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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是根据 《公司法 》、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 的报告编制指 引》等相关 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在履行社会 责任方面 的具体情况编制 的 。
公司认为 ,企 业 在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创造更大价值 的同时 ,必 须 主动承担对
员 工、环境和社会 的责任 、迫 求无限、携手并进 、共创辉煌 的经营理念 ,积 极参
与资源节约 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的建设 。
一、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 经 济可持续发展 方面
1.公 司对利益相关方 ,包 括员 工、股东 、顾客及相关合作伙伴承担相应 的社

会责任 、经 济责任 。
(1)保 障员 工 利益 。公司 己根据 国家 《
劳动 法 》的要求制定 了包括招聘 、培

训 、考核 、奖惩 、待遇 、晋升等方面 的制度 。与员工签 订 了 《劳动合 同》并认真
予 以执行 ;公 司有完整 的薪酬体系 ,员 工享有养老 、医疗 、工 伤 、失业、生 育等
保险 ;公 司注重职 工 培训 ,成 立 了专 门的培训机构 ,建 立 了一 套完各 的培训制度
和培训管 理体系 ,通 过学 习型组织建设 ,努 力提高员 工 自身素度和技能 。
公司严格按照职 业 健康安全管 理标准,制 定 重要危险源和重要环境 因素控制
措施和应急预案并严格实施 ,组 织开展全员安全培训 ,提 高安全意识 ,并 定期和
不定期开展安全普查和专项检查 ,有 效保障了员 工 人身安全 。公司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和标准要求 ,定 期为员 工进 行身体检查 ,同 时对作 业 危害点进行环境监控和
专项治 理 ,履 行 了对 员 工健康进行保障 的责任和义务 。
公司非常注 重员工 利益 的维护 ,⒛ 22年 ,公 司充分考虑物价 、房价等外部环
境因素 ,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 ,通 过机制创新 ,围 绕薪酬 、福利 、用 工、员工成长

等与员工切身利益密切 相关的方面 ,开 展 了一 系列 工作 ,全 面提升员 王 幸福惑 。
(2)持 续提升产 品质量 ,公 司产 品严格按照 国家或行业标准实施 检验检测

,

严格按 照 内部相关 的检验检测要求实施 ,建 立 完善 的检验方面 的标准及管理要求
文件 ,不 断的提升产 品质量 。
2.公 司能 自觉地维护所 在社 区的治安 、消防 、交通 、环保等 工作 ,积 极参与

所在社 区举办的相关活动 ,并 与当地派 出所 、社 区建 立 了治安联防关 系 ,同 时也
能积极配合 、参与所在社 区开展 的社会普 查等活动 ,获 得 当地社 区和谐 。
3.公 司在忙于生产 经营的同时 ,不 忘勇挑社会 责任 、努力维护社会 和谐 ,长

期 以来率先垂范 ,以 实际行动 引领全体员 工 热 心参与公 益事业 。
为 了感谢 一 直滋 养公司成 长 ,支 持公司发展 的销售客户 、员 工、市场和社会
各界人 士 ,在 2022年 ,海 格瑞 热镀锌 一 如既往 地主动扛起社会公益 责任 ,用 实
际行动传播绿 色大爱 ,以 赤诚真情演 绎感恩专怀 。
作为天津镀锌行业 的领军 企业 ,海 格瑞热镀锌 时刻不忘社会 责任 ,积 极投身

儡
和鼓励 ,作 为 一个懂得感恩 的企 立 ,必 然用真诚和真 心、真情和大爱 回报社会 。
滩
海格瑞就如 同一位绿 色 的公 益使者,用 一股股爱的清泉滋润 了一颗颗 即将干涸 的
恻
心。让那 些 受助对象的心 中开 出了一朵朵灿烂 的希望 之栋 幸福 之栋 感恩之花 。

社会公益事 业 ,用 实际行动 感恩 、 回馈社会 。公司的发展离不开 社会各界的支持

大爱行公益 真情绎 感恩 海格瑞将 继续在这条感恩社会 的公 益之路上 一路前行
传递绿 色 关爱

,

!

二 、在促进环境及 生态可持续发展发面

;

公司在重视 经 济效 益 的同时 ,也 注重企业 发展对环境及 生态方面 的影响,每
年初制定当年度 的环境 目标 1指 标及管 理方案 ,为 公司本年度环境管 理工作提 出
了基本 目标和 明确 了方 向。为认真贯彻落实 国家有关环保 法律法规 制层苯 标准

,

I

保障公众健康 ,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 ,促 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提 高全员环境保
护意识,我 公司组织开展环境保护专题培训会议,通 过对公司相关主管及 以上领
导、兼职环保人员进行环保法律法规、环境监察办法 以及企业环境风险如何规避
等环保知识的培训、宜贯,并 结合实际案例讲解 ,进 一步夯实了公司司环保基础
管理工作 ,建 立、健全公司环境体系 。不断加强内部环保 日常 自查和隐患排查整
改,做 好公司年度环境管理工作 ,履 行社会责任 的同时,也 使公司业务健康 、绿
色运行与发展 ,这 项工作也成为了公司的每年度常态化的重要工作之一。
日常管控方我公司每年度委 托具有检测资质 的第三检测单位对 公司污水总
排 口、废气排放 口、厂界噪声进行检测 9
能源管理方面 ,公 司尽量减少能源的使用 ,制 定节能计划 ,采 用节能管理的
方法 ,实 施节能技术改造项 目节能节水节电,减 少公司原材料的消耗 ,实 现节能
计划 目标 ,实 现一定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
公司认为,将 在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进 一步增强
作为公众公司及社会 成员的责任 意识 ,在 保护环境 、资源利用 、利益相关者和谐 铣

等方面继续努力 ,承 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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