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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报告前言

1.1 报告编制规范

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追求发展、维护企业利益的同时，承担起对员工、

消费者、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公司作为国内纺织行业领头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在公司发展的同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参与社

会公益事业，促进公司与社会的全面、自然、协调发展。

报告时间范围：2019 年 9 月——2020 年 9 月。

基于社会责任履行的长期性与持续性，本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时

间。希望本报告能成为公司与社会各界交流、流通的桥梁，成为投资者、消费者、供应

商、客户以及债权人等多方对公司了解、认知的窗口。同时也欢迎社会各界对公司进行

监督，为公司持续发展多提宝贵意见，以合公司能够更好地进步和发展，也能更好地回

报社会。

本报告依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并结合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

方面的实际情况编制的，是对公司在 2020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相关工作的总结。

报告获取方式：消费者、供应商、经销商、监管部门等各类利益和责任相关方，可

以从本企业门户网站（https://www.mingai.com/）下载阅读，或者拨打我公司热线：

联系本公司办公室（0579-85813222）获取书面形式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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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高层致辞

诚信、尊重、服务，全力打造中国织带有影响力的品牌

——公司董事长：朱建明

1.3 企业简介

义乌市明爱针织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5 年，座落于小商品集中地——浙江省义乌市

义亭开发区甘塘西路 18号，是一家集产品开发、制造、销售为一体的织带企业。

公司拥有从国内外引进先进的先进高速无梭机，电脑提花机、打孔机及钩编机等

200 多台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织造设备流水线。专业生产各色电脑提字提花带、弹性

平面带、鱼丝带、斜纹带、内衣包边带、印花松紧带、橡筋、橡根及乳胶包纱等产品。

宽度可从 3 毫米到 400毫米，产品规格齐全，颜色多样，根据客户要求定做各种织带。

广泛应用于服装、保健用品、箱包、鞋帽、床上用品、手袋、装饰品等行业。产品不仅

销往国内各大城市，而且还销往俄罗斯、中东、欧美等国家及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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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报告正文

2.1 股东和债权人权益

股东是企业生存的根本，股东的认可和支持是促进企业良性发展的动力，保障股东

权益、公平对待所有股东是公司的义务和职责。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制度的有关规定，通过公司治

理自查活动，整改内控缺陷，修改了《公司章程》，不断探索与完善公司治理，诚信规

范公司运作，建立健全了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有效提高了公司的治理水平。

公司 2013 年——2021 年荣誉：

1、财政贡献三等奖

2、劳动保障信用 A级单位

3、劳动关系和谐单位

4、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单位

5、三星基层组织

6、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2 员工权益保护

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源和财富，公司与员工的关系不只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

而是一种相互依存、和谐发展的合作关系。公司建立和健全工会组织，推动公司健康和

谐发展。

（一）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保障、维护员工基本权利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

公司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依法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员工的合法

权益，劳动合同签订率达 100%。公司全年未发生因劳动关系管理引发的劳动争议。

明爱按照 ISO 9001 、ISO 14001 和 ISO45001 标准的要求，建立、实施、保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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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对工作场所的环境因素和危险源进行识别，并采

取相应的防护措施。为创造和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氛围，根据需要，公司提供个性化

支持，维护全体员工的权益，使全体员工满意，调动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公司严格执行

《劳动合同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全员签订劳动合同，

缴纳社保，实行员工休假制度和体检制度，对在粉尘、噪声环境下作业的员工给予特殊

的健康和安全保护，每月向员工发放劳保用品和防护用品，对车间员工提供休息区，办

公室全部安装空调和防护门窗，车间安装通风装置和吸尘装置，夏季高温在车间除放置

风扇外，再在各车间放置大冰块，发放中暑药假，并按国家规定发放夏季高温补贴。

为保证安全工作的有效监督和开展，公司配置专门安全员，负责安全的日常工作和

检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处罚和整改，并对发现的隐患进行监督整改，同时还进行日常

的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和演练，公司组建自己的消防队，进行演习。

明爱对重要危险源进行识别并采取控制措施，也制订有相应的应急处置措施。

明爱通过座谈会、职工代表大会、绩效面谈、面对面沟通、明爱时报访谈等多个渠

道确定影响不同员工权益、满意程度和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为员工提供针对性、个性化、

多样化的支持。

（二）薪酬福利

公司办公室建立了“基于员工能力的薪酬考核体系”，有效地实现了员工能力提升

与企业发展规划为导向，员工考核兼顾能力与业绩均衡。

公司制定了相应的薪酬管理办法，以物质激励和非物质激励两大方向进行设计，

通过年薪制、计件制、记时制等多种形式并存的薪酬分配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

公司还制订多种形式的激励措施，通过全方位的激励（如：1、物质激励:包括工资、

奖金和各种福利，是公司最基本的激励手段。2、环境激励:包括单位良好的规章制度、

和谐、积极的文化氛围、优越的办公环境等。3、能力激励:包括给员工提供培训的机会、

适合自身发展的工作岗位等，以其能力给予岗位或薪资的提升，满足员工发展自己能力

的需求。）的执行，充分激励和调动公司各类人员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三）培训与发展

（1）员工培训

公司根据不同的岗位类别结合岗位不同的培训发展需求，设立不同的培训目标和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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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稳扎稳打，积极开展各类外训、内训活动，形成“全员参与”的员工培训发展格局。

培训方式实行分层分类、分阶段采取个别以及统一培训集中指导等方式，师资以企

业高管及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技术人员为主，辅以外聘师资讲授、多媒体播放，远程视屏

教学、员工自学等多种方式, 为每一个岗位的发展提供机会。

公司通过发放需求调查表的方法和分析公司发展规则、绩效状况等，了解培训需求。

培训需求确定以后，公司与年初制定当年的《年度培训计划》，明确培训目的、时间、

地点、对象、内容、方式、费用预算、考核方式等具体要求，经相关部门负责人会签，

总经理批准后实施。公司规定一线员工一年培训不少于 48 小时，部门主管以上员工一

年培训不能少于 60 小时，新员工上岗前必须经过 8-16 小时的岗位培训。

（2）员工的发展

为帮助不同岗位人员实现职业价值，公司重视发挥员工的潜能和主动性，并采取多

种措施予以支持和鼓励，帮助员工实现学习和发展目标，进而实现员工的职业生涯发展。

公司通过内部竞岗、轮岗制度使人才得到成长发展，同时公司采取“推拉结合”政

策，建立员工竞争上岗和退出机制，建立了以员工评价体系为基础的薪酬激励体系，发

挥员工潜能和主动性。各级人员只要达到较高职位所需技能、具有相关工作经验和资历、

在职工作表现良好、完成职位所需要的有关课程训练、具备较好的适应能力和潜力就有

向上一级工作岗位晋升的机会。

公司建立纵横结合的成长阶梯，为基层员工提供广阔的发展平台。只要员工在具备

胜任不同岗位的知识和能力，通过办公室核，符合公司晋升的条件，可在公司办公室的

指导下，分析确认自我职业取向，选择合适自己的职业道路。同时依据公司的发展战略

规划，挖掘具有一定素质基础的员工做为后备管理干部储备，提升员工的发展空间。

（四）关爱员工

公司先后投入巨资，建造了舒适的职工生活园区，为所有员工宿舍安装了空调、热

水器，让员工住进了设施完善的职工集体宿舍和双职工夫妻房。在文化生活方面，公司

员工生活区建立了文化活动室、图书报刊阅览室，设置乒乓球馆、羽毛球馆、运动室，

开展素拓训练、书法、体能锻炼、员工练习健康操等活动，每年不定期举行旅游活动等。

（五）关心员工工作生活

高层领导及时倾听广大员工的心声，了解员工支持和保障措施的效果，进一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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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困难，成立工会、员工代表，每年对一些生活困难或患

病的员工进行资助。对于具名的员工申诉，公司开通了总经理热线和信箱，确保员工申

诉通道畅通。无论是建议还是意见，对于各级人员反馈的信息，办公室都进行了详细的

反馈，让员工了解到公司关注了员工的想法，公司重视员工的想法，对员工给公司提出

的合理化建议进行奖励。

2.3 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公司坚持诚信经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注重保护各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坚持从源头抓好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秉承“合作共赢”的理念，对供应商和合

作伙伴进行“捆绑”式经营，同时也派驻专业人员对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现场辅导改善，

实现双赢。

1、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①供应商考核

公每月月初品质部组织物控部、制造部对上月供方的产品合格率、交货及时率、服

务质量进行评分。将考核结果分成四类：A，B，C，D，得分为 D级的，为不合格。

公司每年根据供应商综合考评结果对合格供方名录内容进行调整。公司与合格供应

商订立年度供货协议时间，均同时订立质量技术协议作为附件，以规范和评测供应商质

量管理能力。

②与供应商建立良好合作

公司与供应商建立良好合作关系，通过技术支持、资金支持等，进行供应商培育。

公司重视供货的隐性成本管理（采购周期、库存、运输等隐形成本），公司将供应商纳

入适时送货系统，尽量减少存货，降低公司的总成本。

2、客户需求关注

为客户提供品质可靠的产品和解决方案是企业重要的社会责任之一，公司在产品质

量管理和新产品研发上进行了创新和突破。

①建立产品质量跟踪制度



义乌市明爱针织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5 -

公司生产的产品执行严格的检验制度，下道工序对上道工序要进行检验，质检员要

进行严格的全面检验制度。

②成立质量改善团队

公司组织成立质量改善工作小组，当市场反馈质量问题或事故时，由工作小组会同

技术部、物控部和生产部等部门，协同解决问题，并执行改进措施的落实监管工作。

3、售后服务投诉管理

公司销售部设有专门的售后服务人员，售后服务人员每月对服务、质量投诉信息进

行汇总，对重大或重复质量问题及时反馈到技术、品质、生产部门，每季度分析、总结

形成季度报告，品质部、生产部等部门进行原因分析，提出改进措施，以文件通报等形

式传达到组织内各部门，由各部门进行落实与改进。

2.4 产品质量安全和安全生产

公司能够勇于承担所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责任和社会义务，总经理是公司质量安全和

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各部门负责人分别就部门产品质量安全和生产安全承担第一责

任。

明爱产品严格执行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如：

GB/T 25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变色用灰色样卡

GB/T 251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评定沾色用灰色样卡

GB/T 2910 （所有部分）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GB/T 2912.1 纺织品 甲醛的测定 第 1部分：游离水解的甲醛（水萃取法）

GB/T 3920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摩擦色牢度

GB/T 3921—2008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皂洗色牢度

GB/T 3922 纺织品耐汗渍色牢度试验方法

GB/T 4802.1—2008 纺织品 织物起毛起球性能的测定 第 1部分：圆轨迹法

GB/T 4856 针棉织品包装

GB/T 5296.4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GB/T 5713 纺织品 色牢度试验 耐水色牢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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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6529 纺织品 调湿和试验用标准大气

GB/T 7573 纺织品 水萃取液 pH 值的测定

GB/T 8170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GB/T 9994 纺织材料公定回潮率

GB/T 17592 纺织品 禁用偶氮染料的测定

GB 18401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T 19976—2005 纺织品 顶破强力的测定 钢球法

GB/T 24121 纺织制品 断针类残留物的检测方法

GB/T 29862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 31701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FZ/T 01026 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多组分纤维混合物

FZ/T 01057 （所有部分） 纺织纤维鉴别试验方法

FZ/T 01095 纺织品 氨纶产品纤维含量的试验方法

FZ/T 01101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测定 物理法

FZ/T 30003 麻棉混纺办公室量分析方法 显微投影法

GSB 16-1523 针织物起毛起球样照

GSB 16-2159 针织产品标准深度样卡（1/12）

T/ZZB 1549—2020 松紧带

FZ/T 63006-2019 松紧带

FZ/T 63019-2013 丝绒带

T/ZZB 0891—2018 锦纶丝绒带

公司在产品质量方面所做的努力及成果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

公司特别强调质量部门在生产过程中，从原材料到生产加工的每一道工序严把质量

关，公司建立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规定了从总经理到各个部门的质量职责，同时充

分考虑从产品设计到售后服务整个全过程活动的质量监控，从“研发、采购、生产、出

厂检验”，每个环节都设置了严密的管理制度，进行严格的管控。同时通过操作规范学

习、安全教育宣传和质检等手段，使产品质量意识深入到每一位员工内心和每一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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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当中。通过与各相关方的合作交流，对相关供应商和客户在守法经营、环保责任、

安全生产理念、质量第一及产品安全责任营造有效的影响。

为确保安全生产，公司坚持“遵守法律法规、安全生产第一。全员积极参与、不断

持续改进。”方针，以生产车间为安全管理落脚点，形成车间主任、专职安全员、劳务

队伍三层面安全管理支撑；面向一线员工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安全宣传活动、按照《安

全质量标准化手册》履行，从细小入微做起，真正做到“三不伤害”；采用先进安全生

产技术，改善施工区域安全设施和安全生产条件，推广定型化、工具化防护设施，保障

安全生产；加强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有效消除车间安全隐患，各专项整治责任、资金、

措施均处理到位。公司开展 “安全生产月”等活动等，近年来无重大伤亡事故发生，

评为“安全生产示范企业”“劳动管理信得过单位”。

明爱进行厂房改造，持续改善与保持工作环境，加强 6S 管理，规范施工现场材料

堆放，提高设备安全性，降低员工风险；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健康情况调查，对特殊工

种实行建档管理、定期体检。对于一线操作员工必须佩戴安全帽、安全带上岗，特殊作

业人员必须佩戴防护面罩、护目镜、防护手套等上岗；高温天气现场配备降暑药品(藿

香正气水、仁丹等)，合理调整作业时间等是员工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有了最有利的保障。

同时明爱不断加强安全教育，强化员工安全意识，做好各项安全保障，把关爱生命落到

实处；加大安全生产检查力度，做到安全员天天检查，车间主任周周检查，生产中心月

月检查，层层把关，把安全生产落到实处，杜绝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2.5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公司建立了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在企业运营中可能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影

响进行风险识别与评估，对重要环境因素和重大危险因素进行有效控制。按照体系标准

每年开展改善项目，涵盖安全、节能、废物处理等不同领域，持续改进环保和健康安全

管理，从而达到了公司经济效益与“环保、健康、安全”的和谐发展。

表 1 公共责任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控制项目 相关风险来源 控制与治理措施 执行标准/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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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保护

1
废

水
生活污水

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

放。

废水纳管标准执行《污水综合排放

标准》中三级标准；入河标准执行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一级标准 B 标准。

2
废

气
食堂油烟

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至

屋顶高空排放。

大气污染物执行《大气污染物执行

综合排放标准》二级标准

3
固

废

生产上固

体废弃物
集中回收。

一般固废贮存、处置过程执行《一

般工业固体废弃物贮存、处置场污

染物控制标准》及国家环保部

【2013】第 36 号关于该标准的修

改单；危险固废贮存过程执行《危

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国家

环保部【2013】第 36 号关于该标

准的修改单。

生活垃圾 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4 噪声

选用噪声设备，设备安装时

采办公室减震措施，以防震

减噪：厂区范围内种植树

木。

厂界东侧、南侧和西侧噪声执行

《工厂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中三类标准：昼 65dB，夜 55dB。
靠近 03 省道一侧执行 4a 类标准，

昼 70dB，夜 55dB；

能源

资源

利用

油、电、水等消耗，浪

费能源和资源

1.推广利用节能新技术、新

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2.建立企业循环利用系统

3.开展降低电力耗能的攻

关

油、电、水按年度公司节能降耗目

标指标

安全

生产

机械伤害、搬运伤害、

触电、火灾等，造成员

工伤亡

1.成立消防队，定期演习

2.执行安全“三同时”

3.签订安全管理责任状

不发生重大安全事件、火灾事件，

无死亡事件，无重伤事件；

产品

安全

产品质量问题致使消

费者利益受损

1.按 ISO9001 体系管理

2.技术工艺文件控制

3.定期监测产品

4.严格的产品认证和内外

部监测

按内衣国家和行业及浙江制造团

体标准等相关标准要求

公共

卫生

噪声等造成员工职业

病的隐患

1.按 ISO45001 体系管理

2.建立健全工业卫生档案

3.一年一度职业病体检和

普检

4.车间环境工业卫生监测

加强劳动保护，优化作业环境，无

职业病病例发生。

环保一直是明爱管理工作的重点，明爱积极运用 PDCA 循环实施过程改进模式，推

行提案改善，采取部门自查、专题抽查以及定期的内审和管理评审等方式，及时对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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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过程的符合性、有效性、适宜性进行监督追踪和判断，并及时在实施过程中作出改

进，以使企业真正做到清洁生产、绿色管理。

2.6 公益支持

明爱在与所有相关方（顾客、股东、员工、合作伙伴、社会等）的交往中，以“诚信”

作为明爱准则，秉持诚实正直、信守合同、依法纳税、遵纪守法等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奉行“外树企业形象，内育职业忠诚”的企业道德观，公司还先后制定了《员工行为手

册》、《诚信手册》、《合同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涉及道德行为的制度，并设立专人予

以监督检查，确保明爱及员工行为符合诚信准则等道德规范。

公司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探索以价值增长为核心的企业持续有效较快发展

之路。明爱以积极的态度组织员工参加各类公益性活动，在公众场合展示明爱人的良好

精神风貌，树立企业的公众形象。

在政府、工会的倡议下，积极开展献爱心活动，组织员工到福利院看望孤儿与老人；

同时向教育基金捐款，向对口的贫困村庄捐款，奉献明爱的滴滴浓情。

项目 2020年 项目 2021年
员工节日福利 80000 员工节日福利 83000

员工住院 15000 员工住院 8000
员工高温补贴 130000 员工高温补贴 14000

员工奖金 230000 员工奖金 192000

员工学历补贴 32500 员工学历补贴 28800

员工住宿补贴 82500 员工住宿补贴 82000
合计 570000 合计 407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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