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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的说明

本公司从 2009 年起发布《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度社会责任报告》，本次为

第四次发布。

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报告主体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期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为了遵循信息披露完整性、连续性的原

则，部分内容在上述范围前后有所延伸。

编制准则

本报告在编制过程中贯彻落实《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审议批准

本报告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简称说明

为便于表述和阅读，报告中的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根据行文具体情况，简称为

“南海发展”、“公司”或“我们”；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简称为

“绿电公司”。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南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2 年，位处经济实力名列中国百强县（区）前

列的佛山市南海区。2000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一家以从事城镇供水、

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等环境服务业的投资、建设、运营为主业的股份制企业，是

由佛山市南海区地方控股的 A股上市公司。

公司治理结构完善，运行规范，业绩稳定，资产质量优良，拥有良好的市场美誉

度和信用度。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资产 46. 35 亿元，比年初增长

18.72%；股东权益（归属于母公司股东）22.67 亿元，比年初增长 39.8%；2012

年实现营业收入 8.8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8.4%；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1.90 亿元，同比增长 26.77%。

公司连续九年被佛山市政府授予“佛山市纳税超 5000 万元企业”光荣称号。

2012 年，公司获得“2012 广东上市公司最具投资价值 10 强”称号；被广东省证

监局评为 A类监管公司。公司股票连年入选上证公司治理板块。公司董事会多次

荣获优秀董事会称号。

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和运营管理能力在长期的实践中得到不断加强，目前已有 9

项专利获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是广东省市政公用行业中首家拥有通过省级



认证技术中心的企业。公司拥有一支专业水平高、知识结构和年龄合理、经验丰

富的管理和科技人员队伍，为企业未来的规模化扩张打下良好基础。

南海发展秉承“责任、诚信、合作、创新”的经营理念，关注环境服务产业健康

发展，力争成为国内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

（二）业务构成

公司多元发展，已形成系统性环境服务的能力和优势。上市 12 年来，公司专注

于环境服务产业，覆盖了自来水供应、污水处理、固废处理、燃气供应的全产业

链。现旗下有 17 家子公司，拥有 3家自来水厂、18 家污水处理厂以及一个集垃

圾压缩转运、垃圾发电、污泥处理、餐厨垃圾、渗滤液处理、飞灰处理于一体的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示范园，已成为能为城市提供系统化环境服务的上市公

司，成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保支柱企业、南海循环经济的先行者。

体现资源集约效应的系统化环境产业链

二、社会责任理念

（一）社会责任，环境服务业的“软实力”

我们身处的环境服务产业是一个关乎人民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社会及企业本

身的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社会责任是环境服务业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社会发展

的需要，体现了企业追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也体现了企业的管理能力和价

值观。社会责任已成为环境服务企业发展的“软实力”。

我们树立的企业使命是“共建人与自然和谐生活”。我们的公司战略定位是致力

成为在国内有影响力的系统化环境服务投资商和运营商。我们始终紧扣公司的发

展战略，通过系统化的环境服务平台，围绕主营业务和日常经营活动来开展社会

责任的实践活动。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服务区域的安全、优质的环境治

理，致力于创新管理机制和管理模式，致力于和利益相关方沟通以提升服务，致

力于营造生态和谐的城市宜居环境，以人为本，不断推动社会责任理念与企业发

展战略和经营管理业务的融合。

（二）“三好，三分享”的责任理念

基于对以上社会责任的认识，我们建立了以社会责任为核心的系统化环境服务体

系，提出了“三好，三分享”的责任理念，包括对外部与内部社会责任的承担体

系。对外部，我们提出成为“城市好管家、行业好典范、社区好邻居”的“三好

企业”理念。对内部，以人为本，搭建员工的成长平台，对员工体现的是“财富

的分享、能力的分享、价值观的分享”的“三分享”理念，以实现企业与员工共

同发展。“三好，三分享”理念构成公司社会责任的核心体系。

三、2012 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公司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主动承担对国家、债权人、员工、消

费者、社区和环境等的社会责任，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当好企业公民。 2012

年，公司每股社会贡献值为 0.85 元。

（一）保障股东和债权人权益

1.强化公司治理

科学、规范、系统、高效的公司治理是促进企业平稳快速发展、稳定回报投资者、

切实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保障。2012 年，公司严格按照《公司

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

管机构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进一步强化公司治理，开展了如下工作：

1)有效开展内控规范工作。公司制定了《内控规范实施工作方案》，成立内控领

导小组和工作小组，并聘请咨询机构协助进行内控体系的建设。结合公司管理提

升要求和战略需要，完成了风险分析、内控缺陷梳理、整章建制等一系列工作，

构建了有效的内控体系，不断提升了公司的内部控制水平。

2)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结合上海证券交易所新的监管要求，通过媒体、

网络等平台构建了完备的信息披露渠道，保障了信息披露的畅通性；进一步强化

信息披露责任落实，严格按照相关规则、格式，保证披露信息的及时、准确和完

整；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和内幕信息保密制度，从而维护了股东的合法

权益，有力保障了信息披露的公平性。

3)切实保障股东权益。公司始终坚持维护所有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平等地位

和合法权益，在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议事程序等方面规范管理，确保股东对

公司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决权，为有效维护投资者利益，充分分享公

司发展成果，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4)有效提升投资者关系管理水平。为进一步提高投资者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公

司不仅利用传统的电话交流、接待来访、网站互动等方式与投资者进行了广泛的

交流，还积极参与到新的交流平台拓展和沟通服务工作中来。在 2012 年，参加

了多次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动等大型投资者互动交流活动，开通官方微博，全面

展示了公司全心全意为投资者服务的理念，在资本市场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2.积极回报股东

公司在自身取得成长与发展的同时，注重对股东的回报，坚持与投资者共享公司

成长收益。一直以来，公司每年都向股东进行现金分红，具体如下：

公司历年分红情况表

分红年度

每 10股派

息数(元)

（含税）

现金分红的数额

（元）（含税）

母公司当年实现的

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元）

分红占母公司当

年实现的可供股

东分配的利润的

比例（%）

2000 2.5 52,128,542 29,848,693.16 174.64

2001 2 41,702,833.60 54,889,370.88 75.98

2002 2 41,702,833.60 54,075,071.24 77.12

2003 2 41,702,833.60 48,039,741.81 86.81



2004 2.5 52,128,542 53,637,658.17 97.19

2005 2.5 52,128,542 58,140,602.87 89.66

2005 1.5 31,277,125.20 58,140,602.87 53.79

2006 2 41,702,833.60 72,383,286.36 57.61

2007 1.8 37,532,550.24 73,896,801.52 50.79

2008 1.4 37,949,578.66 74,846,999.64 50.7

2009 1.5 40,660,262.85 80,389,901.33 50.58

2010 2 54,213,683.80 459,021,006.42 11.81

2011 0.8 26,022,568.24 101,857,244.24 25.55

合计 24.5 550,852,729.39 1,219,166,980.51 45.18

3.切实保障债权人权益

公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

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严格遵守信贷合作的商业规则，及时通报与其相关的重

大信息，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未出现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在财务方面，

公司始终保持持续、稳健的财务政策，保证公司财务安全，从而保护股东和债权

人的长远利益。

（二）锻造“三好企业”，服务经济，共赢发展

1.城市好管家

公司专注环境服务产业，通过以自律为核心的良好运营管理，为客户提供系统化

环境服务解决方案的同时，重视社会责任的承担和管理的输出，提供优质的客户

服务，让环境治理成为城市形象的“新名片”。

1)严格自律的运营管理

公司的主营业务与环境息息相关，一直注重依法治企、合法经营,严格执行各项

环保指标，未发生重大环保污染和生产安全事件。公司通过利用先进的信息运营

管理平台，加强生产经营管理，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环保标准，避免生产经营对

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污染物排放数据实时连接到政府环保物联网，并向公众公开；

主动配合政府的监管，全国率先推动政府引入第三方监管；各项目配套建设省级

环保教育基地，主动开放固废处理环保产业示范园、污水处理厂接受公众监督等，

成为市民和政府可信赖的城市好管家。

公司全资子公司佛山市南海绿电再生能源有限公司从事固废处理业务，属于国家

环境保护部门规定的重污染行业,被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列为省重点监控企业。一

直以来，绿电公司都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各项环保法律法规，切实落实环境影响

评价及“三同时”制度，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艺设备，配备了成熟可靠的环保设

施，建立了全过程环境监控管理系统，制定了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取得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此外，绿电公司还按照环保相关要求对各项污染

物排放进行定期监测，并安装了废气连续自动监测系统，联网接入各级环境监控

中心，接受环保部门及公众的监督。报告期内，绿电公司各项环保设施运行良好，

废气排放稳定达到欧盟指标，废水处理后循环回用，固体废物处置符合环保要求，

无发生重大环境问题或被环保监督管理部门勒令限期整改的情况。公司运营管理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000000aOy_bDM52bI6dJomuPFineYEVkRomlidUjirytXi-UR2FTDwuRGQUasneRUy5ucoI4FKvHXED0-zFzl46YYBBidwvRoRtMTQw-8bLPYXR291s3UR4fH0zaTkDeyOSj6KT.DR_jV9dYJN9h9mozUqdB60.U1Yz0ZDqpgPEnHfsnjAeVel18I10eT1-1eR0IjdFRYtkPj0snU8LEor4LnjV1rg5VfKGUHYznWR0I1Y0u1dBugK1n0KdpHdBmy-bIfKspyfqP0KWpyfqrH00UgfqnH0kPfKopHYs0ZFY5HR4n0K-XZ0q0ANGujYkrHRzg1DYnW60Uy-b5H00mhbqrj6Yr0KVm1YknWDsn1mdrjb0TZwC5yF1U-qzmgP8gL71U-qkTv3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qvUjYknW0VuZGxnHckQywlg1DzPadbX6K9mWYsg100ugFM5H00mhsqn0KWThnqn1cLPjn


得到了社会的认可。2012 年，公司获评为“2012 年度中国固废行业最具社会责

任企业”，绿电公司获得第五届世界环保大会颁发的中国绿效企业“最具成长潜

力奖”、南粤环卫三十佳“最佳运营奖”、通过“三标一体化体系”的国际认证、

垃圾焚烧发电厂被评为广东 AAA 级无害化垃圾焚烧厂第一名等运营管理的奖励。

2)系统化的环境服务

近十多年来，佛山通过加大对环境治理投入，市容环境得到巨大提升。作为环境

治理先锋，南海区环境治理成果尤为突出。这其中为南海区提供供水、污水处理、

固废处理系统化环境服务的南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企业也因此获得快速发

展。2010 年末，南海实现生活污水处理率 77%的目标，2012 年底生活垃圾无害

化处理率达 80%，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在自来水供应领域：南海发展以厂、网一体化的方式，为城市提供安全优质的供

水服务。我们具有超过 30 年的水务投资、建设及运营经验，拥有单厂日供水规

模 100 万立方米的现代化大型水厂、省级水质监测站，出厂水和管网水水质综合

合格率优于国家标准，让高品质的城市生活随手可及。

在污水处理领域：南海发展以供排水一体化的方式，为城市水资源管理提供系统

性服务解决方案，实现水资源的循环利用。我们拥有 10 年的污水处理厂投资、

建设及运营经验，以 BOT、TOT 和委托运营等模式运营 18 家污水处理厂，涵盖各

种领先的污水处理技术和工艺，通过远程集中控制系统，实施集约化管理，提升

效率和效益。污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纳入公司的固废处理环节，实现末端的无害

化处理和资源再生。

在固废处理领域：南海发展以全产业链覆盖的处理方案，从源头到终端，全面集

中解决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难题。我们拥有近 10 年的固废处理投资、建设及运

营经验，投资超过 20 亿元，建设了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产业园通过统一

规划和建设了包括前端的垃圾压缩集中转运系统；中端的生活垃圾焚烧处理系

统、污泥干化焚烧处理系统、餐厨垃圾处理系统；以及末端的渗滤液处理系统、

灰渣处理系统，业务延伸至固废处理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固废处理环

保产业链，实现土地集约使用、处理设施和环保设施的资源共享，使生活垃圾、

污泥、餐厨垃圾等城市废弃物得到集中和妥善处理，充分体现系统化环境服务的

理念。

我们矢志不渝地专注于环境服务产业，具备全方位的环境规划及整合能力，以上

市公司强大的投融资能力为支持，致力为各城市提供系统性的环境服务解决方

案，让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现实。

3)优质的客户服务

公司始终坚持客户至上的理念，把提升客户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作为公司的一

项重要工作积极开展。供水是公司的主业之一，业务面向千家万户，客户服务的

质量直接关系到社区广大人民的生产经营与生活质量。为此，公司不断加强客户

服务管理、提升员工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最大限度维护客户的权益，通过

改善营业厅的服务环境，增设服务热线，完善报装、投诉处理等工作流程；免费

为镇街水司、村委会、物业管理小区进行测漏，大大减少了用户的用水损失，节

约了水资源的同时，不断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提升了企业的窗口形象。

2012 年，公司加入了中国供水服务促进联盟，获评为“4A 级供水服务企业”，

成为中国第三家获得此评级的供水企业；客服中心桂城营业所先后获得市级“青

年文明号”、区级“巾帼文明岗位”荣誉称号，成为佛山市“千个窗口展形象”

创文示范点，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2.行业好典范

在行业的发展中，公司通过自律管理，不断创新，以成为国内行业的标杆和典范

为目标，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实现共赢，推动企业自身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1)打造行业标杆

公司在供水和污水处理行业创新性开创新管理技术。如供水领域，我们拥有先进

的供水管网营运系统，建立了凝聚当今城市给水系统前沿技术的供水微观建模系

统，通过模拟停水影响、管道迁移影响等情况，为城市供水管理规划、大范围停

水决策部署提供参考，具备了联网安全供水能力和快速应急处理能力；污水处理

领域，公司自主开发了污水集中远程管理系统，可监控分布在 1000 多平方公里

内的 18 家污水处理厂，为提高中小型厂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供技术支持。

这些技术和管理应用，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

在固废处理领域：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以国际领先的建设标准和环保标准，

建立统一规划、统一配置、统一调度、统一处理的垃圾处理创新行业发展模式，

把信息技术应用到生产运行的每一个环节，首创科学、规范、高效的一体化集中

控制运营管理系统，为政府和社会提供集中统一的监管平台。2012 年，生活垃

圾转运系统工程通过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示范工程的验收。

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整体规划，科学布局，以精心的外观设计，花园式的厂

区，优于欧盟标准的排放指标，与一墙之隔的大学城及高档生活社区融为一体，

已成为破解垃圾围城困境的南海样本，被国内各大媒体专题报道，成为国内同行

业标杆和典范，大大改善了行业的形象。

2)注重和合作伙伴的共赢

在一系列新开发的项目上，我们将环境服务业的平台开放给合作伙伴，鼓励合作

伙伴开展新技术研究与应用:垃圾渗滤液处理、烟气处理、飞灰处理、污泥处理、

餐厨垃圾处理等；为产业链上下游（设计、设备制造与集成、工程建设）整体技

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提供项目平台；目前已建成的南海垃圾焚烧二厂项目已成

为广东地区各大同行要建设同类项目必须参考、访问的对象，以标杆项目展示行

业先进水平，为同行同类项目上马提供案例支持。

3.社区好邻居

南海发展深刻理解环境服务产业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服务于城市环境建设，并和

谐地融入社区，为社区创造价值，做个负责任的企业公民。2012 年，我们主要

通过“专业赢取信任、坦诚获得支持、效益回报社会”做好社区的好邻居，多次

成为社区“环保诚信企业”。

1)专业赢取信任

2012 年，公司紧紧围绕国家、市、区的节能目标，结合本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从节约用电、循环用水到生产建设中的合理调度水资源、降低能耗、降噪减排；

加大污染物的削减力度，大力开展节能技术改造、污泥减量等科研技术攻关，在

环境保护、节能降耗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有效履行了企业对环境、社区的责

任。

2012 年，公司属下的水厂、污水处理厂及垃圾焚烧发电厂在生产运营中，没有

发生任何重大环境问题，确保总体环保项目达到或优于国家的技术标准和污染控

制标准；公司用实际行动践行企业的环境责任。

2)坦诚获得支持

http://oeeee.adsame.com/c?z=oeeee&la=0&si=3&cg=26&c=271&ci=1&or=356&l=1593&bg=1593&b=2167&u=http://nd.oeeee.com/nanduwang/android/


我们透明及开放的管理，赢得了社区的支持。如：定期邀请社区周边居民座谈，

并向其报告环保工作情况，听取社区意见；设立公众开放日；组建社区环保监督

机构；推动政府引入第三方监管机构；开放我们的厂区给公众进行监督；平洲污

水处理厂、南海固废处理环保产业园列入广东省佛山市工业环保游指定路线，向

市民开放参观等。

3)效益回报社会

社会是企业发展的依托，公司本着感恩社会，回馈社会的精神，积极参与各项社

会公益事业，与社会各界紧密合作，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

发展。

2012 年，公司开展了一系列“珍惜生命之水，从我做起”、 “2012 世界环境日

系列活动”的公益宣传活动，宣传普及公众的饮用水安全知识、节水意识，倡导

绿色消费和环保生活；成为各大院校的科研和教学基地，配套建设广东省环保教

育基地，宣传教育环保知识；组建志愿服务组织“南海发展义工总队”，开展环

保公益活动，致力环保宣传、服务社区；积极参与挂钩社区的联谊帮扶活动；开

展捐助环保、扶贫济困、无偿献血等公益慈善活动，2012 年共捐款 12 万多元等

等，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树立了公司真诚回馈社会的良好企业形象，实现了

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赢。

（三）与员工“三分享”，认真履行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公司拥有一支千余人的员工队伍，他们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是企业得以生存发展

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公司坚持以人为本，践行“财富的分享、能力的分享、

价值观的分享”的“三分享”理念，通过不断地改善员工工作环境，提升员工职

业技能水平，给员工提供成长和发展的机遇与平台，鼓励员工提升自我、实现自

我，从而促进了员工与企业的共同进步。

1.“三分享”理念的含义

财富的分享：企业发展的成果与员工共同分享，使员工感受到有付出就有回报，

使踏踏实实、勤勤恳恳、默默奉献的员工不吃亏；

能力的分享：视员工是企业的合作伙伴，对员工的事业发展负责，致力为员工提

供能力提升的平台、发展的机遇，使员工和企业共同成长。

价值观的分享：使社会责任感成为员工共同的企业价值理念追求，以共同的信念、

共同的目标吸引人才、建立具有凝聚力的合作团队，升华个人工作意义，实现人

生价值，为践行社会责任理念提供良好的人力资源基础。

2.开展员工安全健康保护，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为了践行“三分享”的企业理念，为更好地保护员工的健康安全，给员工提供更

好的工作机会及未来发展空间，公司在 2012 年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

1)致力于员工安全健康保护

2012 年，公司严格依照法律法规执行劳动力使用政策，提供完善的保险和福利，

通过安全制度的建立完善、组织相关学习、对安全知识的大力宣传、严格安全考

核，有效地保障了员工的切身安全和职业健康，公司全年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



公司关爱员工的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的自我保健意识，并做好员工的劳动保护工

作。2012 年，公司举办了“三八”妇女节职工健康讲座，组织公司全体员工、

退休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开展健康有益的企业文化活动，增强员工身心健康；成

立公司帮扶基金，完成社保补充保险的续签，加大员工医疗保险的力度，尽量减

少员工生活、医疗负担；为公司员工在夏季高温作业过程中身体健康与工作安全

提供保障。

2)打造畅通的沟通平台和健康的企业文化

2012 年，公司通过企业微博、企业内刊、读书会、兴趣小组等多种渠道，致力

于打造立体、畅通的员工沟通平台，充分了解员工的心声，及时把握员工的需求，

为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氛围。

年末，公司连续第二年开展员工满意度走访调研活动，公司高层积极参与，面对

面听取一线员工对公司发展、人力资源管理、企业文化建设等各方面工作的意见

和建议，为公司不断优化和改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提升员工满意度提供参考。

3)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和合理有效的竞争机制

2012 年，公司修订完善了以绩效考核为依据、以岗位价值为核心的宽带薪酬体

系和绩效考评体系，进一步拓宽了员工职业发展空间，适度拉开员工薪酬差距，

形成内部良性竞争机制，充分调动员工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

公司在人才选拔理念上不断进行创新，通过内部竞聘搭建人员选拔的平台，为有

能力、有意愿的员工提供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会，变“伯乐相马”为“赛

场选马”，完善公司用人机制。全年公司共组织 6场、19 个岗位的内部竞聘，

103 名员工报名参与。通过内部竞聘，盘活了内部人力资源，发掘了一批优秀人

才，为公司业务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

4)完善员工培训开发体系，助力个人发展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培训开发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专业技

术及管理培训，不断提升员工的专业能力和职业化水平。2012 年公司重点关注

员工职业素养培训和中、基层管理能力培训，有针对性地开展员工业务技能和工

作态度培训，鼓励员工参加各种资格认证考试，帮助员工为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

而奠定基础。

2012 年，公司组建“知行•喜阅读书会”引起员工强烈反响，首期除关键岗位以

上管理人员外，有近 100 名员工报名成为读书会会员。全年公司举办了三场分别

以“交换思想 你我成长”、“责任”、“我心中的企业文化”为主题的读书分

享会。读书会的建立，在公司内部形成了主动学习、自我提升的良好学习氛围。

四、展望未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2 年，公司在社会各界的关怀和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不懈努力， 在环境

保护、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公益事业以及相关利益方权益保护等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方的肯定。在此过程中，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企业对社会

责任的承担，既是对社会最好的承担方式，也是对企业最好的承担方式时，它将

成为企业发展的“软实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是一项长期、持续性的工程，

要构建和谐社会，保证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公司还需要不断提升可持续发

展能力，在社会责任履行的更多方面提升认识，深入实践。

新的一年，公司将把履行社会责任与发展战略更好地结合起来，融合到日常生产

经营活动中，并且内化为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观，积极履行各项社会责任，接受



社会监督。在不断提升企业战略管理水平、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提高企业

经济效益的同时，积极回报股东、保护债权人和员工的合法权益，诚信对待供应

商和客户，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生态环境保护，在更多

的领域更好的承担和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为社会、经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

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二）业务构成

	二、社会责任理念
	（一）社会责任，环境服务业的“软实力”
	（二）“三好，三分享”的责任理念

	三、2012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保障股东和债权人权益
	1.强化公司治理
	2.积极回报股东
	3.切实保障债权人权益

	（二）锻造“三好企业”，服务经济，共赢发展
	1.城市好管家
	2.行业好典范
	3.社区好邻居

	（三）与员工“三分享”，认真履行企业对员工的责任
	1.“三分享”理念的含义
	2.开展员工安全健康保护，为员工提供更好的发展机会


	四、展望未来，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