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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我们发布的第二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集团于 2012

年 7 月发布了第一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时间跨度是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0 日，

部分内容超出上述范围。

＊报告发布周期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为年度报告。 

＊报告组织范围

报告覆盖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下属企业，为了便于

表达，在报告中的表述分别使用“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广新控股集团”、“集团”、“我们”等称谓。

＊编写标准

本报告编制参照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的指导

意见》（国资委发研究 [2008]1 号）；中国社科院《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3.0）》，全球报告倡议

组织《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 G3.1》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

责任国际标准 ISO2600》。

＊数据说明

本报告所有数据均来自广新控股集团相关统计报告、正式文件。

集团保证本报告中相关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

＊报告获取方式及延伸阅读

本报告以印刷和 PDF 电子文档两种形式向利益相关方及社会

公众发布，PDF 电子文档可在广新控股集团官方网站（http: //

www.gdftg.cn）下载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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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是党的十八大布局
新篇章的一年，是实施“十二五
规划”的关键核心之年，也是广
新集团转型升级由“提升强化”
向“全面深化”转变的关键一年。

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环
境，广新集团将履行社会责任和
加快转型发展方式、实现战略转
型相结合，不断提高对企业社会
责任的认识，积极探索企业社会
责任的管理和实践，并取得良好
的成绩。2013 年经营发展稳中有
进、稳中向好，多项财务指标均
好于上年，利润同比实现大幅增
长，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

2013 年，广新集团自觉承
担国有企业的政治责任、经济责

The year of 2013 sees the new 
beginning of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layout. Being the essential 
year of complementing "The Twelfth 
Five-Year-Plan", it also matters 
significantly in that it will witness 
Guangxin Group’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tepping forward 
f rom the  s tage  o f  “p romot ing 
and enhancing” to the stage of 
“completely deepening”.

C o n f r o n t e d  w i t h  t h e 
complicated social and economic 
envi ronment ,  Guangxin Group 
promises to fulfill its obligation for the 
society, speed up its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ition, combine strategy 
a n d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  r e f r e s h 
the awareness of  enterpr ises ’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actively 
exp lo re  th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s of enterprises’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achieve good 
results. A stable and ever-growing 
development of business has been 
achieved in the year of 2013, with an 
over-all improved financial index, an 
increased profit with great margin, 
and a remarkable performance.

As a state-owned enterprise, 

任和社会责任，积极参加援疆、
援藏、对口扶贫工作，支持公益
事业、环境保护和社区发展。特
别是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
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化企
业改革，把社会责任建设与企业
转型升级相结合，走出了适合自
己的发展路子。曾先后获得“广
东省企业文化建设十大杰出贡献
单位”、“广东省十大和谐企业”、
“全省工会帮扶工作先进集体”、

“广东扶贫济困红棉金杯奖”、“广
东省诚信守法示范企业”等荣誉
称号。

2013 年，我们发布了第一
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首次引入
了中国社科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

in  the year of  2013, Guangxin 
Group voluntar i ly  assumed i ts 
political duty, economic duty and 
social duty, actively contribut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Xinjiang and 
Xizang, participating in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programs, supporting 
charit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commun i t y  deve lopment . 
On top of  that ,  the Group has 
implemented 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 and the spiri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s important 
speech, deepened the enterprise 
reform, combined the social duty 
with enterpris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uccessfully created 
a mode fit for its own development. 
All through the year, the Group has 
been awarded the tit les of “Ten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Units for 
the Guangdong Enterprise Culture 
Construction”, “Ten Harmonious 
Enterprises of Guangdong Province”, 
“The Advanced Group of Supporting 
of the Guangdong Provincial Labor 
Un ion”  ,  “Gongdong Prov ince 
Poverty Alleviation Hongmian Gold 
Cup” “Enterprise of Integr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 in turn. 

中心的评价体系，获得三星半的
评级。这是对我们开展社会责任
工作的肯定和鼓励，也标志着广
新集团在由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
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又迈上了一个
崭新的台阶。

我们深知，要想成为一家卓
越的集团企业，不仅要取得市场
上的成功，更要身体力行，实现
对客户、员工和社会的承诺。广
新集团 2.5 万名全球员工为我们
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并承
诺，将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不断进
取。我们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将孜孜以求成为一家追求卓
越、认真负责、有担当的国有企
业！ 

In 2013, the Group publicized 
i ts f i rst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 ity) report, and also 
introduc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from the CSR Research Cent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ith a three-star and half 
rating received. We regard the rating 
as a recognition and encouragement 
for all the efforts we’ve made in the 
process of fulfilling our social duty, 
and a symbol of a step forward along 
the way of upgrading ourselves from 
a traditional enterprise to a modern 
enterprise.

W e  k n o w  w e l l  t h a t  a n 
outstanding enterprise should aims 
to not only succeed in the market, 
but also should actually fulfill its 
commitment to its customers, staff 
and the society. All of the 25,000 staff 
of Guangxin Group is proud of what 
we’ve achieved, and we promise 
to achieve more under a mod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believe 
that, with the unceasing efforts, 
we are able to create an image of 
an outstanding, responsible and 
integrated state-owned enterprise!

广新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成

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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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新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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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集团”）是省属
国有投资控股企业集团，其前身
是 2000 年由省属原主要专业外
贸公司组建的广东省外贸集团有
限公司，2002 年更名为广东省广
新外贸集团，2011 年更名为广东
省广新控股集团。

集 团 围 绕 做 强 做 大 核 心 主
业、核心产业、核心业务的目标，
多年来坚定不移实施产业结构调
整和资本结构调整战略，从传统
型外贸企业发展成为产业链明显，
以实业投资、资本运营和贸易平
台建设为主的具有一定国际资源
整合能力和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
团。

 2005 年启动了“二次创业，
再造广新”，通过实施转型升级，
推动“集团化管理，专业化发展，
产业链协同”。目前已形成了以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高
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为

Guangdong Guangxin Holdings 
Group Ltd. (hereinafter identified 
as the Group) is a provincial state-
run investment holdings enterprise 
group, with Guangdong Foreign 
Trade Group Ltd., founded in 2000 
wi th  the combinat ion o f  some 
former major provincial foreign trade 
companies, as its predecessor. In 
the year of 2002, it was renamed 
as Guangdong Guangxin Foreign 
Trade Group, and 2011, Guangdong 
Guangxin Holding Group Ltd..

Focusing on the goal of making 
its core industry, core business and 
core service bigger and stronger, the 
Group has been firmly enforcing the 
strategy of adjust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structure, 
having successfully transformed 
i tself  from a tradit ional foreign 
trade company into a competitiv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with a 
dist inct ive industr ial  chain and 
considerable abilities of integrating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which is 
based on the industrial investment, 
capital operation and trad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I n  t h e  y e a r  o f  2 0 0 5 ,  a 
campaign named “Second startup, 
New Guangxin” was launched in the 
Group, which aimed at promoting the 
notion of “collectivized management, 
specialized development, industrial 
chain coordination” through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Up till 
now, it has formed the strategic new 
industry based on new energies, 
new materials, biological medicine, 
high-e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and new gener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modern service 

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投资控
股服务、供应链管理、批发和零
售、电子商务、广告创意、现代
物流和期货为主的现代服务产业；
以矿产资源开发、有色金属压延
加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
为主的矿产资源开发、金属冶炼
和加工业产业等“三大主业”。

 现集团下辖23家一级企业，
在职员工 2.5 万人，已控股和参
股了 8 家境内外上市公司。培育
了“珠江桥”、“星湖”、“PACO
柏高”、“生益科技 SL”、“兴
发牌”等中国驰名商标和汾江牌、
双象牌、HG 牌、珠江桥牌、兴
发铝材等中国名牌、发展了 17 个
广东省著名商标和 5 个广东省著
名产品，拥有广东省广新产业研
究院等 7 个国家级技术研发中心
和博士后工作站及 342 项国家专
利知识产权。2013 年在中国企业
500 强名列第 175 位。广东企业
500 强第 16 位。在中企联“2013

indust ry  based on serv ices of 
investment holding,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holesale and retail, 
e-commerce, advertising, modern 
logistics and futures; and developed 
“three core industries” such as 
mineral resources, non-ferrous metal 
rolling processing, ferrous metal 
smelting and rolling processing-
oriented of mineral resources, metal 
smelting and processing industry.

The Group,  wi th  the to ta l 
number of staff of 25, 000, has 23 
first-class member companies, and 
owns 8 holding and shareholding 
l i s t e d  c o m p a n i e s  h o m e  a n d 
abroad. It has cultivated a series 
of prestigious trademarks such as 
Zhujiang, Xinghu, PACO Bogao, 
Shengyikej i  SL, Xingfapai, and 
many a Chinese famous brands 
like Fenjiangpai, Shuangxiangpai, 
HGpai, Zhujiangqiaopai, Xingfapai, 
along with these, it has developed 
17 “Famous Brands” and 5 “Famous 
Produc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On top of that, the Group possesses 
7  na t iona l  l eve l  R&D cen te rs 
and post PhD work stations, with 
Guangxin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Research being one of them. Apart 
from all of those above, it is also 
the owner of 342 state intellectual 
p a t e n t s .  I n  2 0 1 3 ,  t h e  G r o u p 
was listed 175th out of Top 500 
Companies of China, and ranked 
16th out of Top 500 Enterprises 
of Guangdong. In the same year, 
the Group was ranked 61th on the 
list of China Top 100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nd Index released by 
the China Enterprise Confederation 
(CEC).

Dur ing the per iod of  "The 
Twelfth Five-Year-Plan", the Group 
is to deepen the enterprise reform, 
upholding the notion of “Investment 
Hold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Innovat ion Leading, Value Co-
Creation “, based on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nd combining its 
industrial foundation with future 
industrial orientation. It aims at 
cultivating leading sectors, new 
e c o n o m i c  g r o w t h  p o i n t s  a n d 
dominating businesses through 
integrating industrial chain and value 
chain, combing production, studying 
with research, and introducing core 
technology and team. With all these 
efforts, the Group expects to found 
an innovat ive capital  invest ing 
holding enterprise characterized 
with “Always Excel, Always lead” 
and make itself a remarkable value-
increasing source.

Guangxin Holdings Group Ltd., 
facing a fresh start, will go about 
creating value and a better life for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with an even better performance. 

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名列第 61
位。

在“十二五”期间，集团将
继续深化企业改革，坚持“投资
控股、战略管理、创新引领、共
创价值”的理念，以创新型、科
技型企业为依托，结合产业基础
和未来产业导向，通过整合产业
链和价值链、产学研合作、引进
核心技术及团队等方式，培育发
展引领性板块、新的经济增长点
和主导产业，创建“人有我强、
人有我新”的创新型资本投资控
股企业集团，成为卓越的价值增
值中心。

未来，广新控股集团将在新
的起点上，以更优异的业绩，为
合作者和客户创造价值，开创美
好生活！

企业简介

集团总资产

379 亿元

在职员工

25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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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徐少
华等一行到集团调研，充分肯定
集团以信息化提升外贸资源整合
能力取得的积极成果。

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到
集团下属广青科技调研，强调要
发挥优势继续做强做大。

集团积极开展“抗震救灾献
爱心”捐赠活动，短时间内捐款
合计募集人民币 136 万余元。

集团举行首届“品牌造故事”
营销策划大赛决赛演示活动。

集团“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股
份制企业的党建工作研究”被省
国资委评为 2012 年度省属企业
基层党建特色项目，下属企业 4
篇论文获评党建研究优秀论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
省委书记胡春华一行参观集团在
广东省电子商务成果展区的展位，
鼓励集团以电商平台推动传统贸
易转型升级。  

集团举办广新交易会和壹昊
茶仓推介会，广东省贸促会、广
东国际商会、荔湾区领导，希腊、
巴基斯坦驻广州总领事及 10 多个
国家驻穗领事，外国驻穗商协会
代表，广东国际商会副会长单位
代表等 70 多位嘉宾齐聚壹昊茶
仓，参加广新名茶品鉴联谊会，
以茶会友，增进交流。

省 国 资 委 主 任、 党 委 书 记
吕业升同志率领省国资委相关处
室 到 集 团 召 开 座 谈 会， 提 出 了
“十指弹琴、全面监督、突出重
点、努力开创新局面”的工作要
求。  

集团召开2013年工作会议，
认真总结 2012 年集团工作，分
析形势，部署今年经营管理和推
动转型升级全面深化。

2013 年回顾

1 月 5 日 /28 日

3 月 5 日 5 月 7 日 9 月 25 日

4 月 22 日 7 月 29 日 11 月 15 日

11 月 21 日

2013 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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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战略与经营理念

总体战略 主要经营业绩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产业、矿产资源开发、金属冶炼和加工业产业 “三大主业”为基础，继
续深化企业改革，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核心能力，不断向实体产业转型，向资本运营转型，向电商平台转型，
实现向综合性跨国控股企业转型升级，把集团建设成为卓越的价值增值中心。

经营理念：为合作者与客户创造价值，开创未来美好生活

发展目标：打造集团管控“五大平台”，资金管理平台 + 业务资源整合平台 + 资本运作平台 + 人才发
展平台 + 集团化战略管理平台

思维模式转变 经营模式转变

企业文化创新
发展模式转变

管理模式转变

市场绩效指标

资产总值（亿元）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利润总额（亿元）

资产负债率（%）

研发投入（亿元）

产品合格率（%）

客户满意度（%）

合同履约率（%）

社会绩效指标

纳税总额（亿元）

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

员工总人数（人）

劳动合同签订率（%）

社会保险覆盖率（%）

工会覆盖率（%）

残疾人雇佣率（%）

职业病发生率（%）

发展模式 :

2013 年

379.95

543.87

10.93

73.74

2.16

100

100

100

2013 年

10.05

108.09

25,000

100%

100%

100%

100%

0

2012 年

345.5

521.16

6.27

74.77

1.59

100

100

100

2012 年

11.4

92.76

24,585

100%

100%

100%

100%

0

2011 年

363.3

514.44

11.66

74.96

1.51

100

100

100

2011 年

8.7

84.63

18,532

100%

100%

100%

1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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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项目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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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岛苏拉拉铁矿项目

广新海工项目

省广股份项目

广青科技项目

阳江
佛山

佛塑科技项目

兴发铝业基地



董事会建设
2013 年是集团开展董事会建设试点工作的第一个完整年度。在过去的一年里，集团不断深化改革，继

续加强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强化管理，积极创新，全面完成了各项计划。 董事会成员：从左到右依次为谢鉴明、陈善如、吴育生、李成、黄平、伍亮、陈雄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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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子成员

班子成员：从左到右依次
为陈冰峰、陈树钟、陈胜
光、吴育生、李成、黄平、
白明韶、陆超英、邱庆新、
莫仕文

李成
（董事长、党委书记）

黄平
（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吴育生
（董事、党委副书记）

白明韶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陈胜光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陆超英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陈树钟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邱庆新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陈冰峰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莫仕文
（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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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参与的主要社会组织

参与的主要行业组织

广东省国际贸易货主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东省商业联合会   

广东省企业联合会、广东省企业家协会   

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学会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企业协会

广东广州报关协会

广东省节能协会

广东国际经济协会

广东进出口商会

广东国际商会

广东省电子商务协会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   

广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广东公共外交协会

中国招标投标协会    

广州市电商协会

集团角色

会长

常务副会长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副会长单位

第六届副会长

副会长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理事单位

会员单位

会员单位

副会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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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 企业荣誉

利益相关方

政府

国资委

股东

客户

社区

新闻媒体

员工

供应商

法律法规、政策发布、
相关会议、工作汇报

守法经营、依法纳税、
扩大就业、社区建设

年度报告、股东会议、
公司公告

保障股东权益、
降低经营风险、
提高公司价值

定期走访、征求意见、
座谈、服务热线

确保质量、
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
诚信履约

社区共建、公益活动、
环保宣传

新闻发布、媒体沟通、
信息交流

扶贫济困、
保护生态环境

公开招投标、
协议谈判、工作会议、
定期走访

提高福利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司务公开、职业培训、
提供发展机会

公平采购、依法履约、
合规经营

职工代表大会、
合理化建议、
劳动合同、座谈会

加强沟通、深化合作、
披露信息

政策发布、相关会议、
专题汇报、信息报送、
监管考核

资产保值增值、
安全生产、
增强竞争力

纳税总额、就业规模、
社会发展

利润总额、资产总额营业收入、
竞争能力

公司市值、投资回报风险规避

工程质量、产品和服务价格合理、
商业道德

慈善捐助、志愿服务、生态环境

信息披露、发布报告、
建立沟通渠道

职工权益、职业健康、薪酬福利、
工作环境、职业发展

长期合作、商业道德、
公平竞争、互利共赢

关注内容 沟通途径 回应方式

广
东
省
守
合
同
重
信
用
企
业 

广
东
省
诚
信
守
法
示
范
企
业

五
好
基
层
关
工
委
先
进
集
体

           

诚
信
公
约
会
员
单
位

        

广
东
省
诚
信
示
范
企
业

2012

年
度
省
属
企
业
党
建
特
色
项
目

   2013

年
信
用
风
险
管
理A

A

级

    2013

年
中
国
对
外
贸
易500

强

            2013

年
广
东
省
企
业500

强

      2013

年
度
广
东
省
服
务
业
百
强
企
业

                       2013

年
中
国
企
业500

强

                  2013

年
中
国
服
务
业
企
业500

强

                     2013

年
广
东
省
自
主
创
新
示
范
企
业

                                 2013

年
广
东
省
优
秀
信
用
企
业

    2013

年
广
东
省
国
资
委
系
统
书
画
摄
影
大
赛
优
秀
组
织
奖

                                   2013

年
广
东
大
型
企
业
竞
争
力50

强

                                  

广
东
省
企
业
管
理
现
代
化
创
新
成
果
一
等
奖

                                
广
东
省
商
业
联
合
会
第
二
届
理
事
会
优
秀
副
会
长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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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管理
为合作者与客户创造价值，开创未来美

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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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战略 责任议题

责任框架

责任框架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架构

社会责任融入集团发展战略，集团“十二五”规划明确要求集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坚持以人
为本，以发展为前提，以改革为动力。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同时，大力推动产业向高端化发展，增强企业
竞争核心力，实现国有资产增值保值，承担社会责任，为员工谋幸福并创造发展机会。

董事会：企业社会相关重大问题
决策、管理层社会责任管理工作与业
绩考核。

高级管理层：董事会确定一名副
总经理负责社会责任管理工作与董事
会相关重大决策的执行，指导制定企
业社会责任绩效的评价体系，推进下
属企业社会责任工作。

中级管理层：董事会办公室负责
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工作的布置与落实，
制订企业社会责任工作评价制度，执
行企业社会责任培训计划，参与供应
链企业社会责任交流会。

为股东创造收益

为员工创造机会

为社会承担责任

经营绩效                    诚实守信                  生态环境                  员工权益                   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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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管理增效

2013 年，面对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多，经营形势严峻的情况下，集团强化管理，转变思路，加快贸易
业务转型升级、推进项目实施、推动资本运作、加大资产优化整合力度，实现了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三
大业务板块发展势头良好，技术创新成果丰硕。

在省委、省政府及省国资委的正确领导下，广新控股集团加快贸易业务转型升级、
推进项目实施、推动资本运作、加大资产优化整合力度，实现了主要经济指标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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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核心产业

集团从现有产业基础出发，结合培育综合性跨国公司战略转型的要求，推进集团资源向优势产业集聚，
形成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省国资委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重点相适应的三大核心产业。通过三大核心产业的
发展与壮大，形成集团新的产业竞争优势。 集团把握住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战

略性新兴产业的机遇，通过资本运作与
实业投资，构建起以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以及新一代信
息技术为主要板块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体
系。

新能源和新材料：佛塑科技偏光膜、
佛塑科技锂离子电池用隔膜、佛塑科技
智能节能膜

生物医药：星湖科技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广新海工海洋工程

研发生产制造基地
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新信息广东

LED 联播管理平台、粤新防伪溯源管理
平台

战略性新兴产业

佛塑科技生产的偏光膜主要产品
3D 和小尺寸 LCD 膜在国内行业中位居
首位，锂电池隔膜在国内湿法锂电池膜
中排名第一。2013 年，佛塑科技拥有资
产总额 55.63 亿元，2013 年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30.2 亿元，利润总额 1.29 亿元。

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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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一 案例二

广新海工 2013 年生产的各类海洋
船舶 36 艘，完成年度预算的 144%，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11.08 亿 元， 利 润 总 额
1815.29 万元。此外，还获评为广东省
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示范企业，被省经信
委认定为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骨干企
业。

3 月 26 日，时任省资委员主任、
党委书记温国辉率国资委、中山市市长
陈良贤及省属各大型企业高层到广新海
工调研，考察团对广新海工建设和发展
给予了肯定。

广新信息与澳大利亚、香港、深圳、
广州等地的高等学府和研究机构合作，
致力于将科研成果产业化，精心打造的
“粤新溯源”品牌的二维码防伪溯源技
术，现已发展成以食品为主，跨行业应
用的综合性产品品质闭环校验及防伪溯
源管理平台，产品涵盖酒品、茶叶、冻肉、
饮用水、特色农副产品、食用油、保健
品等十几个行业。2013 年荣获 “2012
年度广州十大最具竞争力电子商务企
业”、“2012 年度广州食品安全服务十
佳先进单位”、“2012 年度广州最具诚
信度企业”称号，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集团打造的 B2C 电子商务网站“国
东商城”上线，汇聚食品饮料、家居家
装、数码办公、服饰鞋帽等上万种商品。
目前集团已经形成广新交易会、广新达
以及国东商城三大电子商务平台，深刻
改变了传统贸易模式，有利带动了贸易
转型升级。2013 年，“广新交易会”入
选工信部 2013 年电子商务集成创新试
点项目。

集团控股的省广股份目前是国内最
大的综合性广告公司之一，先后被评为
“广东省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以及“国
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主营业务涵盖
品牌管理、媒介代理和自有媒体三大领
域。2010 年公司成功在 A 股上市，是
国内第一家上市的广告企业。2013 年，
公 司 资 产 总 额 31.26 亿 元， 营 业 收 入
55.15 亿元，利润总额 4.26 亿元，营业
额连续 15 年居本土广告公司首位。

广新海工实现销售收入

11.08 亿元

省广股份营业收入

55.15 亿元

省广股份利润总额

4.26 亿元

广新海工利润总额

1815.29 亿元

集团进一步提高投资控股能力，加
大力度推动批发零售等传统贸易业务转
型升级，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贸易模
式和业态，打造大型国际商贸供应链服
务提供商，积极发展广告等文化创意产
业以及供应链管理、现代物流、期货等
高增值服务业。现代服务产业已成为集
团加快战略转型、增强发展后劲、培育
新盈利增长点的重要领域。

现代服务业：投资控股服务业、批
发和零售业、电子商务、广告文化创意业、
现代物流业、期货业。

现代服务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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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三 案例二

案例三

案例四

案例一

集团在 2007 年收购香港最大的海
上加油企业威敏集团有限公司的控股权，
并与全球最大的供油商之一英国石油公
司合作，在新加坡成立了威敏 ( 新加坡 )
能源有限公司，成为年加油量达 500 万
吨的全球最大的海上加油企业之一。

为应对印尼政府禁止红土镍矿出口
政策的正式生效，集团再度与青山集团
合作，于印尼中苏拉威西省设立镍铁冶
炼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人民币，项
目紧邻当地红土镍矿产区，具备明显的
成本优势。

集团与青山集团合作在阳江投资年
产 5 万吨镍合金产业链及配套加工项目，
采用国际生产工艺，项目范围涵盖金属
镍矿冶炼到不锈钢板生产的完整产业链。
2013 年，资产总额达到 52.53 亿元，营
业收入 120.5 亿元，利润总额 3.42 亿元，
省委副书记、省长朱小丹等多位省委省
政府领导及省国资委领导分别到阳江项
目调研，对项目都给予了肯定。

集团控股的兴发铝业，积极推动技
术、品牌和渠道建设，加快产能全国战
略布局，计划打造成国内最重要的有色
金属产业基地。目前，兴发铝业拥有广
东三水、四川成都、江西宜春、河南沁
阳等四个生产基地，基本完成全国布局。
2013 年，兴发铝业资产总额 39.35 亿元，
销售收入 39.27 亿元，利润总额 1.61 亿
元。

苏拉拉铁矿是集团与武钢集团、香
港锦兴国际等企业合作投资的项目，位
于马达加斯加西北部，为该国最大铁矿，
矿区总面积 431.25 平方公里，资源量为
8.5 亿吨，远景资源量超过 10 亿吨，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项目实施过程中，中
方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
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改善了当地的
基础交通设施、生产生活设施、教育和
卫生医疗条件，得到了当地政府和民众
的好评和支持。

集团积极把握机遇，全力打造从矿
产资源开发到金属冶炼加工的完整产业
链。金融危机爆发后，集团利用全球矿
产资源价格深幅下跌的有利契机，以掌
握核心战略资源为目标，低价位获得境
外资源，如锌、铜等矿产，以及马达加
斯加苏拉拉露天铁矿开采权，矿产资源
价值总额超千亿元。

矿产资源开发、金属冶炼和加工业产业

苏拉拉铁矿资源量

8.5 亿吨

苏拉拉铁矿远景资源量

10 亿吨

镍铁冶炼项目总投资约

60 亿元

兴发铝业销售收入            兴发铝业利润总额

39.27 亿元        1.61 亿元

阳 江 项 目 营 业 收 入      阳 江 项 目 利 润 总 额

120.5 亿元          3.4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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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自主创新

集团高度重视企业科技创新工作，紧紧围绕企
业技术研发中心的建设，以科技项目为载体，开展
核心技术攻关与产品技术升级换代，同时不断强化
与高校、科研院所的产学研合作。目前集团旗下已
拥有国家级实验室、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等产
学研机构 7 个，省级 7 个，市级及企业内部 11 个。
2013 年，集团研究开发投入达 2.16 亿元，并取得
多项科技成果。

国家级研究中心 7 个
（星湖科技技术中心、广新海工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珠江桥食品工程研发检测中心、星湖科技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生益科技技术中心、兴发铝业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国家电子电路基材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省级技术中心 7 个
（佛塑科技技术中心、广新海工技术中心、广

东省食品生物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海洋
工程装备及特种船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广东省兴
发重点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氨基酸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广东省塑料工程技术研究开发
中心）

国家级研究中心

7 个

省级技术中心

7 个

研发投入达

2.16 亿元

案例一

案例三

案例二

集 团 以“ 广 新 交 易 会”（www.
gdtfair.com） 电 商 平 台 建 设 为 主 要 内
容提炼的创新成果《“广新交易会”电
商平台建设促外贸企业转型升级》荣获
2013 年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
一等奖。集团继 2010 年荣获该项评选
一等奖之后，再次荣获此殊荣。

佛塑科技《锂离子电池隔膜》、《高
性能辐射聚烯烃管材系列产品产业化》
和《多层复合塑料编织农用防渗膜》被
推选为 2013 年佛山市职工科技创新成
果展”的科技进步优秀项目；“新型聚
酯材料合成与改性工程实验室和科技情
报信息系统建设”等 14 个项目通过政
府科技计划立项；18 个科技计划项目通
过省、市（区）政府科技部门主持的验收；
新增发明专利授权 1 件，新增专利申请
22 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 18 件。还获
得了“广东省创新型企业”、“自主创
新标杆企业”等荣誉。

省机械以“传统外贸企业向现代服
务业的战略转型”的成果，荣获第二十
届全国企业管理现代化创新成果二等奖，
继 2012 年获得“广东省企业管理现代
化创新成果一等奖”后再获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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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四

案例五

案例

案例六

广新海工“紧凑型深海动力定位特
种船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项目科学
技术成果经省科学技术奖评审委员会评
审、省科技厅审核，省政府批准被授予
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三等奖。2013 年获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博士后管理委
员会批准设立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为提升所属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集团在制度上做出了大量的鼓励扶持工作。设立专门基金和创新专项奖
励，用于支持企业科技研发，打造品牌，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科研为牵引、以具有行业优势和品牌影响力
的产业链为基础的新型科工贸投一体化的发展模式，促进企业又好又快发展。

星湖科技成立星湖科技医药发展中
心，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紧跟生物
医药前沿，寻找适合星湖科技实际的具
有高附加值和高效益的高科技生物医药
产品。2013 年被评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
高新技术企业。

集团设立了“科技创新基金”和“市场营销基金”两项基金，每年预算 1000 万元，用于支持企业科技
研发、打造品牌。同时，结合对所属企业的年度经营业绩考核，设立自主创新专项奖励，对企业品牌建设、
技术创新工作和建设研发中心工作给予专项奖励，

还正式制定并出台了《科技创新工作指引》。

广新海工、珠江桥、广新信息等企
业经国家科技部审批，获广东省科技厅、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国税局、广东省
地税局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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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自主品牌

集团重视自有品牌的培育，积极开发新产品，开拓市场，在品牌发展之路上打造了一批有影响力的品牌，
如“珠江桥”、“星湖”、 “兴发牌”、“生益科技 SL”、 “PACO 柏高”等中国驰名商标和汾江牌、双象牌、
HG 牌、珠江桥牌等中国名牌，发展了 17 个广东著名商标，旗下生产经营的商品销往世界各地，销售网络
遍布全球。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佛 塑 科 技 控 股 企 业 纬 达 光 电 的
“WINDA 纬达光电” 牌偏光片产品被
广东省名牌产品评价中心授予“2012 年
广东省名牌产品”荣誉称号。

2013 年珠江桥牌荣获由广州日报
社联手社会各界举办的“广州品牌 60 强”
奖项。发源于广州的“珠江桥”作为中
国最早的酱油出口品牌，经过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已经成长为中国出口酱油第
一品牌。 

2013 年集团举办首届“品牌造故
事”营销策划大赛。下属企业 8 支队伍
经过精心准备各显神通。经过激烈的角
逐，珠江桥股份的“珠江桥牌”和省土
产的“马牌烟花”获得并列第一名。这
次活动突破原有思维限制、创新营销模
式，其中马牌烟花采用沙画艺术、珠江
桥牌采用微电影等新兴元素融入品牌故
事的展示。

著名商标 17 个



集团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持续加大生态环保投入，积极推进“三废”综合
利用，全面推广环保技术，尤其能够将生态环境保护与自身核心技能以及资源优势
有机结合起来，在节能减排、完善安全体系、清洁能源开发、推行绿色施工、供应
健康食品体系等方面取得突出成效。

39 40

致力节能减排

集团主动参与广东省开展的低碳省试点工作，积极参加政府与行业部门组织的节能工作交流活动，鼓励
各企业特别是重点耗能企业加大实施节能技术与技术创新力度，加强节能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同时不断完善
各项促进节能减排的制度建设，有效降低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水平。

近年来，集团各所属企业用于节能减排支出达 1.4 亿元，各类环保投入超过 2 亿元。集团控股的上市公
司星湖科技大力推行节能技改项目，曾获得国家节能奖励项目 1 个，省节能奖励项目 3 个，公司连续四年荣
获“广东省节能先进企业”称号，连续五年被广东省环保厅评为“环保诚信企业（即绿牌企业）”及“广东
省清洁生产企业”；佛塑科技公司下属多家经营单位通过了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公司通过了能源管理体系认
证，并获评为“广东省节能先进集体”。集团所属企业广新海工和广青科技公司通过实施节能变频电机改造，
在大幅度提高设备自动化程度的同时，功耗节省了一半以上，显著降低了设备的能耗水平。

2013 年，佛塑科技作为广东省能
源管理体系建设及认证的第一批试点企
业，按照《能源管理体系要求》和《能
源管理体系实施指南》建立了能源管理
体系，确定了“合理利用，技术节能，
降耗增效，追求卓越”的能源方针，并
通过了第三方审核认证，获得认证证书。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的实施和运行，规范
了公司的能源管理和节能管理，采取了
各种节能措施，实现了能源绩效的持续
提高。

案例

年份                 总能耗（tce）               总产值（万元）             单位产值能耗（tce/ 万元）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38434.4

39883.1

41084.6

295354.2

301099.3

331478.8

0.1301

0.1325

0.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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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安全体系

集团坚持以科学观发展为指导，以“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认真落实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一岗双责”制度，全面推进《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基本规范》创建工作，建立健全规章管理制度，
完善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体系，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经营，实现全年较大以上事故“零事故”。

集团制订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规划和十二五安全生产规划。推动各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 2013 年，
集团工贸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达标企业 17 家，基本实现目标要求。

强化安全责任主体，落实领导干部“一岗双责”和生产操作岗位安全责任制。每年集团逐级签订年度《安
全生产责任书》，将安全生产管理目标、指标层层落实到人、到岗位。

积极开展安全生产文化建设活动，开展“安
全生产月”活动和安全培训教育等，促进企业
安全文化建设上台阶。同时还按规定组织安全
检查和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改，把安全隐患专
项治理工作抓实抓好，有效促进安全生产。

安全管理体系

安全生产管理

安全文化建设

案例

广东合捷国际供应链有限公司已通
过国家安监总局标准化一级认证评审，
星湖科技取得二级评审证书，佛塑科技、
省食品、省机械、省开发、省五矿、省
轻工、广新投资 7 家企业取得三级评审
证书，广新盛特、广新科技等 8 家企业
已通过评审及网上公示，进入最后取证
阶段。集团企业逐步实现“岗位达标、
专业达标、企业达标”。

集团企业积极开展新进员工安全三级培训、特殊工种人员岗位上岗证培训、安全生产负责人安全继续教
育培训、企业高管人员每年安全法令法纪继续教育培训等活动。

安全生产培训

案例

案例

11 月 22 日，集团举办了安全生产
培训班，集团安全生产考核组成员、所
属企业安全部门负责人、仓储物业部门
负责人及部分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等 60
多人参加了培训。培训会上邀请了省安
全生产技术学院老师针对安全生产现场
考核作了专题培训，并对新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广
东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进行宣讲。

6 月 4-5 日，集团在南沙合捷召开
“安全生产月”活动暨安全生产标准化
建设动员培训会。会议传达全省“安全
生产月”活动动员视频会议精神，并就
集团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和安全生
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提出具体要求。

7 月 18 日，广青科技与阳江市公
安消防局联合举办消防应急演练，200
多名员工参加了应急响应、应急逃生和
救援的全过程演练。

星湖科技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
的理念，以“加快转型升级，建设幸福
星湖”为核心，积极倡导先进安全文化，
深入开展安全文化创建活动 ,2013 年获
广东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命名为“广
东省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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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一直遵守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法令、法规、规范、标准，落实安全生产文件精神、安全措施，安全
生产取得较好成效，无发生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无工伤死亡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率都控制零事故范围内。

安全生产事故控制

2013 年，集团开展安全生产的科技创新工作，年初分别与华南理工大学和中山大学工学院合作研究开
发“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安全投入的绩效评估”项目和“基于三维情景仿真危化企业应急演练系统研究”项目。
其中，“基于三维情景仿真危化企业应急演练系统研究”课题已被省安监局列入 2013 年广东省安全生产科
技攻关项目第三项，现正与星湖科技联合开发。

安全技术创新

案例

4 月 11 日，埃克森美孚香港有限
公司举行 2012 年度安全奖颁奖晚会。
香港威敏公司船队严格遵守油公司的安
全指引，在与埃索运输合作中保持安全
作业零意外，获颁发 2012 年度公司安
全营运奖，“安诚”轮、“安发”轮及“安
利”轮分别获颁发 2012 年度船舶安全
营运奖。

集团出台了办公场所节约用电、用水、用纸的制度，鼓励员工从身边小事做起，珍惜每一度电、每一滴
水、每一张纸、每一升油、每一件办公用品。提倡办公用品回收再利用，如要求在打印、复印某些资料时，
将单面用过的纸再回收利用，尽量重复使用包装箱等。精简公务旅行，以实际行动为减排温室气体和应对气
候变化做贡献。

绿色办公

为了控制污染，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保护生态环境，确保实施集团环境保护方针、目标，集团根
据国家、行业和地方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结合生产经营实际，推进下属企业绿色施工。

绿色施工

案例一

省食出宝山猪场是一个现代化及规
模化的猪场，在解决猪场废弃物的环境
污染问题上，实施“养殖 - 沼气 - 种植”
相结合的循环农业模式，建设以沼气为
核心的污水处理系统，利用沼气作为生
产和生活能源，提高了猪场综合效益，
既生产了大量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为种
植业提供大量有机肥料，还实现了污水
的达标排放和重复利用。

宝山猪场沼气工程属于社会公益性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它创造的效益以环
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主，工程建成后，
生产沼气 43.8 万 m3，利用沼气可发电
43.8 万度，生产有机肥 6000 吨。

推行绿色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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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佛塑科技成立了环保管理领导小
组，由副总裁任组长。制定了《环境保
护工作管理制度》，对公司环境保护日
常管理工作进行了规范，以确保公司及
公司属下各企业生产经营符合环境保护
法律法规。建立了厂区目标责任管理机
制，每年发布各厂区的环保目标指标并
进行对标考核。

环境绩效指标

环保总投资
（万元）

单位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 / 万元）

单位产值水耗
（吨水 / 万元）

废气排放量
（吨）

废水排放量
（吨）

废渣排放量
（吨）

2013 年

246.503

0.1301

3.9112

无

395989

无

2012 年

248.925

0.1325

2.7435

无

463601

无

2011 年

180.31

0.1239

3.5969

无

414122

无

案例

集团下属香港广新控股公司控股的
倡威科技生产的生物柴油产品符合美国
的 ASTM D6751 和欧洲的 EN14214 国
际标准，不仅成本较低、节能、环保，
能做到无毒排放和生物分解再生利用，
不含硫磺和香料，比其它柴油减少大约
50% 的二氧化碳排放，更与石油提炼的
柴油基本一致，可作为柴油替代燃料单
独使用或与柴油以任意比例混合使用，
广泛用于各种载重汽车、火车、机车、
轮船、工程机械、农用机械、发电机组
等柴油内燃机，同时还可作为工业窑炉、
锅炉、发电厂及酒店、宾馆、单位食堂
餐饮炉具等非动力燃料。这项生物柴油
项目不但是新能源开发利用的一大突破，
响应环保产业发展，符合产业升级的需
求，又能变废为宝，因此获得香港政府
的高度重视。

发展清洁能源

集团践行低碳发展道路，加快发展低碳清洁能源。近年来，投资收购了倡威科技公司 75% 股权，在香
港环保园独家建设年产 10 万吨的生物柴油项目。

变废为宝：废油提炼后的生物柴油对比
（左边是废油、右边处理后的生物柴油）



2013 社会责任报告

绿色广新
47 48

供应健康食品

集团通过“打绿色牌，走特色路”的战略部署，依托企业实际情况，立足于绿色食品经济的深度和广度
开发，推广食品安全溯源应用体系，深入实施产业化牵动，走基地规模化、市场品牌化、精深加工系列化之路，
全力推进外向型绿色产业发展步伐。

案例一 案例二

广新信息防伪溯源技术，用技术创
新为食品安全构筑保护屏障，通过产品
唯一标识码与系统出入库单关联，在流
通的各个环节和消费终端，企业和消费
者能够通过防伪溯源系统和防伪查询验
证平台查询产品认证信息及产品流通信
息，并以互联网、手机、立式终端等方
式查询验证。

9 月 4 日上午，广新信息与西澳葡
萄酒商会在广州、澳洲两地同时举行新
闻发布会，宣布启动“广新信息澳洲食
品溯源认证中心”项目，西澳 400 多家
酒庄的数百个高端葡萄酒品牌将集中进
入粤新防伪溯源体系，打上“电子身份
证”，让消费者轻松辨识大洋彼岸的“放
心酒”。

2013 年，《金融时报》伦敦总部
美食专栏自发组织一场盲评活动，品评
小组成员来自该专栏的编辑和英国当地
知名美食家及中华美食资深评论家，集
团下属企业的“珠江桥牌”酱油产品最
终在 16 个品牌中脱颖而出，获得冠军。
如今，珠江桥秉承“天然、健康、美味”
的壹贯宗旨，拥有符合欧美发达国家食
品安全标准的严格品控体系，成为中国
调味品行业“绿色、安全、高质量”的
引领者。

3 月 31 日， 广东省食品行业发展
工作年会暨食品安全年会在广东省外商
活动中心举行。省食出控股的珠江桥股
份被广东省食品行业协会评为“2012 年
度广东省食品安全先进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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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廉政建设

近年来，集团党委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领导班子和领导人员始终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放在重要
位置，明确党委责任主体，认真落实上级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工作要求，扎实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为适应集团所面临的新形势，构筑源头防控风险和治理
腐败的“防火墙”，集团从创新监管体制上下工夫，构建由
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牵头组织、各监督检查部门共同参与的
大监督体制，成立了大监督工作专责小组。小组由集团纪委
具体牵头，紧贴企业实际开展工作，在实施中不断改进完善
企业内控和管理。

运作模式：纪检、监察、审计、监事会、工会、法务、
风险控制、投资管理等监督部门有机融合的大部制工作机制。

实施大监督体系

集团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党风廉政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管物，落实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制。坚持实施大监督体系，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和谈话制度、“一岗双责”实施意见、纪检
监察工作实施办法、企务公开条例等制度。

推行廉政制度

主要廉政建设制度：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纪检监察工作实施办法（实行）》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风廉政责任制“一岗双责”的实施意见》

《关于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建立大监督体制工作的指导意见》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司务公开民主管理责任制度》

集团秉承“人才为先”的理念，不断提升企业和员工的社会责任感和管理执行
力。努力创造“以机制激励人，以岗位造就人，以事业吸引人，以发展凝聚人，以
感情留住人”的和谐企业氛围，实现了员工与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我们重视
廉洁建设，构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立阳光监督制度。我们重视诚信建设，将
诚信作为立业之本，树立企业重承诺、守信誉的良好形象。我们重视人文环境和谐，
尊重社区风俗文化，与所在地加强沟通联系，全面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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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内部报刊、有线电视、宣传栏、
大屏幕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集团党
委与各企业主要负责人签订《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书》，细化措施，加强预防商
业贿赂。

治理商业贿赂

根据集团党委的工作部署，有针对
性地开展了党员和员工的理想信念、思
想道德和党纪国法教育，筑牢党员和员
工的思想道德防线。结合企业实际，坚
持抓好每年一次的纪律教育月活动，邀
请省纪委领导和有关专家作专题辅导报
告，组织党风廉政建设研讨会；参观“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成果展览”；
举办党纪政纪条规知识讲座和竞赛；组
织学习警示教育材料和观看反腐倡廉电
教片；

加强廉洁教育

案例

8 月 8 日上午，集团纪委组织集团
领导、各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和财务经理，
以及总部各部室副部级以上人员，到省
反腐倡廉教育基地开展参观教育活动。
在省反腐倡廉教育基地 , 参观人员认真
观看了基地以“反腐倡廉、警钟长鸣”
的主题宣传片。在参观结束时，大家主
动签署了党员干部廉洁从业承诺书。通
过警示教育，让参观人员筑牢思想道德
防线，起到了警示教育作用，同时也增
强了拒腐防变、廉洁从业意识。

创办了普法简报和普法网站，结合企
业经营实际，解读最新法律法规政策，指
出法律风险点和应对措施，提高企业管理
干部和一线员工的风险防范意识。在集团
范围内形成了学好用好各项法律法规的良
好氛围。

制定了合同管理办法，规范了合同管
理流程，明确了合同签约权限。注重强化
事前防范机制，确保合同签订合法有效。
严格按照约定履行合同，同时加强合同履
行中的动态监督。

树立企业重承诺、守信誉的良好形象。
将诚信作为立业之本，将合同的履行作为
神圣的职责。认真对待每份合同，被评为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加强法制宣传

强化合同管理

严格履行合同

案例

2013 年，省委宣传部、省发展改
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省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厅、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国
资委、省地税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省工商联、省消委
会等 12 家单位联合组织开展了“崇尚
道德、诚信广东”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评选出了“广东十大诚信企业”。集团
下属省食出控股的珠江桥股份荣膺“广
东十大诚信企业”殊荣。



勇负援疆重任

集团积极落实广东省委、省政府关
于产业援疆的工作部署，指派专门的援
疆干部，启动了广新纺织 -20 万锭棉纺
织生产研发物流大型综合项目，实行产
业援疆。项目启动以来，得到了广东省
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得到
了当地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帮
助。

2013 年，对项目原设计产能为 20
万锭棉纺纱进行了方案优化调整，并与
省发改委、援疆前方指挥部以及伽师县
等就援疆资金扶持及优惠政策等进行了
落实。优化后的项目年产能调整为 10
万锭，总投资约 2.4 亿元。

在推进援疆项目工作的过程中，我
们把改善当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作为应
尽的责任，注意保护好资源和环境，尽
力多创造就业用工岗位，吸纳当地劳动
力就业，积极参与和支持新疆社会公益
事业和民生工程建设，在促进新疆民族
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积
极作用。

案例

9 月 11 日，广新纺织轧花厂籽棉
收购正式开秤。开秤现场，收购人员严
格按照国家棉花实物标准定级，做到公
平交易、以质论价，最大限度让利于棉农。
开秤首日，收购籽棉 430 多吨，实现开
门红。

总投资约

2.4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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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员工成长

集团在待遇留人、事业留人、感情留人上下功夫，注重切实解决员工反映的工作、生活、学习中的突出
问题。着力创建学习型企业，注重人才队伍建设。按照定员和岗位职责，制定人才需求计划和培训计划，在
培训过程中，我们立足自身来挖掘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重点是加大对技能人才的培训力度，做到重
要人才重点培训、优秀人才加强培训、年轻人才经常培训、紧缺人才抓紧培训，快速提升员工素质。加强后
备干部队伍建设，加大干部交流力度，积极营造和谐向上的文化氛围，确保集团稳定和谐。

案例一

案例二

4 月 27 日，集团以迎接“五一”劳
动节和“五四”青年节为契机 , 和集团团
委一起在帽峰山组织了一次融登山、竞赛
和知识竞答等内容的系列活动。活动既丰
富了集团系统员工文娱体育生活 , 又进一
步激发了员工不怕困难、争做岗位先锋的
“创先争优”精神。

8 月 13 日，集团举行了以《中国梦 
广新梦 我的梦》为主题的演讲比赛。参加
本次演讲比赛的选手们都是在本职岗位上
辛勤工作并取得一定成绩的青年员工，他
们通过以实现“中国梦”为大背景，结合
自身在为实现“广新梦我的梦”工作成长
历程中的感想，用铿锵有力的语言表达了
个人在集团转型发展的舞台上展示才华和
能力的心声，展现了集团青年员工的个人
风采和集体形象。

集团大力倡导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尊重知识的人本理念，依法保护员工权益，
关爱员工成长，依法与职工签订并履行劳
动合同，合同签订率达 100%，劳动争议
案件零纪录，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使
员工享有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
等保险。同时，积极开展职工文化体育活
动，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员工满意度较
高，流失率较低，构建了规范、公正合理、
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2011 年，
集团荣获“广东十大和谐企业”荣誉称号。

员工权益



8 月 22 日，集团主办的“梦想启
航 羽翎翱翔”舞蹈比赛圆满成功。这次
舞蹈比赛展现了广新集团蓬勃向上的精
神面貌，调动了系统员工立足本职、拼
搏创业的热情，营造了心齐、劲足、团
结向上的和谐企业氛围，增强了系统职
工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

案例三

我们每年安排 300 万元设立教育培训
基金，针对不同阶段面临的业务形势和发
展要求，适时调整培训规划，全面提升干
部员工的品德修养、思维观念和国际化与
专业化水平，为集团做大、做强、做优提
供人才保障。

构建多层次雇员教育培训体系：一是
每年选送优秀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省委党校
培训学习，业务骨干参加 DBA、EMBA、
MBA 学习，进行、出国（境）学习考察
等。二是联系高等院校开班不同层次的学
历班。三是加强职工技术等职业教育，完
善各类资质和资格证的培训和考证工作

员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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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集团组织总部及下属企业会计人员
参加继续教育培训。授课老师通过理论知识与经典
案例相结合，详细生动地给学员们介绍了我国内控
制度建设的现状，内部控制规范的重要规定，以及
内控缺陷如何认定、披露、整改等内容。让全体学
员提高了对内部控制的全面认识，体会到建立内控
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实施内部控制评价提供
了理论指导和政策支持。

5 月 9 日 -10 日，为提高集团系统参与广新交
易会平台项目的总部员工、企业分管领导及相关业
务人员对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商业模式的认知，加
强对广新交易会作为集团转型升级平台重要性的认
识，集团委托中山大学管理学院举办了“电子商务
专题培训班”。分别讲授了“网络整合营销”、“电
子商务发展趋势与企业变革”和“电子商务商业模
式借鉴与转型”等相关主题。

8 月 23 日，集团举办“2013 年中高层管理
人员专题培训班”。邀请了清华大学刘书林教授为
大家讲授了“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与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分析了“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若干思潮”，
并深刻解读了“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六大素质——
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科学素质，道德素质，
身心素质，工作能力素质”。

2013 年，集团积极响应团省委号召，选定和
北京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合作继续开展新生代产业
工人“圆梦计划”，系统内 97 名基层一线员工通
过集团这个平台圆梦“北大”或“中国石油大学”。

案例一

案例三

案例二

案例四



集团以工会为载体，注重以人为本，注重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注重帮助服务职工，积极开展扶贫济困慰
问、企务公开等系列活动，大力营造“以感情留住人”的干事氛围。

关爱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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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向系统员工做出了“三个不”
的郑重承诺：不允许有员工因经济困难
而解决不了生活问题，不允许有员工因
经济困难而无钱供子女读书，不允许有
员工因经济困难而无钱看病。集团总部
成立了助困专项基金，通过集团董事会
预算安排一部分、工会筹集一部分、在
职广大干部员工捐助一部分等渠道筹措
资金，拿出 300 万元专门解决这些困难。

我们关爱慰问特困职工和孤寡老
人。集团和下属企业在节日期间，通过
上门慰问、寄发慰问金等形式，2013 年
共走访慰问离退休和困难职工 745 人次，
发放慰问金约 196 万元。

案例一

案例二

单位                          关爱内容                                          人次                 金额（万元）

集团总部

集团总部

集团总部

下属企业

230

20

45

450

70

1.6

14.88

110

开展节假日“送温暖”活动

走访慰问集团系统困难党员

每月发放特困职工和劳模补助津贴

重大节假日走访慰问

金秋助学活动，集团系统有特困学
生 16 人，为保证他们完成学业，我们
每年都召开一次贫困学生及家长座谈会，
鼓励学生和家长要建立信心，克服困难，
并现场发放助学金 6 万元。

2013 年，集团荣获 “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称号。

案例三

案例四

“三个不”
的郑重承诺

捐助

300万元

解决困难



热心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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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在努力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整合资源优势，乐于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创新社会公益新模式，
大力推进志愿者活动， 共建和谐社区，努力回报社会、回馈人民。截止到 2013 年，扶贫资金已超过 2400 万元，
并连续两年荣获“广东扶贫济困红棉奖金奖”, 在各类扶贫济困爱心捐款活动中，广新员工踊跃参与、积极奉献，
切实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树立了良好健康的社会形象。

集团企业组织开展“大手拉小手，
关爱留守儿童”活动，送上学习书籍，
提供心理关爱，帮助留守儿童更好地沟
通交流、树立健康快乐的学习生活理念。

2013 年，集团团委积极响应团省
委号召，做好服务大学生见习“展翅计划”
的实施和对接，集团系统各企业共提供
了近 300 个暑期实习和就业见习岗位。

2013 年 6 月，按照省委省政府的
安排部署，集团新一轮扶贫开发驻村帮
扶点是河源市东源县上莞镇太阳村，派
出驻村工作组进驻太阳村，驻点帮扶。
经过努力，解决了低收入住房困难户 20
户。改善了村民的居住条件。

案例一

案例二

案例三

集团安排 50 万元，建立太阳村扶
贫发展资金，成立东源县广新太阳农业
专业合作社。项目启动后，79 户有劳动
能力的贫困户人均收入将大大提高。

集团在 2013 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中捐款 380 万元，并安排了 50 万
资金支持河源市东源县上莞镇太阳村扶
贫工作。集团荣获 2012 年广东扶贫济
困红棉杯铜杯。

8 月 17 日，广东省潮汕地区遭遇
了百年难遇的严重水灾，牵动着集团广
大员工的心。8 月 22 日晚，在得知潮南
灾区目前由于水位上涨导致大量粮油受
浸泡而无法食用，物资非常紧缺后，集
团下属珠江桥公司马上组织了优质大米、
花生油、“珠江桥”酱油、“星湖”佐
餐料一批，连夜送往灾区百姓手中，使
部分群众得以暂时解决温饱问题。

案例四

案例五

案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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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社会公益

2014 年是集团推动转型升级由“全面深化”向“深化攻坚”阶段转变的关键一年，集团将以继续坚持“稳
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在稳步发展传统优势产业的同时，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开拓国内
外市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并将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推进社会责任工作。

在确保经营收入稳定增长的基础上，按照“稳
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工作要求，以改革促创新、
促发展，进一步激发企业活力。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大力支持社区建设，积
极参与社会救助，为建设和谐事业做贡献。

进一步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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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引导作用。

全面提升发展质量

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进一步提高员工经济收入和福利，确保员工
共享公司发展成果，同时为员工提供成长和发展
机会，强化员工归属感，提高企业向心力和凝聚力，
引导全体员工位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奋斗。

切实维护员工权益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管理

第三方评价

1 月 5 日，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徐少华在时任省国资委温国辉主任陪同
下到集团调研，充分肯定了集团以信息
化提升外贸资源整合能力取得的积极成
果。他指出，集团通过资源重组、产业
升级，探索创新了一系列好做法、好机制，
实现了国有资产量的扩张和质的提升。
希望集团进一步推动产业高端化、多元
化发展，把集团建设成为销售收入超千
亿元、资产规模超千亿元的“双千亿”
综合性跨国公司。

2 月 28 日，时任广东省副省长刘
昆与省政府办公厅、人社厅、财政厅和
物价局相关负责同志在阳江市有关领导
的陪同下到集团阳江镍合金项目调研。
刘昆副省长对项目在 13 个月内建成投
产，并在一年内创造出 58 亿元的产值后，
表示惊叹与赞赏。

7 月 29 日，省委副书记、省长朱
小丹到阳江开展调研，重点了解阳江市
经济运行情况，其中重要一站便是来到
位于阳江高新技术开发区内的集团镍合
金项目。在听取完广青科技下一步的发
展计划后，朱小丹省长强调广青科技要
发挥优势，继续做强做大，努力争当区
域经济发展龙头，为地区经济发展作出
积极的贡献。

9 月 25 日，第十届国际中小企业
博览会在广州琶洲交易会 A 馆举行。集
团作为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及“广货网上
行”十大 B2B 平台，在广东省电子商务
成果展区参展。展会期间，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一行到
广东展区参观，在了解集团发展电子商
务的情况后，充分肯定了集团电子商务
的发展模式和在该领域区取得的成就，
并鼓励广新控股集团以此平台推动传统
贸易转型升级，帮助中小企业拓展国际
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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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标索引

人权

全球契约十项原则 2013 年行动绩效 

原则 1：企业应该尊重和维护国际公认的各项人权
以人为本，保护员工权益，构建成长通道，让员工
在和谐、安全的工作环境中生产、生活，共享企业
发展成果。 

成立各级工会组织，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建立
畅通的内部沟通渠道。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合同
法》、《集体合同规定》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坚持
员工人人平等，保证员工不因种族、性别、年龄等
因素受到歧视，严禁使用童工，反对各种形式的强
迫劳动。

以推进职代会制度建设和企务公开工作为重点，积
极落实职工民主参与、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
决策等各项权利，不断完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
度，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

环境保护工作需要完善的制度机制保障。着力构建
节能减排“三大体系”，强化公司绿色管理。

2012 年，公司制定了《广新公司关于近一步加强
节能减排工作的意见》，成为省属企业中第一家出
台减排工作实施意见的单位。

广新公司将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工艺融入生产过程
中，以节能降耗为目标，以管理和技术为手段，实
现生产全过程中的污染和废弃物控制，减少污染物
排放和材料消耗。    
 

紧紧围绕生产科研经营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以推进惩防体系建设为主线，推动反腐倡廉责任制
的落实，深化效能监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加强
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在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维护员工合法权益，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制定合
理的薪酬保障机制，拓宽员工的职业发展通道，提
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积极落实海外员工本地化
政策。  

原则 2：绝不参与任何漠视与践踏人权的行为

劳工标准

原则 3：企业应该维护结社自由，承认劳资集体谈
判的权力 

原则 4：彻底消除各种形式的强制性劳动 

原则 5：消除童工   

原则 6：杜绝任何在用工与行业方面的歧视行为 
    

环境  

原则 7：企业应对环境挑战未雨绸缪  

原则 8：主动增加对环保所承担的责任

原则 9：鼓励无害环境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反腐败  

原则 10：企业应反对各种形式的贪污，包括敲诈、
勒索和行贿受贿 



广新控股集团《2013 年社会责任报告》意见反馈表

尊敬的读者：
您好！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2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告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疏漏，欢迎您对我们的社会责任报告提出意见或建议。我们会认真聆听每一位读者的
声音。

谢谢！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013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组

您的信息

您对本报告的评价

您的要求

联系我们：

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1000 号
邮编：510308
电话：86-20-89203226
传真：86-20-89203021
公司网址：http://www.gdghg.com 
电子邮箱： gdghg@gdtfair.com

您对报告的意见或建议

免费索取广东省广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13 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请注明份数和邮寄地址）

姓      名：

单      位：

1、报告结构 :

2、信息质量 :

3、文字陈述 :

4、设计排版 :

5、总体评价 :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很好

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好

比较好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不太好

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

很不好

电       话：

电子邮件：

本报告采用环保纸张印刷，尽量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