率，實現能源的高效利用。

在安全生產方面，本集團始終堅持「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
治理」的工作方針，全面推進安全生產標準化體系和建設雙重預
防體系。本集團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加強隱患排查治理，完善應
急管理體系並加強治安巡查，提高企業安全水平。

張紅霞
女士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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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綠色發展方面，本集團積極響應「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政策，優化能源結構，並順利通過了全球再生標準GRS
認證，入選了國家綠色工廠名單。本集團持續提高綠色能源的比重，在廠房屋頂建設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已建成
部分並網發電；同時加強產學研合作，開發綠色創新產品，為企業的高質量及可持續發展提供內生動力。在開展碳
中和相關工作上，本集團加快開展「雙碳」戰略規劃，魏橋紡織與中紡聯社會責任辦公室合作，加入了中紡聯「氣候創
新2030」行動，並發佈了「雙碳」目標，力爭在2023年實現碳達峰，2049年前實現自身運營範圍內碳中和。

在員工權益方面，本集團採取各種有效措施，不斷改善工作環境，以提高員工保障水平。本集團始終堅持「以人為
本」的人力資源管理理念，不斷深化培訓、考核、待遇一體化的培訓機制和激勵機制，打造了一支高素質人才隊伍。

在社會公益方面，本集團一向重視企業社會責任，在追求企業發展的同時，努力推動社會進步並密切關注民生。本
集團充分發揮「士平公益基金會」的作用，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東華大學、中南大學設立獎教金或科研基金，捐贈人
民幣4,000萬元支持河南、山西抗洪救災。

展望未來，本集團將繼續實踐自身的ESG理念，以高標準和嚴格要求履行節能環保等社會責任；同時堅持綠色發展，
加快數字化改造步伐，建設智能工廠，在存量資產上進行改造提升，走出一條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董事長
張紅霞 女士

2022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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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概況

魏橋紡織是山東魏橋創業集團有限公司（「魏橋創業」）控股的上市子公司，主要從事生產、銷售及分銷棉紗、坯布和
牛仔布及電力和蒸汽業務，是世界上生產規模最大的棉紡織企業之一。魏橋紡織共建有四個生產基地，技術實力雄
厚，具備生產高技術含量和高附加值產品的能力。年內，魏橋紡織產品年產量約41.1萬噸棉紗、72,800萬米坯布及
3,900萬米牛仔布，全年新開發產品達3,591餘個。年內總產銷率亦表現超群，比上年度上升0.28%，其中牛仔布產
銷率148.33%，同比上升76.81%。此外定制新品種發貨同比增長13.99%、內銷銷售額同比增長36.64%、非棉和混
紡品種內銷銷售額則同比增長38.69%、出口創匯同比增長33.3%；而非棉和混紡品種創匯金額則同比增長20.09%。

本集團堅持轉型升級，努力提升智能化水平，同時積極優化產品結構。本年度，在產品研發方面，本集團繼續堅持
創新，研發功能化的新產品，逐步提高中高檔產品的比例。在生產和運營方面，本集團亦通過管理創新策略和進行
技術改造，以提高設備智能化和數字化水平，提升生產效率。本年度，本集團入選二零二一年全國智慧企業建設創
新案例，而魏橋紡織智能紡紗項目入選二零二一年全國智慧企業建設創新案例。在銷售方面，本集團主動迎合市場
需求，並努力應對複雜多變的市場環境，以穩定國內和國際市場的市場佔有率。

經營理念

魏橋紡織秉持「為國創業，為民造福」的核心價值觀，帶動社會經濟發展、擴大勞動就業、增加員工收入以及構建和
諧社會作為企業的發展動力和自覺追求，為拉動社會經濟發展做出貢獻。與此同時，魏橋紡織亦全面貫徹落實新發
展理念，推動高質量發展，在傳統製造業中開拓轉型升級之路。魏橋紡織亦積極踐行綠色製造理念，持續推進治污
減排和資源綜合利用，高標準、嚴要求地履行節能環保等社會責任，在提升企業自身價值和為股東創造最大回報的
同時，努力推動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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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管治聲明

為了有效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本集團建構了由上而下的ESG架構。上至本集團董事會，下至各工作單位，均有明
確責任，以確保本集團所履行之環境和社會責任的政策及措施得以有效執行。本集團董事會擔當領導角色，直接監
督本集團ESG相關事宜的執行情況，並督導各部門間之溝通，以便於ESG相關議題上合作協商。同時，董事會負責
監督年度ESG報告的起稿與編成，審閱及檢討ESG報告之內容及質量，以確保ESG報告符合董事會之要求。

在ESG相關風險管理方面，董事會積極監督並尋找更有效及符合本集團整體可持續方針的ESG策略及方案，確保公
司之業務營運緊貼國際間ESG相關事宜的最新趨勢，以預防及盡量減少集團業務帶來的負面影響。此外，董事會於
本年度委聘了第三方獨立顧問公司協助管理本集團的ESG事宜，進行數據和資料收集及分析工作，並就ESG績效表
現提供改善建議。顧問公司亦協助董事會收集和分析本集團持份者對ESG事宜的意見，並進行重要性評估，讓持分
者對各項ESG議題的關注程度評分及排序，以識別本集團的重要ESG議題及制定長遠發展策略。

其後由管理層統籌及監督可持續發展方針及戰略的實施，協助制定相關政策及措施。相關的工作單位則負責在業務
營運的各階段中，落實執行相關政策及措施。同時，董事會亦嚴格監察員工接受ESG相關培訓的次數及質量，並不
時檢討可持續發展的方針及政策，並在需要時作出調整，以確保本集團推行ESG政策的表現及其有效性、可行性及
適用性。

領導：
   董事會

統籌及監督：
   管理層

落實執行：
   工作單位

持份者參與
ESG報告的編寫，有賴各部門同事的支持和參與，促使本集團更清晰地瞭解目前在環境和社會層面的發展水平。
ESG報告收集的資料，既是本集團於本年度開展環境和社會相關工作的總結，也是本集團制定短期和長期可持續發
展策略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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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本集團深明持份者對企業業務發展至關重要，因此本集團在日常經營中積極以多種方式及途徑與持份者
進行有效溝通，以持份者的意見和訴求作為本集團制定和實施短期及長期發展策略的基礎，與其共擔責任、共享成
果。

持份者 期望與要求 溝通與回應方式

政府與監管機構 • 遵守國家政策及法律法規
• 促進地方經濟發展
• 帶動地方就業
• 按時繳稅

• 定期匯報信息
• 與監管機構定期會話
• 專題匯報
• 檢查及監督

股東 • 收益回報
• 合規運營
• 提升公司價值
• 信息透明及高效溝通

• 股東大會
• 集團公告及通函
• 電郵、電話通訊及公司網站
• 專題匯報
• 實地考察

合作夥伴 • 誠信經營
• 公平競爭
• 依法履約
• 互利共贏

• 審查與評估會
• 商務溝通
• 交流研討
• 洽談合作

客戶 • 優質產品與服務
• 健康與安全
• 依法履約
• 誠信經營

• 客戶服務中心和熱線
• 客戶意見調查
• 客戶溝通會議
• 社交媒體平台
• 回訪

環境 • 達標排放
• 節能減排
• 保護生態
• 合理用水

• 與當地環境部門交流
• 與當地居民溝通
• 遞交報告
• 調研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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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份者 期望與要求 溝通與回應方式

行業 • 行業標準制訂
• 促進行業發展

• 與當地勞動部門溝通
• 參與行業論壇
• 考察互訪

員工 • 權益維護
• 職業健康及安全
• 薪酬福利
• 職業發展
• 人文關懷

• 員工溝通會
• 公司內刊和內聯網
• 員工信箱
• 培訓與工作坊
• 員工活動
• 職工代表大會
• 民主座談會

社區及公眾 • 改善社區環境
• 參與公益事業
• 信息公開透明

• 公司網站
• 公司公告
• 傳媒採訪
• 社交媒體平台
• 社區溝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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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評估
在ESG報告的編製過程中，本集團委託獨立第三方顧問協助本集團公平公正地進行重要性評估。重要性評估的實施
分為以下三個主要階段：

(i) 基於國家及地方相關標準和政策、行業特點以及本集團自身發展情況，確立了40項可能影響本集團業務或持
份者在ESG方面的潛在重要議題；

(ii) 邀請內部及外部持份者（包括員工、管理層、董事、客戶、供貨商和社區）填寫網上問卷，以收集並識別其對
各議題的關注程度；

(iii) 分析868份有效調查問卷，建立「對本集團業務的重要性」和「對持份者的重要性」二維矩陣，確定潛在重要議題
的優先次序。

下圖為在問卷調查結果的基礎上分析所得的重要性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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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資源 僱傭及勞工實務 營運慣例 社區投資

1 遵循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
法規

18 遵循有關勞工的法律 
法規

25 遵循有關營運的法律
法規

38 公益慈善

2 廢氣管理 19 薪酬及福利 26 供應商環境風險管理 39 推廣社區發展

3 車輛排放管理 20 工作時數及假期 27 供應商社會風險管理 40 消除貧困

4 廢水管理 21 員工多元化與平等機會 28 採購慣例

5 噪音管理 22 職業健康與安全 29 質量管理

6 溫室氣體排放 23 培訓與教育 30 客戶健康與安全

7 廢棄物管理 24 童工及強制勞工 31 負責任的銷售與營銷

8 能源消耗 32 客戶服務管理

9 水資源使用 33 知識產權保護

10 綠色辦公室 34 研究及開發

11 綠色能源項目 35 信息安全

12 綠色建築 36 客戶隱私

13 原材料及包裝材料的使用 37 反貪污

14 土壤污染管理

15 生態保護

16 應對氣候變化

17 環境事件的防止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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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分析問卷調查結果，本集團得以確定8項重要議題，並在ESG報告中詳盡披露了該等議題。

重要議題 對應章節

1 遵循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 排放管理 
節能減排

14 土壤污染管理 排放管理 
生態環境保護

15 生態保護 生態環境保護

19 薪酬及福利 僱傭政策 
關愛員工

20 工作時數及假期 僱傭政策

22 職業健康與安全 職業健康與安全

24 童工及強制勞工 僱傭政策

25 遵循有關營運的法律法規 供應鏈管理 
質量保障 
產品宣傳 
客戶服務 
隱私保護 
廉潔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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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作為全世界的目標，本集團相信可持續發展是未來必不可少的方針。因此本集團致力兼顧環境、社會及經濟效益，
不遺餘力地踐行企業責任。本集團更期望成為可持續發展表現領先全球同業的紡織商。為實現此願景，本集團的管
制方針、業務決策、乃至各個營運環節均考量可持續發展元素。此外，本集團亦會與客戶、社區及供應商等持份者
共同努力達成各自的可持續發展目標。

本集團響應聯合國倡議，識別出8項與我們最為相關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主力在這些領域做出貢獻並發揮正面影響。
下表列出了所有相關目標和概述了本年度在各項指標中產生的正面效益。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具體目標概要 正面效益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3.9到2030年，大幅減少危險化學
品以及空氣、水和土壤污染導致
的死亡和患病人數。

採用全封閉環境式煤場，有效減少了粉塵產生
量，實現「燃煤不見煤」。本集團為所有發電機
組配置了煙氣除塵、脫硫和脫硝設施，而所有
有害廢棄物均會經過適當處理和儲存。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4.3到2030年，確保所有男女平等
獲得負擔得起的優質技術、職業
和高等教育，包括大學教育。

本集團參與「三一助學活動」，並成立多個扶貧助
學小組，祈盼弱勢群體都能平等的獲得受教育
的機會。

4.5到2030年，消除教育中的性別
差距，確保殘疾人、土著居民和
處境脆弱兒童等弱勢群體平等獲
得各級教育和職業培訓。

本集團為有經濟困難的員工提供財政幫助，
確保他們的子女不會因貧窮而失去受教育的權
利，並為身處鄒平市的困苦學生發送合計人民
幣88,000元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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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具體目標概要 正面效益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6.4到2030年，所有行業大幅提高
用水效率，確保可持續取用和供
應淡水，以解決缺水問題，大幅
減少缺水人數。

推行漿染聯合機冷凝水回收利用及漿紗機用水回
收利用項目（該項目已列入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
《節能減排技術暨創新應用目錄》，以及工信部及
水利部公佈的《國家鼓勵的工業節水工藝技術和
裝備目錄》）。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8.5到2030年，所有男女，包括
青年和殘疾人實現充分和生產性
就業，有體面工作，並做到同
工同酬。

努力匯集來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層次
的人才，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同時依照
《禁止使用童工規定》等相關規定嚴格審核應聘
者的身份信息，確保其可合法受僱。

8.7立即採取有效措施，根除強
制勞動、現代奴隸制和販賣人
口，禁止和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
工，包括招募和利用童兵，到
2025年終止一切形式的童工。

本年度，本集團無發現童工。

61I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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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12.2到2030年，實現自然資源
的可持續管理和高效利用。

盡可能回收一切可利用的廢棄物，以減少廢棄
物送往堆填區和對環境的影響。

12.5到2030年，通過預防、減
排、回收和再利用，大幅減少
廢物的產生。

本年度，我們已回收了1,803千噸無害廢棄物。



關於魏橋紡織

14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具體目標概要 正面效益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13.3加強氣候變化減緩、適
應、減少影響和早期預警等方面
的教育和宣傳，加強人員和機構
在此方面的能力。

培訓內容涵蓋生產與國家節能政策、環境保護
的重要性，以及節能減排的要求及環保控制指
標等。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14.1到2025年，預防和大幅減
少各類海洋污染，特別是陸上活
動造成的污染，包括海洋廢棄物
污染和營養鹽污染。

本集團有措施適當處理不同種類的廢棄物，將
廢棄物加以處理並儲存，並盡力回收、重用一
切可用資源。減少資源需求並減少對生態系統
帶來污染。

61ICONS
CHINESE
17 ICONS: COLOUR VERSION

ICONS

Do not alter the colours of the SDG icons.

經濟適用的
清潔能源

無貧窮 零飢餓 良好
健康與福𧘲𧘲

優質教育 性别平等 清潔飲水和
衛生設施

體面工作和
經濟增長

工業、創新和
基礎設施

減少不平等 可持續
城市和社區

負責任
消費和生產

氣候行動 水下生物 陸地生物 和平、正義與
強大機構

促進目標實現的
夥伴關係

15.4到2030年，保護山地生態
系統，包括其生物多樣性，以
便加強山地生態系統的能力，使
其能夠帶來對可持續發展必不可
少的益處。

本集團致力推動綠色環保，鼓勵員工參與參植
樹活動。本集團自營業至今種植107,087棵樹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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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紡織貫徹國家的綠色發展方針，響應國家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國策，努力推進企業、社會、國家，以致全球
的可持續發展。作為紡織行業這一重要工業領域中的一員，魏橋紡織擔當行業內的領導角色，將綠色生產和節能減
排的理念融入生產、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中，不遺餘力地踐行其企業環保責任。

本年度，魏橋紡織繼續嚴格遵守國家和地方有關環境保護和污染控制的法律法規，並以ISO14001:2015環境管理體
系為基礎，繼續堅持執行高標準的環保管理體系，提升於排放物處理、節能減排、環保設施建設與運營、綠色辦公
等多方面的表現，積極推進生產運營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

排放管理

廢水處理
本集團生產運營排放的污水主要來自紡織及發電業務的生產廢水及生活污水。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
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委託有資質的第三方檢測機構每月對污水處理廠排放口的水質進行檢測。我們嚴格控制污水
相關排放參數，按照規範流程操作，並合理加入藥劑，確保藥劑達到最佳使用效率，確保排放物符合規定的標準。
我們在排放口安裝的在線監測系統可實時上傳監測數據至環保監控平台，而當地環保部門亦會經常到現場取樣檢
測。本集團保證在線監測系統及污水處理設施穩定運行，一旦發生故障會立刻通知人員進行維修，以防止廢水污染
附近生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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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處理廠 污水來源 排放途徑 執行標準

魏橋創業污水處理廠 子公司山東銘宏紡織科技
有限公司紡織生產及生活
污水

處理達標後，回用或排
入小清河

《流域水污染綜合排放標
準第3部分：小清河流域》
(DB37/3416.3-2018)

鄒魏第三工業園牛仔布污水
處理廠

本公司鄒魏第三工業園牛
仔布、針織廠生產及生
活污水

處理達標後經市政污水管
網排入鄒平市污水處理廠

《紡織染整工業水污染
物排放標準》（GB4287-
2012）

濱洲魏橋科技工業園污水處
理廠

子公司濱州魏橋科技工業
園有限公司紡織生產污水
及生活污水

處理達標後經市政污水管
網排入濱州市政污水處理
廠

《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
質標準》（GB/T31962-
2015）

– 子公司威海魏橋科技工業
園有限公司及威海魏橋紡
織有限公司的紡織生產及
生活污水，以及威海電
廠的生產及生活污水

經由市政污水管網排入威
海市政污水處理廠

《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
質標準》（GB/T31962-
2015）

– 子公司山東宏傑紡織科技
有限公司及山東宏儒紡織
科技有限公司的紡織生產
及生活污水

經由市政污水管網排入鄒
平市污水處理廠

《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
質標準》（GB/T31962-
2015）

鄒平縣匯能熱電有限公司
（「匯能熱電」）污水處理系統

匯能熱電生產及生活污水 處理達標後經由市政管網
排入鄒平市長山鎮污水處
理廠

《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
質標準》（GB/T31962-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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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本集團為了提高污水處理廠人員對處理各類事故的應急能力，我們已根據《污水處理廠應急預案》進行年度
應急演練。第四污水處理廠於年內進行了設備故障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演練，驗證應急方案操作性和提升員工處理能
力。通過是次演練，相關人員得以熟悉事故發生後的聯絡、處理流程和救治方法，讓事故對環境及人員的影響減至
最低。

突發環境事件應急演練

廢氣處理
本集團排放的廢氣主要來自電廠燃煤發電過程，所產生的主要污染物包括煙塵、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我們在排放
口安裝的在線監測系統可實時上傳監測數據至環保監控平台。本集團煤場的全封閉環境，大大減少了粉塵產生量，
實現「燃煤不見煤」。本集團繼續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並已為旗下所有發電機組配
置了煙氣除塵、脫硫和脫硝設施，響應國家相關政策和要求，以全面實現超低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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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廢棄物處理
本集團繼續嚴格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危險廢物污染防治技術政策》、《危險廢物轉移聯
單管理辦法》、《危險化學品安全管理條例》及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等有關規定。本集團產生的廢棄物包括無害及有
害廢棄物。無害廢棄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塑料、金屬、電廠粉煤灰、脫硫石膏以及爐渣。有害廢棄物主要是廢潤滑
油、廢脫硝催化劑及其他辦公類型廢物，例如廢電腦及廢打印機等。我們將有害廢棄物存放於專門的存放點，並在
完成轉移申請和審批後，委託有資質的公司運輸和處理。以下為各類廢棄物的詳細處理方式：

• 生活垃圾由市政環衛部門清運處理；

• 可回收的固體廢棄物均通過招標出售予具備處理能力的公司進行回收利用；

• 部分可回收的辦公類型廢棄物，例如打印機及廢電腦，由廠家回收；及

• 電廠除塵設備收集到的粉煤灰、脫硫設施產生的脫硫石膏，全部外售予建材企業進行使用，實現固體廢棄物
的綜合利用。

我們盡可能回收一切可利用的廢棄物，以減少廢棄物送往堆填區和對環境的影響。本年度，我們已回收了1,803千
噸無害廢棄物。本集團亦制定了《危險廢物減量預案》，採取源頭減量，積極減少有害廢棄物的產生量和危害性，為
催化劑、潤滑油及蓄電池等主要有害廢棄物訂立具體減量措施，並定期進行檢查維修及加強設備管理，從而減少耗
損及延長物料和設備的使用壽命，避免浪費。本集團致力減少各種排放，回收可重用的資源確保採用可持續的生產
模式，適當處理有害廢棄物，減少任何污染陸地及海洋生態系統的可能性，務求達致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3.9、
12.2、12.5、14.1及15.4。



192021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噪音控制
針對紡織、電力生產及污水處理過程中產生的噪音，本集團繼續嚴格遵守《工業企業噪聲衛生標準（試行草案）》及《工
業企業廠界環境噪聲排放標準》（GB12348-2008）等相關標準，推行多項噪音控制措施，以保障員工職業健康及盡可
能減輕對廠區周邊環境的影響：

• 根據不同車間的噪音差異進行隔離分段，對噪音較大的車間採取安裝天花板吸音、門簾隔音等降噪措施；

• 向員工提供個人防護用品，例如耳塞，並要求員工於工作時配戴，以減輕噪音對其造成的危害；及

• 於噪音超過80分貝的車間增設降噪室。

本年度，魏橋紡織委託了第三方機構為工業園區進行廠界噪聲檢測，評估污水處理廠的營運對附近環境帶來的噪聲
影響，以確定廠房噪音符合標準，並從而做出改善，致力減少噪音對環境及員工健康的影響。

節能減排

宣傳教育
為推動員工積極參與節能減排工作，本集團透過宣傳和教育提高員工在節能減排方面的意識。本集團深入開展節能
宣傳教育，提高全體員工的責任意識、節約意識和環保意識，引導和帶動全體員工營造節能減排的良好氛圍。本集
團為員工提供節能減排方面的培訓，培訓內容涵蓋企業生產與國家節能政策、環境保護的重要性，以及節能減排的
要求及環保控制指標等。培訓有助員工進一步瞭解清潔生產、節能減排工作的重要性，從而強化及普及了員工的環
保意識及減少氣候變化的能力，符合可持續發展目標13.3。

節能減排培訓



踐行企業環保責任

20 魏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

節約能源
本集團設有電廠為運營提供電力和蒸汽。電力主要用於紡織生產中的耗電設備以及員工生活用電，蒸汽則主要用於
推動汽輪機發電、紡紗漿紗等工序以及冬季供暖。為提高電力使用效率，本集團繼續推行LED (Light-emitting diode)
燈、節能控制器、變頻器、變頻器風扇等節能產品和配件的使用，不斷改進及更新現有設備和技術。本集團持續
提高綠色能源的比重，在廠房屋頂展開分佈式光伏發電項目，已於年內完成部分建設，並在發電時併入供電電網運
行，以實際行動支持綠色能源發展。

在蒸汽消耗方面，用作發電的蒸汽會透過汽水循環系統回用於發電過程，以減少蒸汽的流失及消耗。除此之外，本
集團亦會對蒸汽消耗量進行嚴格定額控制，於各分廠之間施行對標管理，同時重視一切可以利用的餘熱尾汽，以最
大限度提高蒸汽使用效能。

水經過鍋爐加
熱成蒸汽

蒸汽推動汽輪
機旋轉發電

蒸汽排入冷凝
器中冷卻成水

加入補給水以
補充過程中損
失的蒸汽

升壓、除氧及
加熱後將水送
回鍋爐

汽水循環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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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水耗
除了致力減低業務營運中的能源消耗，本集團明白水資源的寶貴，堅持高效用水的原則，節約水資源。為提高電廠
的水資源利用效率、減少浪費並降低發電成本，本集團旗下電廠於本年度繼續實施以下措施，在滿足生產要求的前
提下，循環利用水資源，盡量提高水的復用率：

• 利用藥劑提高循環水濃縮倍率以減少涼水塔排污量；

• 涼水塔排污水用於全廠工業用水、脫硫工藝補水、綠化用水、廁所沖洗水，以減少廢水排放；

• 廠內設有工業廢水處理系統，工業廢水經處理達到《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工業用水水質》(GB/T19923-2005）的相
關標準後，優先回用於廠內綠化用水和廁所沖洗水；

• 廠區內實施雨污分流，最終無法回用的廢水經處理符合《污水排入城鎮下水道水質標準》(GB/T31962-2015）後
經由市政管網排入當地市政污水處理廠；及

• 建立自動調漿控制系統，實現精準調漿，令漿紗質量穩定，同時減少水資源的消耗。漿紗過程中，調漿是用
水的主要工序，改造前需要人手調漿、注水，精準度不高，對水資源造成一定浪費。同時，由於人手操作，
故未能準確量度溫度、時間和濃度，影響漿紗質量。通過使用自動化設備，進水、浸泡、預熱、煮漿整個過
程受到控制，節約水資源。

可持續魏橋紡織部分節水項目得到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與國家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的認可。例如，我們的漿
染聯合機冷凝水回收利用及漿紗機用水回收利用項目已列入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節能減排技術暨創新應用目錄》，以
及工信部及水利部公佈的《國家鼓勵的工業節水工藝技術和裝備目錄》。通過大幅提高用水效率減少對水資源的需求和
污染以達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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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物料
本集團透過循環使用及回收的方式，善用生產過程中的各種物料，包括包裝材料及廢舊物資等。本集團外銷產品一
般會根據客戶需求進行包裝。為節約包裝材料並減少廢棄物產生，本集團內部使用的棉紗均採用可循環使用的塑料
管和編織袋運送至下一生產單位。

為減少物資配件浪費，一方面，本集團繼續遵照內部制定的「交舊領新」物料發放原則，確保生產所需的每一個配件
均能發揮正常效能；另一方面，廢舊物資按種類劃分並交送至園區廢舊物資回收處進行分類處理。廢舊銅件、鋁件
及電纜由倉庫妥善保管並統一招標拍賣；電器類組件和物資則交由電器維修科拆零使用，維修科確認無利用價值後，
集中報廢並交由有資質的單位處理。以上措施有助減少直接送往堆填的垃圾量，並降低因垃圾棄置而對環境造成的
負面影響。

節能減排成果
魏橋紡織過往一直於節能減排方面取得亮麗成果。本年度，本集團仍然絲毫沒有鬆懈，對漿液循環泵機組進行改
造，努力降低勞動強度與生產成本的同時，亦減少了資源的消耗，提高了生產過程的可持續性。

漿液循環泵機組存在出口壓力大導致設備頻繁損壞及滲漏，以及用電量較大的問題。為此，我們對漿液
循環泵機組進行改造，以達到降低管道壓力，減少包括膨脹節、噴嘴及葉輪等設備磨損以延長使用壽命
的效果。改造後的漿液循環泵機組較去年度可節省約人民幣95萬元。

此外，原來的漿液循環泵機組在進入機組的硫的性質改變時需要停機重新啟動，而改造後的漿液循環泵
機組可以直接接受各種性質的硫，對機組穩定運行提供保障。同時，我們亦可於改造後的漿液循環泵機
組對頻率進行微調，使漿液的pH值穩定，提高脫硫效率，維持良好的漿液品質。

漿液循環泵機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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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辦公

魏橋紡織於運營中積極推行可持續的管理理念，不僅嚴格控制生產過程的資源使用情況，更致力營造綠色的辦公文
化。本年度，本集團繼續推行以下多項措施以節約水、電，並減少紙張等辦公用品的浪費，減少資源消耗與碳排放：

• 要求員工下班後關閉各類電器的電源；

• 減少電腦、打印機、複印機等辦公設備待機能耗；

• 實施自動空調管理系統，配備中央控制、遠程溫度濕度感應器等；

• 加強照明節電管理，大辦公室採取選擇性開燈；

• 充分利用視頻會議系統；

• 推動辦公用紙等資源的循環利用，堅持雙面打印；

• 按人數印刷企業宣傳和產品推廣的宣傳手冊；

• 通過信息中心自主研發的辦公系統、內部局域網及通訊軟件等電子通訊渠道上傳和分享文件及材料，減少不
必要的打印；

• 在更新空調、計算機、燈具、墨盒等辦公設備時，優先選用具有節能效益、可循環使用的產品；

• 減少使用紙杯等一次性用品；

• 減少公務車的使用，定期維護車輛，降低油耗；及

• 積極響應國家環保政策，要求員工採用步行、公共交通工具及私家車單雙號限行的方式上下班，以做到綠
色、環保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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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環境保護

本集團在生產營運過程中產生的廢氣、廢水和溫室氣體等，對生態環境存在潛在風險。為了降低潛在風險，建設和
諧生態，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水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
物污染環境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規。本集團在項目的開發、建設及運營過程中，認
真落實環境監測和土地的保護。本集團定期監測土地情況，確保工業廢水的地下輸送管線或儲存池沒有滲漏，並於
廠區內地下管線、儲水池等設施設置防滲措施，避免污染土壤和地下水。本集團會繼續完善相關土壤勘查工作，保
護土地健康，建造美好的廠區環境。除此之外，本集團倡導綠色環保志願精神，鼓勵員工積極參與義務植樹等環保
公益活動，為環保作出貢獻。本集團於開始營業至今種植107,087棵淨樹木，其中在本年度中種植合計49,763棵不
同植物為環境綠化，為改善氣候變化，扭轉土地退化以及恢復綠地生態系統出一分力。

 

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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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氣候變化

氣候變化等環境問題是當前全球面對的一大挑戰，更為集團業務帶來風險。為了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極端天氣與自
然災害，本集團已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防洪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防震減災
法》等國家法律法規，制定污水處理廠應對各類極端天氣與天然災害的政策及措施。

本集團並就此識別出不同的過渡風險，例如對報告溫室氣體排放量的責任提升、對現有服務有更嚴謹的要求和監管
等政策風險。而隨著對全球暖化和氣候變化的關注日益提升，本集團需因而以溫室氣體排放較少的方案替代現有產
品和服務，並實施低碳轉型，將生產方式轉變以適應較低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使本集團的營運成本上升。此外，
氣候變化或會產生不同的實體風險，本集團有可能於未來面對更嚴重的極端天氣事件和降雨模式改變，對業務構成
威脅並影響其業務及財務表現（如更頻繁的天然災害令設施損毀，導致維修費增加等），直接和間接地影響集團的營
運。

本集團堅持安全第一的理念，嚴格執行相關管理措施，提醒管理人員必須以身作則，以保障員工生命安全和減少財
產損失。本集團亦會定期管理及監察氣候相關風險，並與持份者進行溝通，以瞭解及識別可能對業務造成影響的氣
候風險。為保障員工的安全，我們會在颱風來臨前對戶外大型標識牌、棚架等懸空、高空設施進行加固，以防高空
落物砸傷人員。我們亦以就不同極端天氣狀況制定相關應急方案及特別工作安排。於防洪、防汛災害方面，本集團
會舉行季節性檢查，識別相關風險並對存在隱患的地方及時修理。此外，我們配備應急水泵，以確保污水的排放能
力，同時監督污水數據，確保污水在突發情況下也達標排放。本集團亦定期進行應急演練，確保管理人員具備處理
危急事件的能力，以控制、減輕和消除危急及極端天氣事件帶來的損害和影響。

為減緩氣候暖化，本集團積極響應「碳達峰、碳中和」的國家政策，優化能源結構，並順利通過了全球再生標準GRS
認證，入選了國家綠色工廠名單。本集團亦加快開展「雙碳」戰略規劃，魏橋紡織與中國紡織聯合會社會責任辦公室
合作，加入了中國紡織聯合會「氣候創新2030」行動，發佈了「雙碳」目標，力爭在2023年實現碳達峰，2049年前實
現自身運營範圍內碳中和。同時本集團亦在其他環境範疇確立了目標，這些目標能使本集團業務未來發展方向更符
合可持續發展要求。

範疇 相關目標

溫室氣體 力爭在2023年實現碳達峰，2049年前實現自身運營範圍內碳中和
致力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廢棄污染物 致力減低廢棄物排放

能源使用 致力於降低能源消耗

水資源使用 致力於節約用水、循環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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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紡織視每名員工為集團重要的支柱、成長發展的基石，亦是本集團的動力和活力來源。魏橋紡織不僅致力於為
員工營造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清晰的職業發展路徑，更對員工真誠以待，給予員工豐厚的福利待遇，透過培養員工「以
廠為家」的責任意識，激發員工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增強企業內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動員工與企業共同成長，打
造具有卓越勝任力的人才隊伍。

僱傭政策

本集團重視並依法保障所有員工的法定權益，繼續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合同
法》及《山東省勞動合同條例》等國家和地方的相關法例，在招聘、薪酬、晉升、培訓等事宜上杜絕一切性別、年
齡、民族、宗教、婚姻狀況、殘疾等方面的歧視，確保所有員工享有公平、公正、公開的工作機會。

本集團著重建設多元化人才隊伍，努力彙集來自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層次的人才，實現人盡其才、才盡其
用。本集團通過內部員工聯繫、人才交流會、學校專場招聘、電視廣告、刊登報紙等多種渠道公開進行員工招聘。
招聘時，本集團會根據應聘者的教育背景、工作經驗、面試和筆試表現、崗位需求等情況擇優錄取，同時依照《禁
止使用童工規定》等相關規定嚴格審核應聘者的身份信息，確保其可合法受僱。若發現任何未滿16歲的童工或強制勞
工，本集團會立即安排其撤離工作崗位及指派人員帶相關人員到醫院檢查身體狀況。本集團會視乎童工的身體狀況
及意願，讓其選擇返回家鄉或重返學校讀書，並予以支援，如承擔其學費、醫療費等。此外，本集團亦會主動調查
誤聘童工及強制勞工的原因，檢討並採取有效的措施以避免同類事件再次發生。

為吸引新人入職及挽留人才，本集團為員工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待遇，根據員工表現、經驗及行業內慣例釐定薪酬
水平。本集團管理層定期檢討薪酬政策及細節，並根據員工表現給予額外獎金，獎勵對本集團成長與發展作出貢獻
的員工。於5月召開的表彰大會中，對7個技術創新領軍團隊、30名工人技師、30名操作技術能手、29名設備技術能
手、28名節能增效獎獲得者、12名科研創新獎獲得者進行了表彰，並向他們頒發了獎金、獎品、獎牌、獎盃和榮譽
證書。

本集團每年對管理幹部和職能部室工作人員進行兩次考核，分別從德、能、勤、績、廉、工作態度等方面考察上
級、同級、下屬等層次的認可程度。生產單位每月對員工及基層幹部實施一次績效考核，根據本公司制定的績效考
核制度，考核其每月的產量、質量和其他指標。本集團亦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建立了合理的解僱制度，設立了合法
的解僱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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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內部實施幹部推選制度，通過選拔內部員工建設幹部隊伍，為企業的穩定發展提供人才儲備。競選者不論是
單位推薦、員工推薦或者個人自薦，均須參加筆試、民主評議、面試和考察。幹部推選任用遵循以下順序、逐級推
選，整個流程接受員工監督，做到公正透明。

輪班長輪班操作員

廠長

優秀員工

車間主任 管理員

在工作時數和假期方面，本集團常日班員工實行每週六天工作制；生產單位實行每天三班倒、每班八小時的工作制，
同時根據生產情況靈活調整。所有員工均依法享有年假、婚假、產假、病假以及國家法定節假日等假期。本集團
禁止任何形式的強制勞工，在員工正式入職前，勞資雙方需簽訂勞動合同書，並遵循平等自願、協商一致的工作原
則。如員工於法定節假日加班，本集團將按「三薪」支付加班工資。離職員工在完成工作交接後，由勞資部為其辦理
離職手續並支付薪酬。本年度，本集團沒有發現童工、囚工及強制勞工的情況。在僱傭政策的方面，我們致力確保
在各個方面均沒有歧視的情況，並在應聘方面實施嚴格規定以杜絕一切歧視及童工的情況以推動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
標8.5及8.7。

人才培育

培育優秀人才是成功企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本集團重視人才培育與員工職業發展，著力構建多層次的人才培
育體系，通過內部培訓、外出學習、聘請專家前來授課等方式對管理幹部及員工隊伍進行培訓。為了增強培訓工作
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以確保培訓質量，勞資部每年以問卷調查、座談等形式瞭解培訓需求，並按照「按需施教、務求
實效」的原則編製年度培訓計劃。此外，各部門可根據需要組織員工外出學習、參加外部培訓及資格證書考核，當中
所需費用可向本集團報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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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會於培訓結束後開展評估工作，瞭解參與培訓人員的反饋和感受，分析培訓效果和問題，並與培訓師進行溝
通，從而不斷改進和完善培訓工作。與此同時，本集團亦繼續借助母公司魏橋創業的媒體資源，通過「魏橋創業電視
台」、《魏橋創業報》及微信公眾平台對員工進行培訓和教育，為員工創造便利的學習條件，提升培訓效果。本年度，
本集團繼續以「內部自主培訓為主，外部培訓為輔」的方式，並圍繞公司規章制度與文化、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技巧
等主題，開展管理層常規性培訓和新職工崗前培訓的工作。本年度所開展的主要培訓類型和培訓途徑如下：

培訓類型 培訓途徑

管理層培訓 內部培訓：建立內部培訓師制度和兼職培訓師隊伍，定期組織和開展常規性業務
知識培訓；及

外部培訓：參加企業家高端論壇、峰會、年會，到成功企業和先進生產單位參觀
學習，參加各類經營管理培訓班，以及聘請專職講師前來授課。

操作技能類培訓 新員工培訓：採用PPT視頻教學、師帶徒等培訓方式；及

在職員工培訓：採用「月測單項季測全項」、現場觀摩交流等培訓方式。

設備技術類培訓 內部培訓：主要採取「一日一題培訓」、現場觀摩技術交流、技術要點目視化廣告
牌管理、輪崗培訓、優化再培訓等方式；及

外部培訓：與設備廠家密切合作，聘請廠家專工定期進行各種培訓授課和現場指
導，參加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等機構組織的各種論壇、交流會和培訓活動。

安全培訓 全員培訓：採用安全知識講座、座談會、報告會、先進經驗交流會、消防隊伍崗
位練兵和專業知識培訓、事故教訓現場會等培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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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培訓，本集團還通過月測單項、季測全項、春秋兩季技術比武、師帶徒活動、崗位練兵、勞動競賽、學
歷教育，以及定期開展勞模等先進個人、先進班組、三八紅旗手等評比活動，幫助員工提升職業技能，實現職業發
展目標。本年度，本集團共組織50次內部培訓及11次外部培訓，其中包括多技能員工或多面手1,595名，以提升員
工的技術基礎，加快及完善工作流程。本集團定期開展形式多樣的勞動競賽，在員工間形成積極努力向上的學習氛
圍，從而提高員工積極性及技術水平。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開展技術對標活動，對944名細紗、織造車工提供操
作技術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工作效率，在提升本集團的生產效益的同時，亦使相關員工的工資得到增加。

與此同時，本集團積極組織員工參與外部比賽，於本年度舉辦及參與了2021年鄒平市紡織行業職工職業技能大賽，
而參與員工作出了傑出的表現，為魏橋紡織樹立良好聲譽。本集團亦積極與各生產組織進行交流達，促進技術的流
通和應用，提供生產效益。

本集團於春季舉行操作設備工藝技術比武，以此促進員工學習交流，引導員工進步。技術比武既提升了
員工的技術操作水平，亦提供機會讓高技能水平的員工進行示範，實現技術傳承的目的，推動人才隊伍
建設。本年度舉辦的春季技術比武共設有15個工序以及27個項目，合計759名選手參加總決賽。經過激
烈角逐，評選出一等獎97人、二等獎92人，三等獎109人。經過是次比賽，員工技術水平再次得以提
升，也展現了新時代魏橋紡織技術工人的「大國工匠精神」。本集團亦於秋季舉行了操作、設備組織企業
技能人才自主評價，設有14個工序，合計595名選手參加，審核通過502人。

技術比武

2021年操作設備工藝技術比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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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紡織除了舉辦內部技術比武，亦積極參與外部的技術競賽，考驗員工的技能水平。本年度，魏橋紡
織在鄒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及鄒平市總工會的大力支持下，舉辦及參與了2021年度鄒平市紡織行
業職工職業技能大賽，共設有16個工序以及23個項目，合計858名選手參加決賽。比賽中各名選手沉著
應戰，發揚拚搏進取的企業精神，展現出高超的操作技能。經過激烈角逐，共評選出一等獎110人、二
等獎109人及三等獎135人。

技能競賽

2021年度鄒平市紡織行業職工職業技能大賽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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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與安全

安全生產制度
魏橋紡織一直視員工的安全和健康為業務營運的基礎和保障。本集團嚴格遵守與安全生產有關的法律和法規，包括
《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等。本集團亦已制定完善的安全標準化管理制度，
按照「策劃、實施、檢查、改進」的動態循環模式，加強規範及標準化安全生產管理工作，以提高安全生產管理水
平，促進企業的安全發展。各支部的管理層均已簽訂安全生產責任書，完善安全生產責任追究制度，將安全生產責
任推展到每一位員工。本集團的安全生產委員會定期召開安全專題會議，檢查安全生產工作的進度及效果。此外，
透過全面的安全生產規章制度，本集團得以有效地規範從業人員的生產作業行為。

根據安全檢查中發現的問題、生產安全的事故案例等，修訂並完善現時安全生產的狀況、
規章制度及操作規程等，持續改進，不斷提高安全績效

檢查

以自評及外部評審的方式，每年最少對安全生產規章制度、操作規程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
驗證各項安全生產措施的適宜性、充分性及有效性，以及安全生產工作目標的完成情況

實施

按照安全生產責任制度全面實施安全生產工作，
各負其責，各司其職

根據生產特點，編製崗位安全操作規程，
並發放到相關單位

策劃

按照各單位職能，制定安全生產指標和考核辦法根據自身安全生產情況及部門要求，
制定總體及年度安全生產目標

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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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健康管理
為保障員工職業健康與安全，本集團繼續遵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病防治法》及《工作場所職業衛生監督管理規定》
等相關法例，執行《職業健康安全管理制度》、《職業危害防治計劃與實施方案》、《職業病危害應急救援與管理制度》
及《職業病危害事故處置與報告制度》等內部管理制度，包括：

• 設定年度職業危害防治目標，落實職業病防治責任制；

• 在職業病危害識別和檢測、職業病危害告知、職業衛生防護、職業衛生方面，加強培訓工作；

• 制定應急預案，組織應急演練；

• 為從業人員提供體能、技能訓練考核，確保從業人員符合職業健康要求；

• 為從業人員提供符合職業健康要求的工作環境及條件，配備與職業健康保護相關的設施及工具；及

• 依法為員工辦理工傷保險，建立職業健康監護檔案和職業衛生檔案。

本年度，本集團推進安全標準化和雙重預防機制，積極開展風險分級管控與隱患排查治理活動以及加強了疫情防控
期間安全風險辨識。此外，本集團亦強化安全隱患排查治理和疫情防控措施監督落實，重點檢查了設備設施、安全
設施、應急裝備、危險作業裝備等，加強本集團的安全風險識別及管理力能，減少造成員工傷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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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集團亦給予女性員工特別關注，繼續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
法》及《女職工勞動保護特別規定》等相關法例，對女性員工實行「五期」保護。

為加強對於危險化學品的管理，並減低其導致職業病的風險，本集團在可能產生職業病危害的化學品包裝的當眼位
置設置相應的警示標籤及說明，列載其有害因素、潛在危害後果、安全使用注意事項、職業病防護及應急處置措施
等。

為全面提高消防隊伍的綜合素質，鞏固和深化全體隊員訓練以提升工作成效，並提高消防隊伍滅火救援
和處理突發事件的實戰及應急能力，本年度魏橋紡織安監部開展了為期兩個月的全員崗位訓練活動和考
核。考核以體能、技能項目為主，包括7項安保組科目和6項消防組科目。考核期間，各隊隊員冷靜應
考，各隊之間競賽激烈，充分發揮日常訓練水平。通過本次考核，本集團全面檢驗各崗位訓練的實際成
效，及審視訓練方面的不足。本集團結合消防事故演練結果，針對性地指導各單位開展業務訓練，為做
好滅火救援和突發應急工作打下堅實的基礎。

 

消防事故演練

魏橋紡織消防隊伍的消防事故演練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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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善制度建設和管理的同時，本集團亦持續加強設備保障，通過加強生產設備維護，引進各類職業健康體檢醫療
設備，不斷完善職業健康體系。與此同時，本集團恆常組織事故隱患排查工作，並及時採取有效的治理措施，亦會
對治理後的情況進行驗證及效果評估。本集團於年內並無職業病發生，接觸有職業病危害場所的職工職業健康體檢
率、職業病危害因素監測達標率及職業病預防控制率均達100%。此外，於本年度，本集團總計79人因工受傷，共
損失10,174天的工作日數。本集團會於日後繼續加強安全教育培訓和及時監管違規者。在過去三年，本集團因工亡
故的人數及比率均為0。

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持續關注疫情防控進展，積極針對疫情防控貢獻力量。本年度初開始，本集團接
連下發疫情防控文件，統一標準要求，全員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魏橋紡織持續貫徹落實當地政府要
求和本集團疫情防控小組的部署，積極組織各防控小組及保安人員嚴格執行掃瞄健康碼、體溫檢測、消
毒殺菌工作，及登記查驗外來車輛，以保障員工的健康與安全。保安人員亦加強嚴密排查多個區域，並
嚴格控制人群聚會聚集。假若發現疑似密切接觸者，魏橋紡織會立刻送相關人員接受隔離觀察，嚴格把
守各項防控措施。

本集團各分公司成立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根據數據和各渠道的反饋信息，篩查並跟
蹤風險較大的防控人員，做到防患於未然。本集團亦全力發揮大數據優勢，開發「疫情防控人員統計」模
塊，利用大數據收集和摸排員工健康資料來輔助疫情控制。經大家的共同努力和嚴密防守，防疫防控工
作終取得明顯成效，重點人群查控中無發現疑似和確診病例。

就疫情和職業安全管理方面，本年度集團新增《疫情防控期間安全工作實施方案》和《關於進一步加強安全
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單位嚴格落實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把安全生產放在重要位置，確保防疫和安全生產
兩不誤。

應對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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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教育培訓
為維持企業生產經營順利進行，本集團繼續認真貫徹「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綜合治理」的方針，定期識別安全教育
培訓需求，制定和實施各類人員的培訓計劃，並對培訓效果進行評估和改進。例如，本集團每年組織主要負責人和
安全管理人員進行資格證培訓；定期對管理幹部進行安全知識、操作規程、安全法規、應急管理、逃生自救等方面
的培訓教育；對新員工開展安全教育三級培訓；對從事特種作業的人員進行培訓並取得資格證書。所有員工必須完
成安全教育及通過相關培訓考核，方可安排工作。此外，本集團於本年度向高處作業人員開展安全培訓，講解安全
設備和技術的要求，以保障職工安全和鼓勵安全生產。同時，安監部為各園區和分公司安排危化品事故安全教育培
訓、觸電安全事故應對練習和壓力容器事故應對培訓，學習相關法規、案例及預防措施。

魏橋紡織幹部及管理人員培訓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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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愛員工

增加員工福利
本集團不僅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更為員工提供豐富的福利，建立並不斷完善安居、教育、醫療和養老保障機制，
使員工住有所居、子有所教、病有所醫和老有所養，幫助員工實現在城市安家落戶、安居樂業的願望，當中福利包
括：

• 建立工資增長機制，近幾年連續多次提高員工薪酬，提高試用（培訓）期工資待遇；

• 依法為員工繳納社會保險；

• 為員工提供免費的集體宿舍，配置暖氣、空調、無線網絡等設施；

• 於各工業園建有雙員工宿舍樓，為已婚員工提供一套成本價樓房，取暖免費，電費、水費按成本價收取；

• 於各工業園建有多所規範化高標準幼兒園，資助當地中小學建設，方便員工子女就近入托入學，且收費低廉；

• 於各工業園設立非營利性門診醫院，為員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的醫療服務；

• 為員工提供文化活動廣場、影劇院、健身器材等文娛場地或設施；

• 對高考成績優異的員工子女給予獎勵；

• 每逢重陽節、春節、中秋節等節假日，在董事長的帶領下召開退休人員座談會，介紹企業發展情況，參觀一
線車間，並向老員工發放慰問金和慰問品；及

• 設立「優秀黨務工作者」、「先鋒黨員」及「十大傑出青年」等榮譽，激勵員工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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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展文體活動
魏橋紡織相信加強企業文化建設能夠增加其實力及競爭力，以及員工的向心力，最終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本集
團積極開展各項員工活動，為員工提供展示自我、豐富業餘生活的平台，並繼續借助《魏橋創業報》、「魏橋創業電視
台」、「魏橋創業」微信公眾平台等多種媒體平台，推送企業新聞、行業信息、員工工作和生活動態等內容，加強員
工宣傳教育工作，全方位、多角度地反映企業發展的新成就。2021年為國家「十四五」開局之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週年，魏橋創業建廠40週年，本集團結合相關主題，在每月開展系列文化、體育活動，全面提升職工們的人文
素養，增強職工們的身體素質，弘揚拚搏進取、求實創新、快速高效、勇爭一流的企業精神，豐富職工業餘文化生
活，展示廣大員工的良好精神風貌。

慶祝建黨100週年系列活動

健身體育運動會－魏橋紡織張紅霞董事長參加活動 「慶國慶頌黨恩」職工及職工子女書畫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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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紡織憑借出色的產品質量和優質的服務贏得廣大客戶的認同，推動集團邁向業務的可持續發展。在企業發展歷
程中，魏橋紡織始終堅持以精益求精的管理態度，不斷完善生產銷售中的每一個環節，嚴格進行源頭把關及過程控
制，持續為客戶創造優質產品，為社會創造價值。

供應鏈管理

原棉採購
棉花是生產棉紡織品的主要原料，因此魏橋紡織以嚴格的標準實施原棉採購。本集團根據供應商的市場信譽、合同
執行能力、供應能力、交貨速度和產品質量等條件選擇原棉供應商，並在採購過程中遵循「相同產品比質量、相同
質量比價格、相同價格比服務」的原則。本集團採取公平公正的原則，檢測原棉的雜質和顏色等，並準確紀錄檢驗過
程，以保證進料原棉的質量。為維持合理的原棉儲備水平，本集團對原棉實施庫存控制，每天統計庫存並結合生產
動態以制定每月和每年的採購計劃。

本集團已建立供應商管理及評價制度，每季度對供應商進行一次評價，視乎評價結果減少供應量或終止合作，直至
其情況有所改善。此外，本集團亦十分重視供應商於履行環保及社會責任方面的表現，因此管理層亦定期對供應商
進行實地考察。管理層除了考察貨品質量外，亦會審視供應商於環保和社會責任等方面的表現，只有符合標準的供
應商方可加入合資格供應商名錄。本集團亦要求供應商簽署環保承諾書，確保所供應的原材料符合環境保護有關法
律及法規的要求。本集團對供應商嚴謹的要求不但反映了本集團對恪守營商操守的重視，同時亦是協助供應商不斷
提升其供應質量、環保及社會責任的表現，讓供應商與本集團互相扶持，達到共存共榮的關係。

本年度，本集團繼續採購一定數量的「有機棉」、「良好棉花」 1等綠色棉花，間接減少棉花種植造成的碳排放、農藥使
用過度等環境影響之餘，也促進了棉農的權益保護。

1 良好棉花的質量與普通棉花相同。良好棉花項目專注於改善棉農的生產方式，包括化肥農藥的合理使用、從業者的權益保
護、從業者的健康保護與安全防範，以及生產環境生物多樣性的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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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煤採購
本集團自設的電廠為運營提供電力和蒸汽。為降低原煤採購風險，本集團繼續推行以下管理措施，以確保原煤質量
滿足電廠使用要求：

• 簽訂採購合同之前核查供應商的資質，於採購合同當中列明對原煤的質量要求、化驗流程、違約責任、拒收
條件等信息；

• 實施《煤檢部管理規定》和《煤檢部入廠煤工作規程》，用以規範採樣、製樣、化驗、數據錄入和輸出、煤場檢
驗及卸車等流程，加強對入廠煤的管理，提高入廠煤質量的穩定性；

• 實施《煤炭檢驗員驗收獎罰辦法》，以明確查出合格情況的獎勵方法及檢驗失職的處罰措施，預防趁機鑽營的
不軌供應商；及

• 根據《化驗設備維護要求》對設備進行維護以確保其穩定性及準確性。

物資採購
本集團生產過程中所需物資、配件、生活用品等均通過招標集中採購。本集團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招標投標
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以公開、公平、公正及誠實信用的方式，從技術實力、質量及環境認證、產品質量、報價、
供應能力、信譽程度、售後服務等方面綜合評審投標單位，甄選合適供應商。採購過程中，本集團提倡綠色採購，
注重考查產品的節能環保性能，例如在LED燈管的採購中，優先選擇無毒無害、可回收利用的產品。同時，本集團
致力建立綠色供應鏈，從生產、物流及銷售等多個程序中考慮環保因素，並會優先選擇本地供應商或地理位置距離
較近的供應商，以減少碳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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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繼續執行物資供應環節管理制度等內部要求，物資採購遵循「小批量，多批次，即用即買，不用不買」的原
則，注重加強採購、倉庫等環節與生產單位之間的溝通，避免缺貨和囤積。物資入庫前由質檢員、保管員或專業技
術人員進行驗收。對於漿料、染料類化工產品，到貨後要通過化驗後方可到指定地點卸貨。本集團會對不合格者進
行退、換貨及索償處理。

本年度，本集團參加重點招標135次，並常規性徵詢供應商意見，共受理18宗與供應鏈相關的舉報，及對物資採
購、工程招標、廢舊物資處理等各項經濟活動進行了監督和監察活動，以確保招標工作的公平和公正性。此外，本
集團鼓勵供應商為其員工提供培訓，並定期向供應商舉辦相關可持續管理培訓，通過面談及分享會等形式，向供應
商傳遞可持續採購、環保節能及可持續管理等理念。

本年度，本集團按地區劃分的供應商數量如下：

供應商地區分佈 2021年度 2020年度

總數 143 149

按地區分類

華北 20 17

華東 91 94

華中 2 0

西北 10 11

其他 20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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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量保障

建立科學管理體系
魏橋紡織相信優質的產品和服務是企業成功的關鍵。本集團已獲得ISO9001:2015質量管理體系認證，並繼續按照質
量管理制度等內部政策要求，強化原棉管理、操作管理、質量檢驗管理、倉儲管理、產品研發和實驗室管理、不合
格產品的處理和召回等各個環節的運作。同時，本集團加強設備的維護和管理，不斷完善設備管理制度，開展技術
培訓、小改小革及QC攻關等工作。我們通過導入先進管理模式、運用有效管理工具，持續提升生產運營水平。

導入先進管理模式 運用有效管理工具

導入卓越績效、統籌管理等模式，實現質量
標準化執行，根據客戶訂單要求、結合國標，
逐步收嚴企業內控標準，如期如數的生產出
符合客戶及法規要求的產品，不斷朝零缺點
靠近。

遵循「80/20」法則，運用「5W1H」等管理方
法，不斷提升產品檔次。對生產過程中出現
的質量問題連續自問5個「為什麼」，追究其
產生的根源，運用「80/20」問題分析法則，
找出對不合格品起決定因素的質量控制點，
用20%的管理精力解決生產中80%的質量
問題。

本年度，我們獲得多項與質量相關的成果，包括11項一等獎、8項二等獎和4項三等獎。另外，「魏橋」品牌連續18年
入選《中國500最具價值品牌》排行榜，本年度更以人民幣950.32億元的品牌價值名列第6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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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升級改造
本集團於2019年積極開展綠色智能紡織一體化項目，以「綠色」和「智能」為設計核心，推動企業轉型升級、實現高質
量發展，整體技術達到國際水平，將更優質的產品推向國內外市場。項目分兩期實施，一期工程為綠色智能一體化
紡織生產線項目，並已於2019年12月正式順利投產，二期工程擬建智能化印花和縫製生產線項目，兩期工程共計投
資人民幣13.2億元。項目建成後，我們將擁有集紡紗、織布、印花及吊掛生產線於一體的高端智能生產線。智能化
的生產管控系統為是次項目的核心技術價值所在，其中紡紗車間和織布車間採用了世界最先進的生產設備和系統架
構，並建設一流的基礎網絡。

紡紗車間 織布車間

‧ 建立更順暢的紡紗物流系統，開發獨
特的清花工序包裝系統和運送系統；

‧ 於關鍵裝備上建設實時監測系統，達
至實時裝置監控、外觀質量監測與分
等標籤；及

‧ 建成由分析數據流控制的智能紡紗
生產管控信息集成系統，形成由工藝、
質量、設備故障三大方面組成的數據
庫，做到工序成本實時核算，令整體技
術達到國際水平。

‧ 採用進口且世界最先進的織布設備，包
括能耗更低的新型高速噴氣織機和電
子提花機，提升生產效益；

‧ 採用瑞士生產的自動穿經機，以更高精
確度控制經紗層的經紗片，實現以機
器替代人手；及

‧ 於整經機安裝自動裝紗設備，提高工作
效率，降低勞動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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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併卷機和精梳機擁有在線監測數據作追蹤故障原因之用，以便我們於發現故障時及時處理，有助提高
生產效率。同時，系統獨有的自動化功能和全自動棉卷運輸系統有助減低勞動強度。

新型電子提花機採用更精密可靠的同心軸系統和低摩擦設計，有助降低能耗。另外，它擁有遠程視頻樣
板檢驗功能，減少反覆修改花型設計、取樣送樣過程，節省相關人力資源。

條併卷機和精梳機自動輸送線系統

新型電子提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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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致力提升生產線的綠色智能程度，總投資約人民幣12億元設立紡紗廠智能化升級改造項目及氣流紡綠色節能
降碳智能化技改項目，於本年度開始對各種落後設備進行淘汰，並更換為智能化及綠色節能的新型設備。

我們將空調外排風設計移至樓宇頂部，能夠避免外排與新風混合所造成的干擾問題，保證穩定的溫度及
濕度調節。與此同時，我們採用節能風機、耐用擋水板材料、節能噴淋頭和智能變頻系統，提升生產環
境和機械運行的穩定性。

本集團計劃為紡紗廠購置包括並條機、條卷機及精梳機等620台國產新型智能設備，引進330台細紗機配
套自動絡筒機及購置5自動包裝生產線以替代現有的落後設備。新型智能設備有助於提高紡紗廠的自動化
程度，在保證紡紗品質的同時提升產量。此項目建成後預計可以每年生產高檔緊密紡紗7.5萬噸。

本集團計劃購置100台新型綠色環保型氣流紡紗機以替代552台落後的氣流紡紗機，通過智能化紡紗過
程，實現高效生產及節省能源。此項目預計可以每年節能7,173噸標準煤及節省用工840人。

智能空調控制系統

紡紗廠智能化升級改造項目

氣流紡綠色節能降碳智能化技改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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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綠色智能紡織一體化項目外，本集團在引進、消化、吸收新設備的同時，繼續積極推行舊設備升級改造，例如：

• 新購置大量生產機器，例如噴氣織機、智能化印花及縫製生產線等；

• 對梳棉機輪系進行改造原道夫輪系的齒輪傳動改造為同步帶傳動，有效解決了當前的設備壞機率問題，提高
了半成品品質；

• 進行自動化換卷改造，如自動打卷線及自動上紗，提高了換卷效率，減輕勞動強度；

• 改造漿紗機進氣開關，以氣動開關代替手動開關，方便操作的同時，可提高漿紗質量；

• 購置大量電動代步車作為車工代步巡迴的工具，有效提高了巡迴速度和效率，減輕了職工負擔；

• 將更多普通環錠紡改造成生產緊密紡，進行氨綸包芯竹節紗及環錠紡竹節紗改造，應對市場需求，為市場開
拓和今後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 把空調系統的送風系統全部改造改為變頻風機，根據車間實際溫濕度要求自動控制溫度，減少能源消耗的同
時確保員工處於舒適的工作環境，提高工作效率；及

• 對使用年數較長的蒸汽汽包及空壓機儲氣罐進行統一更換，確保設備安全可靠。

智能化、連續化、自動化生產是紡織行業當前的發展趨勢。本集團始終堅持走在行業最前沿，積極引進和推廣國內
外先進的紡織設備和技術，大大節約了人工成本，改善了產品質量，提高了人均勞效，滿足了企業轉型升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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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研發
魏橋紡織高度重視產品研發創新工作，堅持創新研發是本集團賴以成功的關鍵，也是集團得以在行業內穩佔領先
地位的原因。本年度，本集團成功開展3,591多項產品研發項目，促進了企業的產品結構調整，加快轉型升級的步
伐。另外，本集團重視並鼓勵員工開展「小發明、小創造、小革新、小設計、小建議」等活動，為企業節約成本、降
低消耗、增加經濟效益獻計獻策。

本年度，本集團繼續實行並修訂《小改小革評審獎勵辦法》，成立了技術創新攻關小組，進一步改善技術創新工作。
本集團為提供有效方案的員工提供獎勵，推動員工參與率和投入程度。對於經濟效益突出、技術含量較高、具備實
用價值的項目，本集團給予員工現金獎勵。員工創新成果不僅作為參選技術能手的重要依據，亦透過員工之間的亮
點互學、複製推廣，發揮規模效應。與此同時，本集團亦積極對獲獎項目進行更高級別的評優表彰或推報國家專
利。小改小革制度的成功實行，大大提升了設備的性能，對提高質量、節能降耗、提高設備自動化智能化水平及降
低職工勞動強度等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緩解了用工緊張的問題，同時有效提高了本集團產品的競爭力。

本年度，本集團全年小改小革評選共計776項。多項技改均能提升質量並獲得獎勵，其中包括利用漿紗錫林回水改造
熱水供暖、自動包帶打扣機、自行研發飛馬綜框維掛鈎修機、半自動皮輥復磨機改造、備包房恆溫恆濕自動控制系
統等多項技改成果對於紡織行業的設備升級、自動化控制和質量檔次的提高、節能降耗起到了推動作等改良。全年
共頒發5項二等獎，22項三等獎，30項鼓勵獎。本年度，本集團共發表論文1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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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流紡前後皮輥型號尺寸特殊，與細紗常用皮輥存在差異，現皮輥室的皮輥機只能用來脫裝細紗皮輥，
如脫裝渦流紡皮輥會造成皮輥損傷達70%，通過自行研發工裝，滿足皮輥加工使用要求，節省費用投入。

  

本集團的紡織廠部分下腳料成包時需要用鋼絲捆綁，原來都是打包工在打包機上直接用套管折彎打包，
由於鋼絲硬度和彈性大，容易造成人身傷害，通過使用打包鋼絲專用折彎機，用彎好的鋼絲打包減少了
安全隱患，使用效果很好。

小改小革案例：改造渦流紡皮輥脫裝工具

小改小革案例：改造打包鋼絲折彎機

渦流紡皮輥脫裝工具改造前（左圖）及改造後（中及右圖）

使用改造的鋼絲折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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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
本集團不斷推出迎合市場和客戶需求的產品種類，堅持創新驅動和生產中高端產品戰略，致力於從「魏橋製造」向「魏
橋創造」轉型，將內部研發與對外合作相結合。本年度，本集團與上海東華大學和青島大學達成合作協議。就綠色長
效抗菌紡織品的重大需求，本集團與東華大學以及青島大學與本年度共同展開抑菌紡織品智能綠色製造關鍵技術及應
用的研究。務求進一步加快實現高端紡織產品生態技術鏈，提高智能化，綠色化水平，促進紡織產品的高端化，差
異化及綠色化發展。

本集團成立了魏橋創業院士研究院，與上海東華大學進行項目合作研發，共同簽署微納米纖維鑲嵌紡項目合作協
議，並與相關專家學者就紡織技術的發展及應用進行交流研討，掌握新技術和市場發展的新走勢。我們透過魏橋創
業院士研究院，進一步加快企業科技創新步伐，為振興紡織工業做出更大貢獻。本集團會繼續加強與國家紡織產品
開發中心的協同創新，就「紡織產品開發技術創新聯盟」項目交流、研發新產品，推動產品研發創新與宣傳工作。

本年度，濱州市科技局印發《濱州市技術創新中心管理辦法》，推進多個領域的技術創新中心建設運行和管理。其
中，智能紡織濱州市技術創新中心由魏橋紡織牽頭籌建，聯合青島大學及中科韌和科技（山東）有限公司共同建設，
通過各方的技術優勢，推動地區智能紡織技術發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紡織業高質量發展。

魏橋紡織與青島大學及中科韌和共建智能紡織濱州市技術創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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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研發相關績效指標 2021年度 單位

產品一等品率 99.29 %

申請專利數量 38 項

已授權專利數量 22 項

研發投入金額 59,556 人民幣千元

研發投入佔營業收入比例 3.66 %

研發人員 732 人

參與制定的行業標準項數 2 項

本年度，本集團紡織新產品開發成效顯著，既包括引領市場趨勢的品類創新，以及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產品創新，
亦擁有技術研究的突破。本年度，本集團棉紗新產品研發1,900餘個，重點是差異化纖維混紡加差異化紡紗類；純纖
維素纖維製成率達92%以上；棉布新品種研發1,700餘個，客戶返單率15%；除根據紗線開發產品設計相應面料外，
重點是石墨烯、銅氨纖維、抗菌棉舒彈絲、蜂巢提花、一次成型充絨被套等系列紗線和面料的研發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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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紡織生產及產品質量方面獲得了多項榮譽，包括：

所獲獎項 頒發單位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一等獎宏傑楊芳小組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一等獎宏傑張霞小組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一等獎宏傑任綠葉小組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二等獎（鄒三李中斌小組）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二等獎（鄒三郭樹勳小組）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二等獎（濱魏降低自絡斷頭）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二等獎（濱魏準備攻關）
濱州市質協QC小組三等獎（銘宏分梳板）
濱州市質協信組一等獎宏傑李敏信組
濱州市質協信組一等獎宏傑李順俊信組
濱州市質協信組一等獎（鄒三李翠芝信組）
濱州市質協信組一等獎（濱魏十一分廠）
濱州市質協信組二等獎證書宏儒曹麗麗小組
濱州市質協信組三等獎（濱魏三分廠準備）
濱州市質協質量改進成果一等獎（宏傑降低長細紗機牽伸倍數）
濱州市質協質量改進成果一等獎（鄒三降低天絲粗結）
濱州市質協質量改進成果一等獎（濱魏粗紗管智能化應用）
濱州市質協質量成果一等獎（濱魏梳棉提質降耗）
濱州市質協質量成果二等獎（濱魏降低棉結雜質）
濱州市質協質量成果二等獎（濱魏降低自絡斷頭）
濱州市質協質量改進成果三等獎（宏傑特高支銀絲緯縮攻關）
濱州市質協質量改進成果三等獎（宏儒抓絨布攻關）

濱州市質量協會

參與《本色布單位面積無漿乾燥質量試驗方法》行業標準起草工作 全國紡織品標準化技術委員會棉紡
織品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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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獲獎項 頒發單位

紡織行業設備管理優秀單位
「一次織造成形家紡套件的技術分析」獲評第十四屆濱州市自然科學優秀學
術成果二等獎

中國紡織工業聯合會
濱州市委組織部、濱州市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局、濱州市財政局、濱
州市科協聯合

面料作品「溫柔的傾述」榮獲最佳科技創新大獎 中國紡織信息中心

國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貢獻單位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三款紗線入圍2021/2022中國紗線流行趨勢產品名單（保暖中空純棉紗、抑
菌保暖石墨烯纖維混紡紗、段彩段彈混紡花式紗）

中國棉紡織行業協會

五款新品獲中國國際面料設計大賽暨中國流行面料設計大賽優秀獎（憶苦思
甜、韻格、玉樹臨風、銀杏飄飄、密林深處）

中國紡織信息中心、紡織產品開發
中心、中國流行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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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宣傳

本集團主要通過參加國內外的實體及線上展會、設立銷售網絡、網頁宣傳、品牌建設、印發宣傳冊的方式進行產品
宣傳和推廣，將產品廣泛銷售於國內外市場。本年度，本集團積極對接知名品牌客戶，因而業務量穩步提升，同時
市場對新產品反應熱烈，讓產品轉型升級穩步推進，並成功開發3,591個新產品。本集團繼續嚴格遵守《中華人民共
和國廣告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等相關法律法規，在公開宣傳產品之前嚴格審核所有產品和業務信息，杜絕
在宣傳中使用任何虛假信息誤導或欺騙客戶。本集團在尊重他人商標權益的同時，亦依法保障「魏橋」品牌商標不受
侵犯。

 

客戶服務

為客戶提供高效迅捷的服務是本集團的一貫追求。本集團銷售人員於售前提供詳實的產品信息，瞭解客戶訂單需
求，制訂個體化的生產方案。根據《客服管理制度》要求，客服人員主要通過客服熱線為客戶提供售前和售後服務，
並在處理問題、與客戶溝通時遵循「客戶至上」的原則，以及秉持認真細心、禮貌誠信的工作態度。與此同時，生產
技術部門負責跟進每批產品的原料、生產工藝和質量狀況。售後服務部門則進行產品追蹤、分析質量及反饋收集，
與銷售人員合力為客戶提供滿意的解決方案。客服人員每半年對客戶進行一次滿意度調查，調查比例為70%，內容
主要包括客戶投訴處理後的滿意度。此外，業務人員日常會與客戶保持密切溝通，以瞭解客戶的需求和關注市場信
息、產品最新動態，做到誠信為本，合作共贏。本年度沒有接獲客戶投訴，而已售或已運送產品因安全與健康理由
而須回收的總數為零。



552021環境、社會及管治報告

隱私保護

建立安全的信息管理系統是本集團保護內部隱私和客戶信息的重要方法。為規範計算機及網絡資源的使用與管理，
本集團繼續實施《公司計算機、網絡安全使用管理規定》。信息中心不定期舉辦有關信息安全、系統使用、安全防護
等內容的培訓，以提高員工的系統使用技巧和安全防護意識。本集團亦繼續推行有關數據備份、防毒系統管理、中
心機房管理、用戶密碼設定、防止數據非法篡改、系統非法入侵及系統異常時的恢復策略等各項規定，確保機房設
備正常運行、重要數據妥善保存。

除完善信息安全建設外，本集團亦通過監督採購工作、開展保密教育等方式，提升員工保護技術和商業機密的意
識，維護企業與客戶雙方的隱私權益。

廉潔從業

倡導廉潔文化是魏橋紡織實踐合規經營的重要元素。本集團繼續恪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
刑法》等相關法律法規，不斷完善企業廉政建設，防止出現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等違法行為。一方面，本集
團不定期開展廉潔從業學習教育活動，通過舉辦研討會、編製學習讀本、觀看反腐專題片等形式，增強管理幹部及
涉外經濟崗位人員的廉潔意識，預防各類貪腐行為；生產單位管理人員亦會於班前和班後會上重複聲明工作紀律，
特別是具有一定職權的員工，例如檢測員。本年度，本集團繼續對招標採購相關活動實行嚴格監管，與招標採購相
關人員簽署廉潔責任狀，自覺維護招標工作的公平、公正、公開；產品使用單位人員負責監督招標過程「三公開」（即
品種、數量和質量指標公開）的執行情況。受疫情影響，本年度本集團未有舉行反腐倡廉活動。除此之外，作為具有
高度獨立性和絕對調查權的兩個部門，本集團經濟監察部和質檢部負責監管所有採購、供應、驗收活動，進一步強
化從業人員的遵紀守法和廉潔自律意識。本集團鼓勵員工通過各種舉報渠道（例如電子郵件和熱線）向本集團經濟監
察部舉報有關賄賂、勒索、欺詐或洗黑錢等任何違規或違法行為。經濟監察部負責對舉報信息進行調查、取證，若
經調查後確認可能存在貪污的情況，本集團將會把相關資料及情況交由當地執法機關處理。本年度，本集團並無接
獲有關本集團或其僱員違反上述反貪污法律的投訴或通知，亦無對本集團或其僱員提出並已審結的貪污訟訴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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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橋紡織多年來積極履行社會企業責任，深信與社會分享發展成果是使魏橋紡織達致可持續發展的基石。因此，本
集團在自身不斷發展的同時亦密切關注社會民生，不忘回饋社會及服務社群，將關懷社區的精神傳揚開去。魏橋紡
織不僅發揮自身的專業優勢，打造出一支高素質的應急救援隊伍，亦熱心參與公益事業，積極幫扶有需要人士，用
實際行動展現企業的人文關懷。

打造精銳應急救援隊伍

本集團現有建全、裝備精良的專職消防隊，隊伍配有高噴車和大型水罐消防車，隨車裝備齊全，隊員配有個人裝
備。消防隊每年進行為期4個月的正規化消防業務技能訓練和理論培訓，並多次參加市、縣重大應急救援行動，是一
支有實力、無懼艱辛的應急救援隊伍。除滿足自身安全保障外，消防隊亦可服務於當地企業的滅火和急救工作，為
當地企業的生產和群眾的生活提供了堅實的安全保障。

 

魏橋紡織消防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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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救災捐贈

疫情爆發以來，本集團持續關注疫情防控進展，積極針對疫情防控貢獻力量。在抗擊疫情方面，本集團再次彰顯大
集團的社會責任，在疫情最為關鍵的時期多次捐款及捐贈物資。本集團於本年度累計捐贈人民幣3,000萬元、各種生
活必需品和6萬個防護口罩。另外，本集團採取「外防輸入、內防擴散」措施，嚴查外來人員、嚴防扎堆聚集。措施
有效地避免了人員密集場所的交叉傳染風險，堅守生活區、生產區、辦公區疫情防線。本集團同時強化重點人群隔
離監控，嚴防疫情風險形成。根據政府部門和本公司各小組摸排推送反饋的信息，及時精準快速隔離、嚴密管控。

 

向疫情區域捐贈生活必需品

本年度，河南及山西連續遭遇極端強降雨天氣，多地出現內澇、地質災害、洪水等災情，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而
災情發生後，沿線居民緊急轉移，亦需要資金以進行搶險救災及重建工作。士平公益基金會瞭解到災情情況後，將
基金會接受的本集團人民幣4,000萬元善款向河南省慈善總會及山西省慈善總會進行捐款，用於河南及山西省防汛救
災及災後重建工作，協助受災群眾共克時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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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扶困難群眾

魏橋紡織堅持推行人性化管理，除為員工提供豐厚的福利待遇之外，每年亦定期開展困難員工調研，建立困難員工
檔案，對身患重大疾病或家庭遭遇變故的員工進行重點幫扶。本年度，本集團累計幫104名家庭困難的員工及其家
屬。本集團亦向有需要的員工孩子發放助學金，本年度累計幫助44名孩子。本年度，集團代表亦走訪慰問10名面對
困難的魏橋創業集團黨委黨員，並致以祝福及慰問。此外亦給予每名困難員工人民幣1,000元至人民幣3,000元的救
助金，共計人民幣1.5萬餘元。

本集團亦持續關注困難群眾，鼓勵員工參加志願活動，通過走入社區、關懷弱勢群體等方式，奉獻個人愛心，弘揚
企業大愛。從2019年起，本集團持續參與「三一助學活動」，並成立多個扶貧助學小組，走訪和慰問貧困學生。走訪
慰問每年分兩次進行，於本年度8月底，本集團的愛心助學小組分別前往鄒平市各街道，再次向44貧困學生發放每人
人民幣1,000元助學金，合計資助人民幣88,000元，以鼓勵孩子用心學習及幫助他們順利完成學業。

魏橋紡織慰問困難員工 鄒平市三一助學捐贈貧困學生

我們堅信知識就是力量，因此本集團多年來也為助學築夢一事上貢獻。祈望能令所有人得到優等教育。本集團參與
「三一助學活動」，並成立多個扶貧助學小組幫助貧困學生，推動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4.3及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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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度 2020年度

排放物

廢水（附註i）

廢水排放總量（萬噸） 469 612

COD排放量（噸） 229 245

氨氮排放量（噸） 11 12

廢氣（附註ii）

廢氣排放總量（萬立方米） 5,507,988 6,287,155

氮氧化物排放量（噸） 1,365 1,559

二氧化硫排放量（噸） 963 1,026

煙塵排放量（噸） 78 67

溫室氣體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噸二氧化碳當量） 1,598,531 1,323,053

溫室氣體排放密度（噸二氧化碳當量╱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983 1,038

範圍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噸二氧化碳當量）（附註iii） 1,565,747 1,292,101

範圍2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總量（噸二氧化碳當量）（附註iv） 32,783 30,952

固體廢棄物

無害廢棄物

所產生無害廢棄物總量（千噸）（附註v） 1,968 2,324

無害廢棄物密度（千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1.21 1.82

有害廢棄物

所產生有害廢棄物總量（噸）（附註vi） 46 597

有害廢棄物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03 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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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度 2020年度

資源使用

能源

能源消耗總量（兆瓦時）（附註vii） 22,236,852 23,843,533

能源消耗密度（兆瓦時╱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13,674 18,710

總用電量（兆瓦時）（附註viii） 2,437,793 2,222,932

蒸汽總用量（萬噸）（附註ix） 32 60

用水

用水總量（萬立方米）（附註x） 2,272 2,438

用水密度（萬立方米╱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1.40 1.91

包裝物料（附註xi）

紙製品

總量（噸） 13,859 15,158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8.52 11.90

塑料製品

總量（噸） 1,443 1,571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89 1.23

金屬製品

總量（噸） 142 140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09 0.11

纖維織物

總量（噸） 193 595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12 0.47

木製品

總量（噸） 45 53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03 0.04

其它

總量（噸） 367 135

密度（噸╱人民幣千萬元收入） 0.23 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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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度 2020年度

僱傭

總人數 40,000 44,000

按性別

男 19,318 20,576

女 20,682 23,424

按年齡組別

30歲以下 2,711 9,532

30歲至50歲 35,727 33,526

50歲以上 1,562 942

按僱傭類型

臨時 1,935 2,526

正式 38,065 41,474

按地區

中國內地 39,999 43,999

其他地區 1 1

流失人數（比例） 4,000 (10%) 6,000 (14%)

按性別

男 1,930 (10%) 2,883 (14%)

女 2,070 (10%) 3,117 (13%)

按年齡組別

30歲以下 270 (10%) 1,280 (13%)

30歲至50歲 3,570 (10%) 4,498 (13%)

50歲以上 160 (10%) 222 (24%)

按地區

中國內地 4,000 (10%) 6,000 (14%)

其他地區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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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績效指標 2021年度 2020年度

發展及培訓

平均受訓時數（受訓百分比） 112 (100%) 116 (100%)

按性別

男 112 (100%) 116 (100%)

女 112 (100%) 116 (100%)

按僱員類別

高層管理幹部 36 (100%) 36 (100%)

中層管理幹部 36 (100%) 36 (100%)

基層管理幹部 48 (100%) 48 (100%)

一線員工 115 (100%) 119 (100%)

附註：
(i) 廢水排放物包括電廠及污水處理廠的廢水排放。廢水排放總量及水污染物排放量乃根據本集團的實際排放量計算所得。
(ii) 廢氣排放物包括電廠及本集團所擁有機動車輛的廢氣排放。廢氣排放總量及污染物排放量乃根據本集團發電設備排放的實

際排放量計算所得，而車輛排放物的計算方法則根據聯交所刊發的附錄2《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所得。
(iii) 範圍1直接溫室氣體排放包括固定源燃料耗用、車輛燃料耗用、製冷劑耗用，以及種植樹木和外售電力的相關減除。數據

乃根據中國國家標準GB/T32151.12-2018《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報告要求第12部分：紡織服裝企業》、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發佈的《2011年和2012年中國區域電網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及聯交所刊發的附錄2《環境關鍵績效指標匯報指引》
計算所得。

(iv) 範圍2能源間接溫室氣體排放包括本集團的外購蒸汽。數據乃根據中國國家標準GB/T32151.12-2018《溫室氣體排放核算與
報告要求第12部分：紡織服裝企業》之排放因子計算所得。

(v) 數據乃根據無害廢棄物的實際重量計算所得。本年度本集團所產生的無害廢棄物包括粉煤灰、爐渣、脫硫石膏、塑料、金
屬、廢紙及一般垃圾。

(vi) 數據乃根據有害廢棄物的實際重量計算所得。本年度本集團所產生有害廢棄物包括廢打印機、廢硒鼓、廢電腦、廢顯示
器、廢網絡設備、廢油桶、廢電池、廢潤滑油及廢油漆桶。本年度，本集團沒有更換脫硝催化劑，故此沒有產生廢脫硝催
化劑，導致有害廢棄物量較去年度大幅下降。

(vii) 能源消耗總量包括固定燃料耗用、車輛燃料耗用、本集團自行生產的電力及蒸汽量、外購蒸汽量，以及外售電力及外售蒸
汽量的相關減除。數據乃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佈的《陸上交通運輸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核算方法與報告指南
（試行）》、本集團自行生產的電力及蒸汽的實際耗用量，及實際外購蒸汽使用量計算所得。

(viii) 此數據乃根據本集團的實際電力消耗量計算所得。
(ix) 此數據乃根據本集團的實際蒸汽耗用量計算所得。
(x) 此數據乃根據本集團的實際用水記錄所得。
(xi) 此數據乃根據本集團的實際包裝材料使用記錄所得，並用於包裝棉紗、坯布、牛仔布三類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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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概述 章節 頁碼

環境

A1排放物

一般披露 有關廢氣及溫室氣體排放、向水及土地的排污、有害及無害
廢棄物的產生等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排放管理
應對氣候變化

15-19
25

A2資源使用

一般披露 有效使用資源（包括能源、水及其他原材料）的政策。 節能減排
應對氣候變化

19-22
25

A3環境及天然資源

一般披露 減低發行人對環境及天然資源造成重大影響的政策。 節能減排
綠色辦公
生態環境保護

19-22
23
24

A4氣候變化

一般披露 識別及應對已經及可能會對發行人產生影響的重大氣候相關事
宜的政策

應對氣候變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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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概述 章節 頁碼

社會

僱傭及勞工常規

B1僱傭

一般披露 有關薪酬及解僱、招聘及晉升、工作時數、假期、平等機
會、多元化、反歧視以及其他待遇及福利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僱傭政策
關愛員工

26-27
36-37

B2健康與安全

一般披露 有關提供安全工作環境及保障僱員避免職業性危害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職業健康與安全 31-35

B3發展及培訓

一般披露 有關提升僱員履行工作職責的知識及技能的政策。描述培訓活
動。

人才培養 27-30

B4勞工準則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童工或強制勞工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僱傭政策 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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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G指標 概述 章節 頁碼

營運慣例

B5供應鏈管理

一般披露 管理供應鏈的環境及社會風險政策。 供應鏈管理 38-40

B6產品責任

一般披露 有關所提供產品和服務的健康與安全、廣告、標籤及私隱事
宜以及補救方法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質量保障
產品宣傳
客戶服務
隱私保護

41-53
54
54
55

B7反貪污

一般披露 有關防止賄賂、勒索、欺詐及洗黑錢的：
(a) 政策；及
(b) 遵守對發行人有重大影響的相關法律及規例
的資料。

廉潔從業 55

社區

B8社區投資

一般披露 有關以社區參與來瞭解發行人營運所在社區的需要和確保其業
務活動會考慮社區利益的政策。

打造精銳應急救
援隊伍
抗疫救災捐贈
幫扶困難群眾

56

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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