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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通利将 《全球契约》所倡导的,尊重人权、劳动杈、环保和反腐败等

方面的十条规定,作为企业的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运营活动中,我

们先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践行之。我们的行动深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同时,我们也愿意在此重申,我们对员工、合作伙伴、客户和社区所做出的承诺 ,

将逐步得到落实,并接受公众的监督,并随时公开报告我们履行 《全球契约》的

进展情况。

l

r‰廴
董事长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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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北京维通利于 19s/【 年 3月 创立,公司立足于电力电气行业,依托特种焊接

接技术和柔性制造能力,致力于世界 500强和国内优秀电气制造商提供铜、铝导

电连接件的解决方案。

北京维通利坚持走柔性制造、专业化发展的道路。经营面积达到 z1s000平 方

米;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20O7年公司在无锡设立了厂房面积达 3800平方米

的分厂;目 前公司己成为国内最具技术实力、生产规模、品牌知名度的铜、铝导

电连接件的专业制造企业,为 国内外 300多家电气制造企业提供配套服务,并与

ABB、 GE、 sIEMENS、 AREVA、 sCHNElDER、 EATON等世界 500强建立起长期的战

略合作关系。在与跨国企业合作的同时,我们将
“
维新维远,通江通海,利 国利

民
”
十二个字作为公司的企业价值观,意在勇于承担起我们的社会责任。



北京维通利 电气有限公司

Bc凵 1ng VictoD`Elcc廿 jC Co,Ltd

一、 经济绩效

*承诺与制度

公司基于自身的战略,承诺合规经营,创造良好的财务业绩,防范经营风险

等方面,以及制定的相应制度文件等 .

(一 )体系与政策

为量化公司经营管理 目标 :整合公司资源,改善管理过程,促进管理科学化、规

范化、数据化、制度化,确保实现公司经营目标;同 时引导、培养员工提高工作

绩效,提升工作能力,特制订了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为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积极性,鼓励全体员工就产晶工艺、工作流程、工作方法提

‘出合理化建议 ,督促各部门人员努力改进及技术革新 ,以提高工作效率 ,增加公
l                                         l

司效益,公司制订了 《合理化建议及技术改进革新管理办法》,给予员工适当的

, 奖励。                   ,

公司推行精益TPM管理模式,学习先进企业的良好生产模式,改进自身不足,为

公司创造最大化利益。同时为加强公司规范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提升企业形

象,使员工养成良好的素养,公司实行 《ss管理制度》,节约公司资源,为可持

续发展做出努力。

(二 )工作与成果

2010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000万元,向 员工支付工

资3000万元,支付银行等债权人借款利息60万元。

公司在 ⒛11年 5月整体搬迁至通州聚富苑民族工业区,实力日益壮大,业

务发展迅速,增加了成套丌关柜组装业务,投资一干多万新增各种生产设备,提

高劳动生产率,向 高新技术企业类型发展,力求节约能源,做到可持续发屣。



(三 )反馈与评价

质量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客户的评价是对我们的肯定,也是我们继续提

高的动力。公司多次获得 ABB系统质量优秀供应商,例如:厦 门ABB、 北京 ABB、

大同ABB等。还获得苏州西闸子授予我们的质量优秀供应商奖章,以及 GE(上

海通用电气 )、 庞巴迪客户授予我们的质量优秀供应商奖章。

ˉˉ-、 环境绩效

*承诺与制度

(一 )承诺:环境保护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公司通过绿色设计、

清洁生产、技术革新、污染源治理等方式,实现节能、降耗、减排、杜绝

重大环境污染事故、保护环境的环境目标。
9

(二 )体系:根据 ISO14001⒓004《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要求,建

立了 《环境因素/危险源识别、评价控制程序》、《化学危险品控制程序》、

《法律、法规和其它要求的获取及合规性评价程序》、《合理化建议及技术

改进革新管理办法》等文件,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由企

业管理部负责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对不符合现象进行纠

正、预防。

(三 )业绩:⒛ 10年度,维通利公司全员参与的合理化建议达到 60项 ,涉及工

艺改进、设各改进、工装改进、废物回收、工作流程等方面,总经济效益

达到 355万元。通过工艺改进下料余量、材料套用、增加数控设备下料

等方式,提高了材料的利用率,可回收金属与产能比例同比下降 2%。 ⒛10

年,通过改造照明系统、全部使用节能灯、空调温度限制、变压器切换提

高用电功率因数等方式,节约用电 194万度,节约 10%。 2010年 ,节约

用水 100吨 ,节约 4%。 废物分类管理和处理:可回收固废、不可回收固



废、危险废物,将危险废物交由经环保局批准的专业公司 (北京鼎泰鹏宇 )

处理;生活污水排入政府的污水处理系统。维通利致力于建设绿色家园,

通过植树和种植灌木类的绿化方式,提高厂区的绿化效果和生态效果,美

化环境。

—— ^、 社会绩效

*承诺与制度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回报社会是公司的义务。公司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

积极参与扶贫济困、支持国家教育事业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

任。

(一 )体系与政策
i

公司在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
`一

如既往关注社会公益事业,关爱弱势群体 ,

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职工的生活困难,为 困难职工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维护

企业的和谐稳定。公司经常举办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丰富群众的生活。此外 ,

公司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投资数百万建设娱乐设施,例如;篮球场、图书馆、

网吧、乐器室、羽毛球、乒乓球室、视听室等。另外,公司还积极响应有关部门

的号召,参加社会捐助活动。

(二)工作与成果

1、 捐资助学:⒛ 10年 ,与河北三河市华北科技学院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达

成合作,公司为华北科技学院机械及电气自动化专业的在校学生提供实习基

地,并在华北科技学院建立 “
维通利助学金

”,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坚持读

完大学。截至⒛11年 7月 ,共资助学生27人次,发放助学金6万元。公司在湖

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捐助一所希望小学,累计投入近碴00万元。公司自⒛07年

以来在内部成立 “
员工教育基金

”,即 员工的子女或者兄弟姐妹凡是考取高

中及以上学历的,每年可从公司领取教育基金,截至⒛1l年 9月 ,累计享受



219人次,累计发放教育基金458000元 。

2、 扶贫济困:⒛08年汶川地震,公司组织员工共捐助165万元,同 时公司

分别给受灾的四川籍员工每人捐助5000元 ,累计捐助65000元。

四、 人权绩效

*承诺与制度

不使员工因年龄、种族、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宗教信仰、民族血统或

身体残疾等因素而受到歧视。公司保证为员工提供公平的工作环境及就业保障。

在没有任何歧视的情况下 ,所有员工都有权要求同工同酬。公司的所有应聘者都

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面试+笔试 ),以确保公司招聘流程的客观性、公正性 ,

以及平等性。公司保证将毫无保留地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杈。

(一)体系与政策

l在职工待遇和职工权益维护方面,我们正在执行 《薪酬管理制度》(2010年
)、

《职工医疗保险管理办法》(2008年 )、 《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等制度构成的管

理体系,对于职工发放住房公积金、劳动待遇 (包括工作时问、休假、加班、I

资待遇等)相关问题,从制度上给予了确认和保障。

2在劳动保护和安全方面,我们制订了 《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安全监督检查制

度》、《劳动保护用品管理办法》等制度。在 ⒛10年又制订了 《关于特殊工种人

员体检管理规定》、《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管理办法》等制度性文件。

3⒛06年 ,公司对 IS0质量、环境、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 ,

形成了新的 《质量 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整合管理体系手册》和 《三合一管

理体系程序文件》及相关的程序文件、管理制度.同时将 《职此健康安全管理指

导书》进行了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的关于职工健康安全的管理文件。与方圆认证

机构签订了
“
OH阻S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

”
协议,将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正

式纳入公司的管理范围。

4在保障职工利益、调节劳资纠纷的维杈方面,公司在 《薪酬管理制度》中明确



了员工关于薪资投诉的申诉程序 ,同 时公司赋予企业管理部受理员工任何投诉的

职能,并在 《稽核制度》中作了明确规定。

(二 )工作与成果

◇非歧视

反歧视政策是国际公约、社会立法和各种指导原则的主要要求之一。北京维

通利电气有限公司按照国际公约、社会立法和各种指导原则管理企业,并建立有

效的监察机制确保非歧视原则在所有经营活动中的贯彻落实。当在所经营活动中

发生了涉及内部和/或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各类歧视事件,包括国际劳工组织定义

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宗教歧视、政见歧视、社会地位歧视或其它相关形式的

歧视时,能够提供申诉渠道,比如通过专用总经理电子邮箱、信访途径进行申诉、

还可以向公司人力资源部反映,同 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处理歧视事件。并可以

对歧视事件进行调查处理。                  ·

1                                         i

截止 ⒛10年 为止 ,公司未发生歧视事件。

◇强制与强迫劳动                    I

废除强制与强迫劳动是一项基本人权 ,是 《世界人权宣言》的条款之一,是

国际劳工组织的核心公约。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支持和遵守公约 ,按照国家

及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行为。员工按照 自愿的原则,与企业签订劳动合

同,对员工工作时间、强度、休息、各项福利待遇等方面做了严格规定,维护员

工的劳动权益。

公司允许员工 自由选择工作 ,当 员工辞职时,公司不会以任何理由和手段限

制其对新工作的选择 ,公司也不会以任何方式限制员工的人身自由,绝不允许以

扣押证件及钱款、还债、监视、威胁等方式进行强制劳动。

(三 ) 反馈与评价

l⒛09年 ,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获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授予的
“⒛09

年度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
称号。

2⒛ 10年 ,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获北京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授

予的
“
⒛062009年度北京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审核征缴诚信单位

”
称号。

7



未来展望

展望未来,公司将注重自身的资本增值和企业价值提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积极开拓业务领域和市场,依靠公司前瞻性的

战略能力和对市场行业的精准把握,争取更加优异的业绩,并认真履行企业公民

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回报员工,赢得市场肯定和客户信赖,促进公司与社会

和谐、协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