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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BC刂 111g Ⅵcto,Elcctric Co,Ltd

高管致辞

北京维通利将 《全球契约》所倡导的尊重人权、劳动权、环保和反腐败等方

面的十条规定,作为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企业运营过程中,我们先

后制订了一系列的措施,并且不断践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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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公开报告我们履行 《全球契约》的进

展情况。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履行十项原则,不断学习改进,争取在业内做出表率

作用,为全球契约社会责任的实现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董事长



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BC刂 ing Ⅵcto〃 EIcc廿iC C0,Ltd

公司简介

北京维通利于 19go年创立,公司立足于电力电气行业,依托特种焊接技术

和柔性制造能力,致力于为世界 500强企业及新能源、光伏、风能、轨道交通行

业提供铜、铝导电连接件及触头系统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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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000平方

米;为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zO0,年公司在无锡设立了厂房面积达 3980平方米

的分厂;目 前公司己成为国内最具技术实力、生产规模以及品牌知名度的铜、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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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 GE、 引EM ENS、 sCHNElDER、 ALsTOM等世界 500强建立起长期的战略合作

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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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在于在坚持做企业的同时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2011年 4月 公司搬入新厂房,合理规划厂区建设,提高生产效率,扩大产

能,提高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与服务;新增软母排、叠层母排、柔

性触指生产线,能够更好的满足客户需求。公司配各一系列的文娱设施,定期举

办球类比赛、唱歌比赛、课堂讲座等文娱活动,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努力为员工

提供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能力越大,肩负的责任越重。即使在社会责任的道路

△会遇到困难,我们终将克服并继续前进。



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BC刂 ing Viα °,ElcctHc c°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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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体系与政策

1为整合公司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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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为引导、培养员工提高工作绩效,提升工作

能力,公司制订了 《经营管理目标作业控制卡》和各部门/班组 《绩效考核管理

办法》,以 目标管理促进业绩提升。

2为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公司鼓励全体员工就产晶工艺、工作流程、工作

方法、安全保障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督促各部门人员努力改进并进行技术革

新,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公司效益。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为鼓励

创新,公司还专门制订了 《职工创新作业管理办法》。

3 学习先进企业的良好生产模式,公司推行精益TPM管理模式,逐步改进

自身不足,努力实现利益最大化:同 时为规范公司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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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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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12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2亿元,上缴税金超过1500万元,向员工支

付工资2800万元,支付贷款利息超过72万元。

2公司在 ⒛11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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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成套开关柜组装、旋转变压器业务,投资三干多万新增各

种生产设备,提高劳动生产率,向高新技术企业类型发展,节能减排,力求节约

能源,做到可持续发展。



(三 )反馈与评价

1质量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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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获得苏州西门子授予我们的质量优秀供应商奖章 ,

20Og-⒛ 11年连续三年被上海通用电气评为优秀供应商,zO11年被施耐德宝光电

器评为忠诚合作伙伴,zO11年被庞巴迪评为质量优秀供应商,zO13年获得江苏

如高优秀供应商荣誉。

2公司获得由北京市通州总工会、通州区科学技术委员会颁发的
“
职工创新

工作室
”
荣誉牌匾,°O12年被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北京市财政局、北京市

国家税务局评为
“
高新技术企业

”。

3⒛10年、2013年被北京市税务局评为
“
纳税信用 A级企业

”,2o12年被

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人民政府授予
“
纳税大户

”
称号。

4、 2012年被评为
“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2013年北京维通利电气有限公司

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及工商业联合会评为
“
先进企业工会

”
称号。

一
、 环境绩效

*承诺与制度

环境保护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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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体系与政策

公司全体认真学习了 OHsAs18001:2007《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规范》

和 Is○ 1硐01:⒛⒄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建立和完善了 《质量、环

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并修改了 《危险源辨识及风险评价作业流程》、《环

境囚素识别与评价作业流程》、《职⊥健康作业流程》、《污染物及废弃物排放作业

流程》、《节能降耗作业流程》、《职工安全作业流程》等 ” 个程序文件。通过对



《应急准各和响应作业流程》和 《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目标、指标与管理方案作

业流程》的严格执行,公司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合一管理体系得到了有效

实施,并于 ⒛13年 2月 份顺利通过了 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两体系的导入,树立了优秀企业形象,提高员工环保素

质,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降低管理成本,减少环境风险,实现企业永续经营 ;

推动职业健康安全法规和制度的贯彻执行;改善作业条件,提高劳动者身心健康

和安全卫生技能,大幅减少成本投入和提高工作效率 。

(二 )工作与成果

2013年度,维通利公司全员参与的合理化建议达到 ⒓4项 ,涉及工艺改进、

设各改进、工装改进、废物回收、工作流程、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人力、

6s等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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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12年 ,通过 (D生产用水设施的出水口用节水型阀门或水龙头控制,胶

管末端不得采用回折止流,水管衔接处要拧紧,绑牢,防止滴漏。

(2)在生产现场及生活场所的供水部位或醒目位置,要设立节水标志,提醒大

家时刻注意节约用水。

(3)厕所及清洁用水设施要采用节水型器具,严禁使用明令淘汰的用水器具。

(4)生产现场要合理设置照明数量与功率,根掘需要开关,杜绝昼夜长明灯。

(5)加强安全用电管理,各种机具要安装漏电保护器,对用电节电设备,建立

定期检查制度,保证无故障运行,安全用电;车问工作台灯具使用节能灯具。

(6)宿舍走廊及厕所后续采用节能灯具和声效开关,做到人走灯灭。

(7)严格执行 《配电室管理规定》及 《节能降耗控制程序》的有关规定等方式

节能减排 ;

(8)公司计划 9O1钅 年底建成 猁W的光伏电站,既可以利用光伏发电减少公司用

电消耗量,又可以保护环境不受污染。

⒛12年暖气费用与 2011年相比费用节约钔 2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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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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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建设等社会公益事业,以实

际行动履行社会责任,不断致力于
“
为和谐中国创和谐社区

”
的目标理想。

(一)体系与政策

1公司在努力做好生产经营的同时,一如既往关注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

企业社会责任,关爱弱势群体和员工。

2公司成立工会组织,关心员工疾苦,通过员工座谈会、员工家庭访谈等多

种渠道了解员工工作之外的困难,并给予帮助及慰问,增加企业的凝聚力,把企

业建成
“
有大家庭氛围

”
的和谐社区。

3公司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组织的形式多样的文体活动,以促进企业和社区的

相互了解,展示企业员工的精神风貌,如大合唱比赛、军 (人 )群 (众 )联谊活

动等。

4为丰富员工业余生活,公司经常举办篮球、乒乓球、羽毛球比赛、长跑比

赛、K歌之工比赛、读书活动等 ,

5zO13年 9月 ⒕日公司借用于家务中学操场,成功举办了首届维通利电气全

员运动会。运动会分为竞技类和趣味类,意为让全员参与,董事长及各位高层领

导也都积极参与了比赛,发扬体育精神。

(二)工作与成果

1捐资助学 :

⒛10年 ,公司与华北科技学院 (位于河北省三河市)就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达

成合作,为华北科技学院机电工程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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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品学兼优、家庭困难的学生坚持读完大学。

截至⒛13年 10月 ,共资助学生54人次,发放助学金1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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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万元。

公司自⒛07年以来在内部设立 “
员工教育基金

”,即员工的子女或者兄弟姐

妹凡考取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每年可从公司领取教育基金,截至⒛13年9月 ,累

计享受395人次,累计发放教育基金1053500元。

2010⒛⒕年,每年给安化一中、二中捐款共30万 ,截至到今年己经捐出120

万。

⒛10年 ,捐助安化一中、二中暑期助学17万 ;9011年捐助21万 。

2012⒛ 13年 ,安化一中、二中
“
慈善救助、圆梦大学

”
项目分别捐助172

万, 202万 , 265万。

自⒛12年开始,捐助西南财经大学家庭困难的本科生,连续5年 ,每年⒛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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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反馈与评价

1zO11年被北京市通州区总工会授予
“
先进职工之家

”
称号。

22013年公司工会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评为
“
全国

双爱双评先进企业工会
”。

四、 人权绩效

*承诺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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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员工有权要求同工同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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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保证将毫无保留

地尊重和保护所有人的人权。公司承诺在任何情况下绝不雇佣重工。

(一)体系与政策

1在职工待遇和职工权益维护方面,公司持续执行 《薪酬管理制度》、《社会

7



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管理办法》、《考勤及休假管理办法》等制度构成的管理体系,

并根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时进行调整与更新。对于职工享受的社会保险、住

房公积金、劳动待遇 (包括工作时间、休假、加班、岗位补贴、工资待遇等)相

关问题,从制度上给予确认和保障。

2在劳动倮护和安全方面,公司持续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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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⒛12年公司依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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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制度性文件的要求设

置专人专岗,推动自查自纠,做好安全检查及管理工作。

3⒛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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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手册》和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程序文件》及相关的新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程序文件、管理制度 ,

确定了公司一体化管理方针:科学管理、规范生产、质量第一、顾客满意,预防

为主、安全环保、遵纪守法、持续改进。体现管理者对员工的关心,建立 “
以

人为本
”

的组织文化,增 强公司凝聚力,达 到使顾客满意、社会满意、员工

满意之 目的。

4在保障职工利益、调节劳资纠纷的维权方面,公司在 《薪酬管理制度》中

明确了关于员工薪资投诉的申诉程序,同 时公司赋予稽核中心和管理者代表受理

员工任何投诉的职能,并在 《稽核制度》中作了明确规定。公司还成立工会组织 ,

设立了
“
员工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

”。

(二 )工作与成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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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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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信访途径进行申诉,还可以向公司工会反映 ,

同时也可以通过法律渠道处理歧视事件。截止 zO13年 12月 ,公司未发生歧视事

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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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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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对员工工

作时间、强度、休息、各项福利待遇等方面均做了严格规定,以更好的维护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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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13

年 12月 ,公司耒发生强制与强迫劳动事件。

3禁止使用童工是国际劳工标准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公

约。公司贯彻落实国家及国际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截止 ⒛13年 12月 ,公司未发生使用童工事件。

(三 ) 反馈与评价

1⒛⒆ 年和⒛11年被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政府授予
“
安全生产先进企业

”
称

号.

2⒛ 10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授予
“⒛062009年度北京市

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审核征缴诚信单位
”
称号。

32012年被北京市通州区于家务乡总工会、产业园区管委会、乡社会保障

事务所授予
“
和谐劳动关系企业

”
称号。

五 、 反腐败绩效

*承诺与制度

诚信经营一直都是公司内部质量管理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公司自成

立以来,一直严格遵循关于商业诚信经营的相关全球标准,并持续不断地向员工、

供应商及客户传达公司的价值观和诚信原则。



(一)体系与政策

公司抵制一切不法商业行为,如贿赂、商业欺诈、投机等。公司不断完善反

腐败及商业经营诚信方面的规章制度,并且强化了相关财务费用支出的内部审计

工作,不断加大防治力度,预防各类职务犯罪及侵害公司利益的违法行为,为公

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营造廉洁健康的内部环境。

(二 )工作与成果

公司坚决执行、遵循全球契约关于反腐败的原则,切实防范各类商业贿赂等

员工腐败行为的发生。截止 zO13年 12月 ,公司未发生腐败事件。

公司于 ABB、 引EMENs、 江苏如高等合作企业签订了 《商业行为准则》,承

诺履行该准则,严谨杜绝各种腐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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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地把维通利打造成一个
“
和谐社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