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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利益相关者和 

全社会的责任，以实现企业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协调统一。社会责任包 

括商业道德、安全生产、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20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或 

“社会责任报告”），是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发布的第三份社会责任报告。 

也是“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在2021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整体报告。 

 

   本报告经总经理批准通过，真实、客观地反映和披露了宝胜公司2021年度 

对公司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对国家 

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对公司员工、供应商、消费者等 

利益相关方积极承担和履行社会责任的总体表现。 

 

   报告组织范围：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范围：2021年1月1日～2021年12月31日，部分内容超出上述范围。 

 

   报告发布周期：每两年一次 

 

        报告发布形式：本报告以电子版的形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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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登录: http://baosheng.com/about/facilities 通过这个链接,进入网页之后 

此页面的左下方 请点击：CSR Report  

  

总经理致辞 

 

尊敬的各界朋友： 

 

 2021年度是，全球爆发COVID-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快满二周年了。这个 

COVID-19给我们人类,带来了太多太多的事情和事物的改变了。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工作场所、我们的出行、我们的生活习惯，跟COVID-19出现以前对比 

有180°的转变。戴口罩、消毒、扫行程码、测温、打疫苗、做PCR检测，成 

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必备、必需、必做的事情了。 

 

我们公司的制作产品（化妆刷）是化妆刷。顾名思义，化妆刷是化妆的 

时候用的工具。我们的产品中，95%的客户是欧美客户。欧洲和美国这段时间 

病情爆发、疫情特别严重，很多商店、专卖店关门休息。有事居家办公，人 

员很少出门。这种环境下，没有社交,没有人员之间接触交流,当然也没有必 

要化妆。因此，我们的产品的销路是直线下降。连续两年（2020年和2021年） 

公司完全是赤字经营。 

          

             我们公司是1995年4月建立的。直到今年年底，建厂满26年的我们公司。 

总共有341名员工。其中工龄，满5年以上的员工123名，满10年以上的员工 

119名，满20年以上的员工有14名。还有，这341名员工中有，已经超过了退 

休年龄的、满50岁的女员工和满60岁男员工合计共53名（占员工总数的15.8%）。 

但是，不管，这两年公司生意多么不好做，营业赤字发生多么大，我们公司始 

http://baosheng.com/about/fac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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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坚持一个信念；对员工付责任、对员工家庭负责任、对青县地区的社会付责 

任的原则，连一名员工也没有辞退过，反而，对53名退休的人员签订返聘合同 

在原先工资待遇（包括奖励金）1分不少的条件下，继续返聘录用工作。 

（特别说明一下:我们这里,在当地,很好招工的，要工作的人员充足。） 

 

一个企业，对社会的责任是什么？应该是很多非常多的。但是，我认 

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首先的第一是，想法设法，多给当地的人民找 

就业的机会。有了工作，让他（她）们有保证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有了 

经济来源才维持自己家庭生活。 

 

保护环境是公司非常关注的工作。我们积极推进环境保护政策，严格 

治理三废污染排放物。同时，通过技术进步、工艺改进和产能布局调控 

等手段，实现节能减排。 

 

    2021年公司做了碳信息披露项目CDP。在气候变化评估问卷上，评分 

报告得了“C”等级。 

  

宝胜一直致力于营造更为和谐的行业生态圈。作为中国化妆刷行业的 

一份子，宝胜积极打造行业优秀企业联盟，与优秀企业共成长，为行业 

发展积聚力量，并带领我们的供应商共求发展。 

 

2022年新的一年，我们将不断通过实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实现 

企业与社会、环境的全面协调，成为中国乃至全球化妆刷健康领域最具社会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之一。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政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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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领导人简介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总经理            ：李政雨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金度亨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职业健康安全部部长：慎雄基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消防部副部长      ：范艳辉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员工代表          ：张艳云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杨俊贤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机械工程部部长    ：崔龙殊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样品开发副部长    ：崔允钟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采购部代理        ：洪庸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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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企业概况 

 

 

宝胜制刷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韩国独资的私人企业。公司坐落于 

河北省沧州市青县开发区，占地面积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拥有 

员工330多名的中型企业。目前全沧州地区最大的研发、生产一体的专业化妆刷 

制造企业。 

    公司主要以客户来样（或提供样品）定做加工化妆刷及化妆用具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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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 

 

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服务能力、整合能力以及国际化能力 

高效运营、管理和投资行业优秀企业，以成为提供环保的产品和 

服务的领导性公司。 

 

 

定位 

 

成为具备化妆刷创新能力，立足本土并成功国际化，化妆产品 

成就优势地位的化妆刷产业领先企业，力争产品达到100%环保化妆刷。 

 

 

 

愿景 

 

我们产品保质保量，一直不断创新、不断开发新工艺，从产品开 

始到最后保证每一道工序，每一个步骤，严格把关，我们争做世界顶 

级化妆刷产品的领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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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SA8000/ISO14001/IS045001/ 

     ISO9001/FSC-COC证书及 

CDP得分报告和HER工厂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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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职工权益保护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公司切实加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改善用工环境，调动员工积极性，增 

          强企业凝聚力，进一步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构建以人为本，公平主义、 

          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 

 

          1、规范用工制度，依法保障职工合法权益。 

  

               公司依法保障职工的劳动合法权益，准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严格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权益， 

          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的原则，公司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于所有新入职的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100%，劳动用工备案率100%，企业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率100%，切实保障职工的劳合法权益。公司员工依法享受各种法定的带薪休 

假，包括法定节假日、婚丧假、产假、病假、工伤假等。建立规范的带薪休 

假制度，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员工可以享受带薪休假5天，累计工作满 

10年不满20年的员工可以享受带薪休假10天，累计工作满20年的员工可以享 

受带薪休假15天。公司坚持同工同酬，按照国家要求100%为职工缴纳社会保 

险，包括养老保险、基本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解除了 

员工的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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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劳动保护，关注职工身体健康 

 

              根据国家《河北省安全生产条例》的相关规定，公司按岗位需求给员 

工足额配备相关的劳动保护用品，积极采取措施持续改善特殊岗位工作环境。 

为特殊岗位员工建立了个人健康档案，每年组织特殊岗位员工健康体检，对 

医嘱要求需调岗位的员工立即换岗。对于全体员工三年一次体检，做到“小 

病早除，大病早治。”防患于未然。 

 

3、 推行《全球HER健康项目》，让女性员工更加健康。 

 

    公司积极参加《全球HER健康项目》，让公司的312名全部的女职工在 

HER项目中受益。这个项目是，通过员工中选拔（或自愿）的健康大使经 

培训老师培训后，健康大使再转教同伴的教育方式。公司共培养了19名健 

康大使，转教的同伴员工共293名。共培训了12次，培训时间累计40多个 

小时。通过HER项目改善了女员工的卫生状况，丰富了她们的生殖健康知识 

还培养了健康大使的组织能力和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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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立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公司内部成立了由办公室总务部、工会组成并全公司民主投票组成的 

员工代表和员工代表组成员与工会一起，解决员工与公司发生的各项劳动 

争议，着重内部调解，有效地化解了员工的内部矛盾。建立以职工代表大 

会、民主恳谈会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平等协商制度，保障员工对工资、 

福利、劳动安全卫生、社会保险等涉及自身利益的事项有知情权、表达、 

参与、协商和监督的权利；充分发挥信箱、SNS、电子邮箱等多种形式引 

导和鼓励员工进行理性地表达诉求。企业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构建和谐 

稳定的劳资关系。 

 

5、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公司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制定公司相关的职业病管理制度，如《化学品使 

用安全管理规范》《职业病预防管理规范》等，并对员工进行相关培训，监督 

个人防护用品必须佩戴，并坚持购买大品牌、正品的质量有保障的防护用品。 

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作业场所进行职业危害检测并及时将职业危害检 

测结果公布；接触职业职业危害岗位人员定期进行职业病体检，并建立完善的 

员工职业病健康监护档案，以确保员工在工作的同时能拥有健康。本年度公司 

全员职工通过《企业职工安全三级教育》和每月定期执行的安全教育接受教育 

员工培训率100%，每位员工平均一年受安全教育时间不低于31小时。使本年度 

2021年度（1月1日至12月31日）无一起发生大、小生产安全事故，大小事故发 

生率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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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职业发展通道 

    公司尊重员工的个性化发展，为员工提供了畅通的职业发展渠道。员工可 

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向管理职务方向或者专业技能发展，两条道路均可从新入 

职的普工逐步发展成为骨干人才、关键人才，直到公司的核心人才。 

 

7、 多元化和机会平等 

    公司关注员工的多元化，具有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需要的人，都充分得到 

符合他们（她们）能力的工作机会。我们招聘时建立多元化的招聘渠道，招聘时 

以能力为基准选拔人才，绝不因性别、国籍、健康、家庭背景等因素歧视任何 

应聘者。 对已经超过了退休年龄的、满50岁的女员工和满60岁男员工合计共 

53名（占员工总数的15.8%）执行了签订返聘合同在原先工资待遇（包括奖励金） 

1分不少的条件下，继续返聘录用工,并给他（她）们加入了商业保险。 

 

8、 无童工雇佣，无强迫劳动，无骚扰虐待（包括性骚扰） 

公司包括本年度，建厂以来始终最重要和最严重处理人权上的问题。全年 

没有童工雇佣，没有一起发生强迫劳动和任何骚扰虐待。并从未收到人权问 

题申诉,投诉率为0%。 

 

9、员工的商业道德 

    公司100%员工受过商业道德的培训，连续3年，通过内部或外部举报人被 

举报的违反商业道德案件件数为0件，违反公司有关道德规定的诉讼案件为0件。 

对可持续采购方面，已培训的采购员达到100%。 

 

第四部分 供应商、客户和消费者权益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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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劳动争议调解机制，构建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与供方共同发展与进步是公司的使命。 

           公司通过协助供方引入新的管理思想，完善和提高了供方现有的体系管理 

水平。利用企业的技术和质量管理优势，对供方开展实施了新产品导入、新 

产品技术交流、供方实地多次参观、供方质量与社会责任体系审核等一系 

列支持工作，协助供方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双方共同发展与进 

步。加强与供方合作，进行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发与推广。利用联合采 

购、集中采购的资源优势，降低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带来不良影响；利 

用长期、稳定的采购订单和企业不断发展的规模优势，与供方达成现实 

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携手供方共谋发展、共建双赢，共享公司 

发展的成果。 

 

2、满足客户需求，提供放心、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本着为顾客服务的宗旨，公司以高于行业、国家的产品质量标准，在 

          行业向客户承诺“不限期包换保修”，不受购买的时间限制，只要是正常 

使用产品前提下，只要使用当中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无条件包换新产品。 

   每年定期参加国际博览会和，公司访问客户或让客户随时访问工厂的方 

式面对面交谈及研究，更优质、更优惠、更创新的产品的提供互相探讨。 

    有位客户，为了开发新产品，整整用了三年的时间。这三年期间，公司 

做了不计其数的样品，提供了格式各样的样品样式，这样做了三年的样品之 

后，最后，我们的认真态度和高质量的样品，终于打动了客户心，现在成了 

我们公司长期合作的主要客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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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供应商的培训和管理 

公司非常重视供应商的资质。目前，已签署供应商行为准则的供应商为 

           100%，签订包含环境、劳工和人权要求条款合同的供应商为100%，已参加CSR 

           评估的供应商60%，已参加CSR现场审核的供应商60%，参与改进行动或能力培 

           养的受审核/评估供应商达到100%。 

     

 

第五部分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当地最大的化妆刷生产企业，公司以引领产业率先走出旧的经济 

          循环，探索与社会和谐、与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发展为使命。为此，公司在 

          发展过程中高度重视对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方面的非商业贡献，大力发 

展循环经济，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严格准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倡导 

“节能、低耗、低污染’的理念，开发绿色产品、绿色包装，实现节能、 

环保和低碳的发展目标，促进环境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1、准守法律法规，坚持清洁生产，保护地球自然环境 

 

公司2009年取得FSC-COC 产销监管链认证，2016年取得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7年取得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SA8000 社会责任标准认证，制定了“清洁 

生产，制造绿色产品，保护环境”的环境目标，为减少有害物质使用，提 

供绿色化妆刷产品做了不懈的努力。严格执行废水、废气的治理和环境 

监测，自成立至今，未出现任何重大环境事件。 

    公司年年加大环境保护投入，建设废气、废水治理设施,不断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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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行为，对社会福祉。投大额资金构建环境设备设施，污水、废气处理 

达标率100%。按照国家《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方法》、《危险废物管理方 

法》；重新识别、评价重要环安因素，修订控制方案和应急预案；对污 

水处理工进行环境保护培训，实行污水处理做到100%，处理达标率100%； 

加强中水回收利用，将部分处理后的废水用于冲厕所等，有效节约水资源； 

规范危险废弃物管理，委托具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回收处理污泥、废胶桶 

废机油、废油墨。 

    公司开始开发新产品时，注重产品的包装设计。设计的包装易于回收 

不浪费包装材料，不必要的扩张包装、过剩的包装材料。并且，设计包装时 

不混合塑料和金属（铁、铝等）最终消费者易于分类，产品上贴的条形码等 

标签用的不干胶不粘稠、不留胶，易于分离标签。 

 2、有害物质替换环保物质，保护地球环境 

 

连续5年，公司100%化妆刷产品上，化妆刷用的工业胶，从普通的、不 

环保的工业胶，替换了，虽然价格贵三倍，但是人体及大地无害的环保胶。 

这样的替换,虽然，公司利润减少了，但是对环境、对消费者健康尽责做了 

贡献和努力。 

3、公司2021年度原材料及化学品使用数量： 

化妆刷毛所需的人造丝总使用量：34.45吨 

化妆刷所需铝材在使用量（包括铝管、铝带、铝锭）：30.98吨 

化学品使用量：4.74吨 

                 其中： 1）  粘合剂（黄胶）：3.51吨 

2）  油墨：0.16吨 

                        3）  稀释剂：0.75吨 

                        4）  酒精：0.32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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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连续三年实现“节能、低耗、低污染” 

 

连续三年实现“节能、低耗、低污染”，公司从产品设计开始考虑原材料 

          环保化，给客户积极推荐，产品简化结构、简化包装、包装材料环保化、减少 

          有毒有害物质的使用。原来的有害的PVC的使用，改成EVA和PP材质使用。 

          公司通过， 新型节能的新空调替换老化的耗电大的旧空调比原来节约用电20%。 

新型节能的LED灯泡和日光灯，替换老式的普通日光灯和灯泡后，比原来节约用 

电40%。跟客户商定调整发货时间，对从公司到天津港口这段运输距离集中安排 

车辆，提高装载率，减少运输次数，减少耗油量，减少运输汽车燃料，最大 

限度控制并降低了移动燃料耗油量了。这个举措比往年降低10~15%运输耗油 

量。 

    同理，采购车的购买方式原来的有需求立即购买的方式每周4~5次的出 

车购物频率，改为早报购物计划、集中购买方式，出车频率改成了 

每周1次或2次。这种举措减低了购物车的耗油量比往年40%，减少了运输燃 

料产生的污染。 

    公司提倡不开或少开燃油车，多用或改用环保车，用自行车、电动车、电 

动汽车上、下班。用电动车、或电动汽车上下班的员工，免费使用充电。 

    提倡及劝导，购物不使用、不购买塑料包装袋，购物自带包装袋，尽可 

能用纸质包装袋，中午吃饭少购买一次性包装食品、尽可能在家带饭吃。 

  

              2021年度，2020年度，2019年度每整年的用电、用水、购买的燃油、通过 

有资质的第三方处理的危废量及用电产生的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对比表格。 

 

 

 



 

沧州宝胜制刷有限公司                     CANGZHOU BAOSHENG PROCESSING CO.,LTD. 

 

24 

 

指标名称 2021年 2020年 2019年 

耗电总量 508.63MKh 514.43 MKWh 662.44MKh 

用水量 2,091 M³ 2,124 M³ 5,224 M³ 

汽油总消耗量 2.79 吨 3.07 吨 3.48 吨 

通过第三方处理的

危废量 
0.332 吨 0.364 吨 1.956 吨 

非危废总量 6.46 吨 7.34 吨 9.17 吨 

再生材料使用量 3.81 吨 4.67 吨 2.64 吨 

废弃物回收总量 18.4 吨 16.7 吨 13.8 吨 

办公用纸（A4纸） 11.9万张 12.5万张 20万张 

用电产生的间接二

氧化碳排放量 
449.8 tCO2 454.9 tCO2 585.8 tCO2 

 

 

第六部分 对冲突矿产的政策 

 

冲突矿产：在刚果（金）及其周围国家和地区境内的锡石、黑钨 

             钶钽、铁矿和黄金及钴等稀有金属开采已造成严重的 

人权与环境问题。这些地区的大部分开采活动与冲突 

的武装组织有关（资助），导致该地区长期不稳定， 

所以被称为“冲突矿产”。 

公司对冲突矿产的政策：不支持、不使用来自武装冲突、非法采 

              矿与低劣工作环境中采矿而来的金属，即所谓“冲突 

矿产”。对供应商调查其产品中含有锡、钨、钽、金 

钴等金属，并禁止杜绝使用。 

关于产品的选材： 

                        公司的产品（包括原材料）中不使用锡、钽、钨、金 

钴，更不使用“冲突”地区的“冲突矿产”，并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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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管理、我们的下属供应商也准守，并禁止使用如 

上矿物产品及原材料里填入。达到产品（或原材料） 

中锡、钽、钨、金、钴 的“0”加入。 

 

第七部分 公共关系和社会公益事业 

 

1、热心参与社区建设，构建和谐公共关系 

 

              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意识的外商独资企业，公司一直以来积极 

           接受政府部门、监督机构等上级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热心参与各类社 

           区活动和支持地方建设，与当地居民、公共团体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参加 

           每年一度的清明节绿化植树活动，发动员工周边及公园捡垃圾等。 

 

          2、创造平等公平的就业机会和工作延伸 

 

公司的员工招聘原则是透明和择优录取的。招聘时，不分性别、民族 

种族、宗教信仰，确保求职者机会平等。招聘时，招聘广告贴在公司外 

公告栏和通过SNS发出招工信息，公开和平等的条件招工。为了，给退休 

人员提供继续工作的机会，公司采用返聘的方式继续、重新签订合同，继 

续录用岁数大的老工人。 

 

  3、依法经营，依法纳税，为社会和国家发展做贡献 

 

企业的规模变越来越大，就越要为社会贡献。企业20121年度继续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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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纳税大臣（纳税600万元）。 

 

4、新冠病毒无情，人有情 

 

    新冠病毒肺炎发生以来，公司免费给员工发放22万个口罩。居家隔离期间也   

一分不少发放工资。给当地政府（疫情防控部）捐款、捐疫情防控物资。 

 

 

第八部分 社会责任评价与未来展望 

 

1、热心参与社区建设，构建和谐公共关系 

 

在过去的2021年一年里，公司以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原则，在 

对相关方权益保护、社会公益事业、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积 

极推动并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公司对2021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和制 

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所存在的差距和问题进行终结、评价，并做出如下 

           要求：1）需要明确企业内部各相关职能部门的社会责任履行职责和管理 

职责； 2）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加强社会责任体系和 

社会责任意识的培训。 

 

2、员工本地化政策 

    公司从建立起特别重视员工本地化。公司在运营过程中优先雇佣当地 

的劳动力，不但普通员工本地化，连管理层（尤其是高级管理层）也采用 

本地化的政策。 

●  重视当地人才培养，不断强化经营人才当地花，当地化雇佣比例为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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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发挥当地人才的经验、优势，当地管理者比例为 90.3% 

●  尊重女性员工，女性管理者比例为83.3% 

●  残疾人雇佣率超过2% 

 

3、未来和展望 

2021年，公司成立27周年。公司将继续以“环保化妆刷普遍全球”的 

           目标，以 “科技与产品结合”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是责任管理体系，加强 

           社会责任制度建设和社会责任意识培训，将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经营管理的 

           各个环节，逐步实现社会责任管理的常态化和规范化，充分发挥社会责任 

           的良好引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