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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须知
PRACTICA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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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设置，可以在网
络不好时切换线路

调节音量大小

【聊天】 与其他参会者在线交流。如有播放卡顿、听不到声
音等技术问题，请在聊天框里反馈。

【在线提问】向主持人提问（仅自己和主持人可见）。针对
嘉宾演讲内容的问题，请使用此功能，主持人将邀请嘉宾在
分享后进行解答。

反馈问卷：对会议内容和

安排给出具体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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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
AGENDA



开场 & 欢迎致辞
Welcome & opening re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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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TRODUCTION 简介



THANK YOU & HAVE AN 
ENGAGING SESSION

C o l l a b o r a t i n g  f o r  p o s i t i v e  i m p a c t
t h r o u g h  r e s p o n s i b l e  s o u r c i n g

CONNECT WITH US
www.aim-progress.com

http://www.aim-progress.com/


Management System & Remediation 
管理体系与改善
- Common Non-Compliances & How to Tackle 
Root Causes 

- 常见的不合规项以及如何解决其根本原因
Simon Chen – Factory Services Team, ELEVATE



ELEVATE 達岸

Over 500 people that deliver work in 110 countries …



• Change 改变
• Management System 管理体系
• Remediation  改善



CHANGE
改变



HOW TO MAKE AN EFFECTIVE REMEDIATION (CHANGE)? 
如何快速有效地改善(改变)?

• First-order Change 第一序的改变

The Change was made within an unchanged system.
改变发生在某一系统之内，而系统本身维持不变。

The more something changes the more it remains the same.
凡事愈变，愈是不变。

• Second-order Change 第二序的改变

The Change changes the system.
改变发生时，改变了系统本身。

If it were not a systematic change, don’t bother to make.

如果这不是一个系统式的改变，干脆不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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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YSTEM
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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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IS A SYSTEM?
什么是系统？

SYSTEM: a se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parts arranged in a 
manner that produces a unified whole. 

系统：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
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集合）。



Slide 8 of x

WHAT ARE THE KEY COMPONENTS OF A SYSTEM?
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什么？

1. Input – Process – Output
输入—流程—输出

2. Environment – Internal/ External
环境—内部/外部

3. Boundary
边界

4. Interface
接合

5. Feedback & Control
反馈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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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 
流程

INPUT 
输入

OUTPUT 
输出

Feedback 反馈

Control 控制

Internal Environment 
内部环境

External Environment 
外部环境

External Environment 
外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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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ARE THE SYSTEM’S CHARACTERISTICS? 
系统有什么特征？

1. Common Goals  
共同的目标

2. Integration 
整合

3. Interaction  
相互影响

4. Interdependent  
相互依赖

5. Organization  
组织

6. Dynamic Balance  
动态平衡

P D

CA

Plan
计划

Do
实施

Action
处理

Check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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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DIATION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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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ON NON-COMPLIANCE IN CHINA – TOP 10
中国地区前十大不合规项

Number Name of Non-compliance

1 Rest day

2 OT week

3 Benefits 

4 OT month

5 Exits

6 Occupational health & safety

7 Machine safety

8 PPT

9 Others (health & safety)

10 OT w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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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 LEADERSHIP INVOLVEMENT IS IMPORTANT? 
为什么高层的参与那么重要？

• Provide Direction, Commitment, allocate the best 
resources
提供方向、承诺，配置最佳的资源

• Reduce the chance of assumption
减少猜测

• Set a more aggressive target
设立更具进取心的目标

• Correct derail in a timely manner
及时纠偏

• Guarantee the right award
保证应得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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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即合理
That existed is rational

存在是有原因的
They exist for a 

REASON

Problem
问题

Direct Reason
直接原因

Root Cause
根本原因

DIRECT REASON V.S. ROOT CAUSE
直接原因 V.S. 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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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T CAUSE ANALYSISS
根本原因分析

Symptoms of problems are 
above the ground and 
obvious
问题的现象，在表面上（很明
显）

Underlying causes are below 
the ground and obscure

潜在的原因，不在表面上（不
明显）

Root Causes are the fundamental reasons of recurring trouble or failure of a process. Once they are resolved, 
similar problems won't recur.
根本原因是指某过程出现故障或失败的原因。一旦解决，可以避免相同问题再次发生。

Key Words - 关键词:
• Contributing factor 

（问题的）贡献因子
• Underlying issues

潜在问题
• Drill down 

深入探讨
• Root out  

根除
• Dig into 

深入钻研
• The Root = a System  

“根”是一个系统
• Analysis = break down into 

Parts
“分析”就是将问题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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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1: Could this be the "root cause“? 
投票#1：这有可能是“根本原因”吗？

In this aud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masks 
properly. The root cause was that the worker’s education level is too 
low to understand the requirements, So the solution is "education, 
education, re-education".

这次审核中被发现了员工没有戴好口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员工的教
育素质低，导致他们无法理解我们的要求。所以，解决的办法是“教
育、教育、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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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2: Could this be the "root cause“? 
投票#2：这有可能是“根本原因”吗？

In this aud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masks 
properly. The root cause is the requirement of masks is not specified 
on the chemical supplier‘s MSDS. We should blame the chemical 
supplier, not ourselves!

这次审核中被发现了员工没有戴好口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化学品供
应厂商的物质安全资料表（MSDS）上面没有注明要佩戴口罩。应该备
责任的是化学品供应商，不是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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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3: Could this be the "root cause“? 
投票#3：这有可能是“根本原因”吗？

In this aud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masks 
properly.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 instructions inside the factory 
only says “wear PPE properly”, but do not tell us what to wear, let 
alone what kind of mask to wear. We should blame the CSR 
department, and our workshop manager!

这次审核中被发现了员工没有戴好口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工厂内部
的作业指导书上只说“要正确佩戴劳保用品”，但没说要戴什么，更没说
要戴哪种口罩。我们应该责怪CSR这个部门，以及我们的车间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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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4: Could this be the "root cause“? 
投票#4：这有可能是“根本原因”吗？

In this aud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masks 
properly. The root cause is that the boss does not pay attention to it, 
the worker talked to the supervisor, “Why do you ask me to wear a 
mask? Last time the boss saw me brushing glue, I did not wear a 
mask either, he did not mention it at all, even praised me for doing a 
good job”. So, it is the boss should be blamed, but we dare not to do 
so. 

这次审核中被发现了员工没有戴好口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老板不重
视，因此员工会对主管说“你凭什么要我戴口罩，上次老板在旁边看我
刷胶水，我也没戴口罩，他都没有说什么，甚至还夸我做得很好”。所
以应该责任的是老板，只是我们不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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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LING#5: Could this be the "root cause“? 
投票#5：这有可能是“根本原因”吗？

In this audit, it was found that the workers did not wear masks 
properly. The root case is that the PPE requirement could hardly be 
found in all the management procedures. 

这次审核中被发现了员工没有戴好口罩的问题，根本原因是所有管理
程序书中几乎都没有提到劳保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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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Whys”: How to identify Root Causes of Violations
“五问法”：如何找出违规行为的根本原因。

While seeking root causes, 
we can use the “5 Whys“ approach. 
寻找根本原因时，可以用“五问法”。

ROOT CAUSE ANALYSIS - 5 WHY
根因分析 -五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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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 EXTERIOR WALL CRACK OF XX Memorial
例子：某纪念馆外墙裂缝

Ｑ：Why XX Memorial has more exterior wall cracks than other buildings surrounding?

问题：XX纪念馆外墙的裂缝比周边的其他建筑要多 ？

A: Because the janitors frequently use big amount of detergent to clean the whole exterior wall – Direct Reason.

回答：因为清洁工们经常使用大量清洁剂来进行全面清洗 —直接原因。

SOLUTIONS: Reduce the cadence of cleaning or Use another brand’s detergent.

对策：【减少清洗次数】或【更换另外一个牌子的清洗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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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Why XX Memorial has more exterior wall cracks than other buildings surrounding?
问题： XX纪念馆外墙的裂缝比周边的其他建筑要多?

Direct Reason： The janitors frequently use big amount of detergent to clean the whole exterior wall.
直接原因：因为清洁工们经常使用大量清洁剂来进行全面清洗。

Q1：Why do they frequently use detergent to clean the exterior wall?
问：为什么要经常使用大理清洁剂进行清洗？

Q２：Why there is higher amount of bird feces on exterior wall？
问：为什么外墙上会有大量的鸟粪？

Q３：Why so many swallows nesting？
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燕子在筑巢

Q4：Why there are many spiders on exterior wall？
问：为什么外墙上会有较多的蜘蛛？

Q５：Why there are so many insects gathering around the windows？
问：为什么会有蜘蛛喜欢吃的飞虫聚集？

A：there is higher amount of  bird feces on exterior walls.
回答：因为外墙上通常有大量的鸟粪。

A：many swallows nesting under the eaves.
回答：因为很多燕子在筑巢。

A：There are more spiders on the exterior wall.
回答：因为外墙上有较多的蜘蛛。

A：There are many insects gathering around the windows which is favored by spider
回答：因为这里有蜘蛛喜欢吃的飞虫聚集。

A：Being attracted by the lights from inside of the building.
回答：因为飞虫被屋内灯光吸引。

SOLUTION：Put on curtains
对策：【挂个窗帘】

EXAMPLE – EXTERIOR WALL CRACK OF XX Memorial
例子：某纪念馆外墙裂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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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to be analyzed：the husband did not cook dinner tonight.
要分析的问题：老公今天没做晚餐。
Q１：Why didn’t you cook dinner tonight？
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做晚餐？

Q２：Why did you have no time to cook dinner?
问：为什么到家晚了？

Q３：Why did that granny need your help to cross the street?  
问：老奶奶为什么要你扶过马路？

Q４：Why did she feel uncomfortable?
问：老奶奶为什么觉得不舒服？

Q5：Why did the pacemaker make her uncomfortable？
问：为什么装了起搏器心脏会不好？

A：because I came back late, no time to cook dinner.
回答：因为到家晚了。

A：I helped a granny to cross the street on my way home. 
回答：因为回家路上去扶了个老奶奶过马路。

A：Because she felt uncomfortable.
回答：因为她觉得不舒服。

A：She had a pacemaker implanted. 
回答：她说她心脏不好，之前安了起搏器。

A：The quality of the pacemaker might not be good.
回答：可能是因为起搏器厂家质量有问题。

EXCERISE#1 – STICKING TO THE PROBLEM YOU WANT TO SOLVE？
练习#1：如何紧咬住你解决的问题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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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to be analyzed：the husband did not cook dinner tonight.
要分析的问题：老公今天没做晚餐。

Q１：Why didn’t you cook dinner tonight？
问：今天为什么没有做晚餐？

Q２：Why did you came back late, therefore no time to cook dinner? 
问：为什么到家晚了，以至于没有做晚餐？

Q３：Why did you help the granny crossing the street, and that made you came 
home late, then had no time to cook dinner? 
问：为什么扶老奶奶过马路会导致回家晚了，以至于没有做晚餐？

Q４：Why did you help her crossing the street when you noticed she was 
uncomfortable? Therefore,  came home late and no time to cook dinner. 
问：为什么你看到老奶奶不舒服，就要扶她过马路，以至于回家晚了，来不及做晚
餐？

Q5：Why did a lift-a-finger favor would make you come home late, and no time to 
cook dinner？
问：为什么举手之劳会让你回家晚了，连晚餐都来不及做了？

A：because I came back late, no time to cook 
dinner.
回答：因为到家晚了。

A：I helped a granny to cross the street on my 
way home. 
回答：因为回家路上去扶了个老奶奶过马路。

A：Because she felt uncomfortable.
回答：因为她觉得不舒服。

A：Because it is a lift-a-finger favor.
回答：因为举手之劳，助人为乐。

EXCERISE#1 – STICKING TO THE PROBLEM YOU WANT TO SOLVE？
练习#1：如何紧咬住你解决的问题不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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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ISE#2 – 5-WHY RCA of BLOCKED SAFETY AISLE
练习#2：用5-WHY法做“安全通道堵塞”的根本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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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ISE#2 – 5-WHY RCA of BLOCKED SAFETY AISLE
练习：用5-WHY法做“安全通道堵塞”的根本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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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ISE#2 – 5-WHY RCA of BLOCKED SAFETY AISLE
练习：用5-WHY法做“安全通道堵塞”的根本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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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ISE#2 – 5-WHY RCA of BLOCKED SAFETY AISLE
练习#2：用5-WHY法做“安全通道堵塞”的根本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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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t assume there is an epiphany or find the solution right 
away. 
不要假设在会出现顿悟或马上找到解决方案。

• The “5” is not an absolute number, could be more or less.
“5个”个WHY不是绝对的，可以多或少。

• Always keep the problem you want to solve in your mind, 
don’t drift away.
过程中始终记得你要解决的问题，不要跑偏。

• Differentiate the fact and interpretation, the question 
always follow the FACT.
区分事实与解释，问题是要追着“事实”来问的。

• Always make systematic change (2nd order change).
追求系统的改变（第二序的改变）。

KEY TAKE AWAY – 5-WHY
重点总结：5-WHY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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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 the components under a SYSTEM are all interrelated and interdependent. 
系统内的所有组成部分都 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

• System may use ‘problem’ to keep a dynamic balance, the finding/ violation always occurred in the most 
fragile part of a system. 
系统可能会用“问题”来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发现点或违规总是出现在系统最脆弱的部分。

• If you want to solve a problem, make a 2nd order (systematic) change. 
如果你想要解决一个问题，那就要进行第二序的（系统式）的改变。

• The ROOT is a system, a right ROOT CAUSE is the key to make a systematic change. 
“根”是一个系统，识别“根本原因”是进行系统改变的关键。

KEY TAKE AWAY
今日重点总结



Thank you! 感谢！



ELEVATE Hong Kong Holdings Limited
15/F Soundwill Plaza II - Midtown
1-29 Tang Lung Street, Causeway Bay, Hong Kong 

Simon Chen

Associate Director, Factory Services

ELEVATE

E-mail: simon.chen@elevatelimited.com

Cell: +86 186 069 18 069

mailto:simon.chen@elevatelimited.com


Q & A
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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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e Safety Training 
消防安全培训

Lemon Wu, ERM

Octo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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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M是全球最大的纯环境、安全、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咨询公司。创建于1971年。在43个国

家有超过 160 个办事处。全球5,000 名专业咨询顾问。与财富500强的50%企业有合作，很

多有全球合作协议。荣获过诸多专业奖项，在并购领域、HSE合规管理、HSE管理绩效提

升、污染场地修复、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是首屈一指的全球EHS顾问公司。

■ 目前在中国拥有超过250位专业人员，分别位于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和台湾四地设立的

办事处。ERM是中国唯一和首家获得国家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外资公司

ERM及讲师个人介绍

Title of Presentation (Insert > Header & Footer to edit) 2

Lemon Wu 

■ 在加入ERM前，一直在跨国制造企业从事EHS的工作，先后在电子行业、机械行业、汽车

制造行业任职过。最后一份工作是在科德宝旗下的事业部担任亚太区HSE高级经理一职。拥

有20年的EHS经验，对EHS管理系统架构的设计和维护有一手的工作经验，精通EHS各模

块。

■ Lemon Wu, ERM高级EHS咨询师。专门从事EHS法规符合性评估、EHS培训、EHS管理系

统咨询、碳核查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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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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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许可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人员资质和培训

 消防器材和设施的维护/维修、检查、检测

 应急预案和演练

 相关的法规清单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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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谈论消防安全？

4

 整体现状：在对各企业的EHS审核过程中，通常会发现消防安全的工作或多或少都有做，但缺乏系统

性的进行。对其重要性的认知偏弱，过度的依赖维保单位。相对其他安全模块，火灾隐患排查和治理

力度不够。

 潜在的后果：跟其他的事故相比，一旦发生重大火灾，不但给企业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可能会

导致群死群伤，可能给企业造成致命的打击。

Q： 你认为你们企业消防安全工作做得怎么样？是否有违法行为？对于消防，您的困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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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防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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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工程要有消防设计审批和消防验收审批；

 审批的主管部门由消防队切换为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2020年6月开始）

- 特殊建设工程(如大型的公共建筑物、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宿舍）：

消防设计：实施审查制度并出具书面审查意见；消防验收：现场评定并出具消防验收意见。

-其他建设工程：

消防设计：要求企业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批准开工时，提供消防设计资料，备案抽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

 关注点：

- 工厂内是否存在未按要求进行审批的建筑物；

- 内部装修时，投资额在30万元以上或者建筑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工程，要进行消防许可。

（各地政策不一，如涉及内部装修，请咨询当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

参考：消防法 (2021修正)第10-13条；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第15条，第32-34条；消防法 (2021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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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防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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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的消防违规行为：

o 宿舍跟生产车间在同一个建筑物内；

o 私自搭建雨棚等临时建筑物；(江苏：危险废弃物仓库）

o 在建筑物内搭建房中房；

o 内部装修不按要求进行消防审批；

有消防审批手续不一定代表现场真的代表真的符合消防法规要求。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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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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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责任制

 消防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消防设施、器材维护管理制度；

 消防控制室值班制度；

 防火巡查、检查制度及火灾隐患整改制度；

 用火、用电安全管理制度；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和场所防火防爆；燃气和电气设备的检查和管理(包括防
雷、防静电)

 专职/义务消防队的建立和管理、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演练

 消防安全工作考评和奖惩；

参考：消防法 (2021修正)第16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1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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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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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火作业的管控 电动车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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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9/29    宁波锐奇日用品有限公司
某员工将加热后的异构烷烃混合物倒入塑料桶时，因静电放电引起可燃蒸气起火并蔓延成灾。造成19人遇难，3人
受伤，以及数以千万的直接经济损失。在发生火情的第一时间内，该员工竟然选择了用嘴吹、用桶盖扇，而灭火器
就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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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员持证上岗：

- 自动消防系统的操作人员、电焊/气焊作业人员 （消防法明确要求的）

- 消防管理人员；

 全员培训：

- 入职时消防安全培训；

- 定期消防安全培训（消防重点单位：至少每年）

 常见问题：

 消防控制中心要求24小时值班，每班人员不得少于2人。企业是否配足相关的持证上岗人员？这些人
员对本企业的消防系统是否熟悉吗？

 定期消防安全培训时，包含办公室人员吗？

参考：《消防法 (2021修正)》第17、21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36、38条；《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第5.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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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你知道有哪些消防器材/设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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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器材和设施知多少？

 消防控制室

 消防给水和灭火系统
- 消防泵房
- 室外消火栓系统；
- 室内消火栓系统；
- 自动灭火系统；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防烟和排烟设施；

 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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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要求配置消防器材和设施；

 消防器材的月度点检；

 维护好消防器材和设施，一旦有损坏，及时维修，确保消防器材和设施功能正常。

 请资质单位对建筑消防设施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全面检测。

 月度防火检查

 定期的防火巡查（消防重点单位：每天）

参考：《消防法 (2021修正)》第16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26条；《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第7-9章

Q: 防火检查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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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一些问题：

 消防设施被挡；

 疏散楼梯下方封掉作为储藏室；

 配电房缺少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

 月度维保单中发现的问题是否及时关闭；

 消控中心的报警记录是否被记录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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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

 定期的进行演习

频次：消防重点单位：至少每半年一次；其他单位：至少每年一次；

演习前： 设立应急小组，应急物资的准备，消防设施的检查；沟
通演习方案；

演习中：确保所有区域/人员参与到演习中

演习后：要有演习评估报告，分析是否达到预期的目标，存在的待
改进处，及行动计划

参考：《消防法 (2021修正)》第16-17条；《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40条；《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2019)》第3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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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法 (2021修正)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2001)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2018版

 重大火灾隐患判定方法 ( GB35181-2017 )

 火灾探测报警产品的维修保养与报废（GB 29837-2013）

 建筑灭火器配置验收及检查规范(GB50444-2008)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GB 25201-2010)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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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防安全是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将各要素要求融合进公司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

- 消防许可 变化管理；

- 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培训制度；安全隐患排查和治理；应急响应制度等

- 人员资质和培训 安全培训；

- 消防器材和设施维护/维修、检查、检测 运行控制

应 - 消防应急预案和演练 应急响应

- 相关的法律法规 EHS法律法规识别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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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疑问或或需进一步的交流，请联系我

 Lemon.wu@erm.com

 13585083366

 微信

mailto:Lemon.wu@e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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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安全重点单位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第13条

下列范围的单位是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应当按照本规定的要求，实行严格管理：

(一)商场(市场)、宾馆(饭店)、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娱乐场所等公众聚集场所(以下统称公众聚集场所)；

(二)医院、养老院和寄宿制的学校、托儿所、幼儿园；

(三)国家机关；

(四)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邮政、通信枢纽；

(五)客运车站、码头、民用机场；

(六)公共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档案馆以及具有火灾危险性的文物保护单位；

(七)发电厂(站)和电网经营企业；

(八)易燃易爆化学物品的生产、充装、储存、供应、销售单位；

(九)服装、制鞋等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企业；

(十)重要的科研单位；

(十一)其他发生火灾可能性较大以及一旦发生火灾可能造成重大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单位。

高层办公楼(写字楼)、高层公寓楼等高层公共建筑，城市地下铁道、地下观光隧道等地下公共建筑和城市重要的交通隧道，粮、棉、木材、百货等
物资集中的大型仓库和堆场，国家和省级等重点工程的施工现场，应当按照本规定对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要求，实行严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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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建设工程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第14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设工程是特殊建设工程：

（一）总建筑面积大于二万平方米的体育场馆、会堂，公共展览馆、博物馆的展示厅；

（二）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五千平方米的民用机场航站楼、客运车站候车室、客运码头候船厅；

（三）总建筑面积大于一万平方米的宾馆、饭店、商场、市场；

（四）总建筑面积大于二千五百平方米的影剧院，公共图书馆的阅览室，营业性室内健身、休闲场馆，医院的门诊楼，大学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劳
动密集型企业的生产加工车间，寺庙、教堂；

（五）总建筑面积大于一千平方米的托儿所、幼儿园的儿童用房，儿童游乐厅等室内儿童活动场所，养老院、福利院，医院、疗养院的病房楼，中小学校
的教学楼、图书馆、食堂，学校的集体宿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员工集体宿舍；

（六）总建筑面积大于五百平方米的歌舞厅、录像厅、放映厅、卡拉ＯＫ厅、夜总会、游艺厅、桑拿浴室、网吧、酒吧，具有娱乐功能的餐馆、茶馆、咖
啡厅；

（七）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规定的一类高层住宅建筑；

（八）城市轨道交通、隧道工程，大型发电、变配电工程；

（九）生产、储存、装卸易燃易爆危险物品的工厂、仓库和专用车站、码头，易燃易爆气体和液体的充装站、供应站、调压站；

（十）国家机关办公楼、电力调度楼、电信楼、邮政楼、防灾指挥调度楼、广播电视楼、档案楼；

（十一）设有本条第一项至第六项所列情形的建设工程；

（十二）本条第十项、第十一项规定以外的单体建筑面积大于四万平方米或者建筑高度超过五十米的公共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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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 介 绍

企 业 文 化

企业愿景：

全球领先的日化产品智造企业

我们的使命：

为客户提供一流的日化产品交付解决方案

核心价值观：

守正笃实、久久为功、成就客户、绿色创新



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原浙江汉莎洗涤用品有限公司）公司成立于2003年，地处长三

角核心区---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毗邻中国最大的宁波港，并与杭州与宁波机场均为

一小时车程，区位优势十分优越。公司占地100000平方米，现有职工240余人。公司已建有

三十多条各类自动化生产线，公司一直专注于为全球客户提供专业的洗涤、洗护、清洗、消

杀类产品的ODM、OEM服务。

公 司 介 绍



社会责任改善方法的分享-问题总结

在过去几年的社会责任审核过程中，我们的重点问题在于：

1.劳动时间:
主要问题在于劳动加班时间偏长，未能严格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劳动时间。由
于企业性质及生产安排，未能按照规定安排休息日，存在多人连续上班的情况。

2.仓储安全漏洞，安全急救:
化学品仓储仓库防侧漏装置未完全达到防侧漏的要求。
未配备足额的急救员

3.供应商管理未程序化:
未与供应沟通ETI准则，未对供应商进行程序化管理。



我们所做的：
1.改善劳动时间、优化劳动报酬、提高生产效率。
2.注重员工健康、提升安全要求。
3.建立员工反馈渠道。
4.做好供应商规范管理。
5.进行社会责任内审。

社会责任改善方法的分享



1.改善劳动时间、优化劳动报酬

经过两年的整改和改进
1.新建了洁净等级10万级的GMP车间，于2020年11月拿到
22716和CGMP认证，大大减少人需求。
2.提升管理，合理制定生产工作计划，提高工作效率。
3.调整员工上班时间，安排周末交叉休息，确保部分生产线的
同时合理安排员工休息时间。
4.通过技能培训、管理培训等提升员工个人能力，提高个人工
作效率。
5.制定薪资发放制度并按要求发放薪资，包括离职工资等。



2.注重员工健康、提升安全要求

1.做好员工全面培训，侧重安全培训。
2.更新员工个人防护设施、劳保用品等，确保员工个人与劳动
者签署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劳动合同，并签署职业危害告
知书，注重员工的知情权。
3.定期召开工会组织会议，与管理层做好沟通，从上至下，从
下至上全面提升社会责任意识。
4.根据危化品仓储要求，新建了甲类仓库，做好危化品物料的
严格规范存放。



3.建立员工反馈渠道

1.公司设立了员工信箱及邮箱，多渠道方便员工及时反馈

今年初，外包食堂饭菜品质下降，员工通过公司信箱方式，反
馈了食堂就餐问题，公司也重视大家建议情况，在今年4月自
己开设了食堂，大大提升了就餐满意度。



4.供应商规范管理

1.制定供应商评估制度文件，并列入受控文件，严格按照制度
文件实施管理供应商。
2.做好供应商的风险评估，并做好合格供应商管理。
3.与供应商沟通ETI行为准则，并与供应商签署廉洁协议。



5.社会责任内审

1.成立内审团队，定期进行进行内审
2.按审核要求及审核流程做好内审：包括员工健康安全、员工
福利、工作时间、商业道德、环境、供应商管理、安全环保、
安全培训等方面进行内审
3.内审报告罗列问题点及解决整改表，明确整改时间及整改方
式，体系管理人跟踪改善结果



总结

经过几年的社会责任审核，总体情况来讲，我们的体系运
作是有效的，是能够保障我们员工的根本利益的。在过去的几
年里，我们的弱点和难点主要在无法保障劳动时间和供应商的
管理上，经过这几年的改进，也有了根本的提升。我们的产品
追求绿色设计、绿色生产、绿色包装、绿色服务、绿色标志，
我们的企业管理追求绿色安全。所有的细节都是从日常小事做
起，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也会更加注重这一方面的实施和宣传。



Thank Yo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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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Progress tools & resources
AIM-Progress 工具及资源



POLL
投票

What type of resource do you find most helpful to support you 
in these areas? 
你觉得以下哪个类型的资源在这些方面最有用？

A. Practical tools like training decks with notes 实用的工具，比如说带
有注释的培训PPT
B. Live sessions such as webinars or online training 直播课程比如网络研
讨会或在线培训

C. Simple visuals like infographics 简单的图表，比如信息图
D. Other 其他



OUTLINE OF AVAILABLE TOOLS & RESOURCES
可用工具及资源一览

1 2

3 4

Supplier toolkit 
& related training materials
企业工具包及相关培训材料

Responsible Sourcing Journey 
(RSJ)

负责任采购历程（RS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ve update
企业社会责任法规更新

Dedicated 
“For suppliers” section 

on our webpage
网站上专门的“给供应商”

模块



SUPPLIER TOOLKIT (AVAILABLE IN MANDARIN)
企业工具包（有中文版本）

1

Benefits 好处
• Highlights visual and practical

assistance on how to improve
突出有关如何改进的可视化和实操指南

• Outlines why each issue is
important to your business, what
you need to do in practice and
practical tools to support you as
you make improvements, across
all content areas
概述为什么每个问题对您的业务都很重要、
您在实践中需要做什么以及在所有内容领域
中支持您进行改进的实用工具

• Includes ready to use templates
and action plans
包括马上可用的模板和行动计划



RESPONSIBLE SOURCING JOURNEY (RSJ)
负责任采购历程（RSJ）

Benefits 好处
• Provides an easy-to-use

modular framework
提供易于使用的模块化框架

• Defines four maturity stages
on the journey to responsible
sourcing.
定义了负责任采购历程的四个成熟阶段。

• Sets out key concepts from
the UNGPs and the SDGs
阐述 《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概念

2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VE UPDATE   企业社会责任法规更新

3

Benefits 好处
• Highlights summaries of  

selecte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gislations
精选企业社会责任立法摘要

• Fits into four categories: 
disclosure, due diligence, 
remediation and trade-based
分为四类：披露、尽职调查、补救和基
于贸易的

• Updated semi-annually
每半年更新一次



DEDICATED “FOR SUPPLIERS” SECTION
网站上专门的“给供应商”模块

www.aim-progress.com

4

http://www.aim-progress.com/


SURVEY
小调查

Where would you like further support on?
你想要在哪些方面得到支持？



C o l l a b o r a t i n g  f o r  p o s i t i v e  i m p a c t
t h r o u g h  r e s p o n s i b l e  s o u r c i n g

CONNECT WITH US
与我们联系

www.aim-progress.com

http://www.aim-progress.com/


Closing Remarks
结束语



C o l l a b o r a t i n g  f o r  p o s i t i v e  i m p a c t
t h r o u g h  r e s p o n s i b l e  s o u r c i n g

CONNECT WITH US
与我们联系

www.aim-progress.com

http://www.aim-prog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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