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兴玖地集团企业社会责任刊《永续如兴玖地》每季度发行，欲同相关方分

享集团国内、外经营成果和积极的社会责任履行意愿。这是一份集多方协作，

汇聚全集团在节能减排，职业健康，关怀员工领域所做的努力，并报道最新

行业知识及客户动态的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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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学习型企业，助力永续发展 
 

        稍有经济触角的人都会认同：知识经济时代早已降临，人类或

企业的竞争逐渐转向知识之争。美国《财富》杂志指出：“未来最

成功的公司，将是那些基于学习型组织的公司。” 互联网让世界触

手可及，各种各样的信息铺天盖地，今日掌握的知识，可能在明日

就已经过时。而不思进取、不重创新、因陈守旧的企业，注定被瞬

息万变的时代所淘汰。 

        学习型企业一般从这四方面来改善：行为改善、建立制度、形

成文化、持之以恒。 企业形成学习的氛围，自然会影响到每一个员

工的日常行为，将日常消遣转变为有意识的学习行动；通过宣传、

发动，行为改善，不断总结经验，把学习融入工作中。长久坚持下

来，就会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通过学

习实现工作中的知识共享，也可以帮助保障企业知识、经验传承。 

        近年来，如兴玖地集团无论是在集团运营层面、或是工厂技术

工作中，都不断加强能力建设培训及技术知识共享，让所有参与者

都能得到足够的训练。工厂更是上线在线学习软件，用于员工下班

后学习。期待通过创建学习型企业，保持企业活力，助力永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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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SR 大事记 
“雷霆行动”反贪污、反腐败培训 

        2019年4月起，玖地集团组织全体主管级以上员工参与代号

为“雷霆行动”的反贪污、反腐败培训，旨在提升员工的反贪腐意

识。由内控部的何育文经理进行授课，以案例分析、法律条文手

抄方式等，加深员工对反贪污的认识。课程最后以人生900格形

式，引导员工感悟生命自由的可贵，切勿因一时贪心做出让自己

终身追悔的事情。 

        此次反贪腐培训还特地邀请了酉阳经侦警示教育人员前来常

州总部，对工厂厂长，经理级进行教育。经侦人员讲解了企业职务

侵占罪案例的特点及防范对策等，指出企业应采取积极措施，防患

于未然。最后，以“守住人生一口井”警示大家，要学会以一颗平常

心平静地生活。不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是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

做到不怨天尤人，不悲观失望，不自暴自弃，切勿因小失大。 

玖地遵从的四大核心价值观 

V.O.I.C.E.是五个英文单词的缩写， 

V代表Virtue品德价值，即玖地遵从的四大核心价值观： 
 

Opennes s  拥抱变革 

 Integrity  诚信正直 

 C ourage  大勇无惧 

 E mpathy  换位思考 



RFID刷卡评比 

        2019年2月起，常州东奥服装有限公司后整理分公司开始应用

RFID 刷卡（MES 系统）。通过智能电子标签，改变了以往手动计

件模式。根据生产情况，随时可监控各订单生产进度，为计划及调

度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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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促进RFID 刷卡普及，后整理

分公司进行了刷卡率评比。经过一

个月的数据考核，缝二车间2组获得

第一名。此外，获得二、三名的分

别是缝一车间1组和缝二车间5组，

也颁发奖牌以示表彰。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14个班组

RFID刷卡率平均值达到了90.3%。

比赛还将持续进行，每个月进行一

次评比，刷卡率最高班组胜出并获

得奖牌。 

01. CSR 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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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al  Advancement &Career Enhancement 

02. CSR 充电站 

P.A.C.E. TOMT培训 

       2019年5月8日~10日，G AP  公司P .A.C .E .  团队来到常州总部，

召开中国区第一期P .A.C .E .  T O MT  (T rain to mas ter tra iner)，玖地

公关部作为主办方之一，招待来自17家G AP供应商的P .A.C .E .讲师

们，进行了为期3天的培训。 

       此次培训是为了指导各家工厂能够自主带领及指导自己的讲师

团队，设定了Mas ter T rainer 角色，以利于今后可以在各公司顺利

开展项目并取得良好效果。我司现任P .A.C .E .首席讲师R ex S un也

应邀在现场向成员分享了主题为“角色转变和指导技巧”、“团队管理”

等内容。学员们通过知识讲解、技巧分析、现场展示、案例解析等

多个环节，对P .A.C .E .项目T O T的核心难点、知识点等进行探讨，

大家共同度过了三天紧张而不乏趣味性的学习生活。 



1.P.A.C.E.培训 

2.如兴读书日活动 

3.如兴健康日促进活动 

4.营养生活推广活动 

5.妇婴医务室活动 

6.女性安全工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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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CSR 充电站 

柬埔寨员工关怀活动 

        柬埔寨工厂持续为员工开展丰富多样的关怀员工的活动，从

以女性员工为对象的P.A.C .E .教育，到各非盈利组织协同举办的女

性健康教育、普法教育等；形式不仅包含室内讲师授课，还有户

外宣传促进读书会，发放宣传品、节日活动的形式。为了让员工

深入了解企业现有运行项目并邀请加入，项目不断推陈出新，增

加实用性、趣味性，创造有互相学习、温馨活跃的氛围。 

1 

2 

3 

4 

5 

6 



8 

02. CSR 充电站 

坦桑尼亚，打造安全健康的工厂场所 

       安全意识一刻也不能丢，每一分钟都要强调。深信这一点，坦

桑尼亚工厂每月持续进行安全健康培训，包含消防演习，化学品培

训，无论是在车间、还是对特定岗位，都强调一定要遵守相应的规

范操作流程。致力于打造安全健康的工作场所，让员工避免工作伤

害，安心工作。 



03. CSR 快讯通 
河南工厂启动WCP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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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河南梦尔罗、庄吉工厂启动了WCP(Workplace Cooperation 

Program)工作场所协作项目，来自梦尔罗工厂的12名员工代表、以及

庄吉工厂的12名员工代表参与了此次培训。首次培训主题为工作场所

沟通，接下来成员们还将参与双边委员会角色与职责、职业健康、谈

判协商技巧等。员工代表在经过完整的项目培训后，将正式成立双边

委员会，作为工厂与员工间沟通的桥梁。 

       截止2019年4月，在中国区常州、河南，柬埔寨区均已正

式成立员工委员会。各区域的工厂将通过训练有素的双边委员

会，每月主动收集身边员工的建议，并积极寻找工作场所中可

改善的点。每月一点一滴的尝试解决问题，改善现状，从而打

造越来越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 



无处不见的防呆法 
04. CSR 小百科 

防错防呆POKA YOKE 
 

        POKA YOKE意为“防错防呆”，亦即Error & Mistake Proofing。日本的

质量管理专家、著名的丰田生产体系创建人新江滋生先生根据其长期从

事现场质量改进的丰富经验，首创了POKA YOKE的概念，并将其发展成

为用以获得零缺陷，最终免除质量检验的工具。 

 

防呆操作法也广泛应用于保护安全的作用中 

图文来源：https://chem.vogel.com.cn/html/2017/04/12/news_501531.html 

        在作业过程中，作业者不时会因疏漏或遗忘而发生作业失误，由

此所致的问题所占的比例很大，如果能够用防呆法防止此类失误的发

生，则质量水平和作业效率必会大幅提高。 

质量挑战零缺陷，正是各行各业都在努力追寻的终极目标。 

 

        以日本丰田为代表的企业，在2000多人组装3万个零部件的汽车制造

过程中，居然在线检验员人数为0个，最后却实现了零缺陷。防呆防错

Poka Yoke在里面自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防呆防错方法与其他方法相比，最大的优点在于：不需要专业

知识与技能、不需要经验与直觉、不需要注意力。无论采用何种

方式，遵循的原则是操作简易、低成本、高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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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工厂为预防安

全事故发生而使用

的联锁装置 



05. CSR 新动态 《安全生产法》修改已列入立法计划 

文章来源： http://www.cenews.com.cn/pollution_ctr/xydt/201901/t20190114_891903.html 

摘要：应急管理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尚勇带队前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就我部近期立法修法工作进行沟通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

主任沈春耀主持会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相关立法

修法工作，《安全生产法》修改和《刑法》修改已列入立法计划，法

工委相关对口部门要进一步加强与应急管理部法制部门沟通，密切配

合，其他相关立法修法工作要与时俱进，注重运用法治思维解决突出

问题，积极回应社会关切热点，坚持以良法促进发展保障善治，切实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为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机制，依法

惩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行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应急管理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研究制定

了《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四部门出台《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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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CSR 万花筒 2019设计中国北京： 

从传统到未来，探讨设计的永续与新生 

转载文章：https://news.tvbs.com.tw/world/1073977 

        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中心和文化中心，京津翼地区具有无可替代

的行业辐射力和文化凝聚力；而作为“北京国际设计周设计博览会”的

平行特邀展，由“设计上海”主创团队打造的“设计中国北京”，将于

2018年取得圆满成功后，再度亮相金秋9月的首都北京。 

“设计中国北京”共吸引了近百家展商，其中包括了30家中国本土优秀设计品牌，
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共计18,059名现场观众。 

展会关键词 “可持续”、“工艺 ” …… 

    在我们的展会逐步成长的同时，中国的设计产业也在不断走向成

熟。回首六年之前的首届“设计上海”，彼时的中国制造产业和设计产

业在重要性和影响力上还极不平等。那时，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创意

产业则在努力追赶的路上。在短短几年内，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设计和建筑成为主导 —— 特别是“可持续设计”的发展。 

在以往单纯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同时，我们曾付出高额的环境成本。

而随着社会意识的觉醒，国家政策的扶持，催生了设计与建筑的创造

力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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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会我们将

从 “设计的可持

续性“，”工艺的

传统和未来“，”

多元文化的共生

和发展 “等维度

来深度解析 “可

持续设计”。 



07. CSR 小达人 
垃圾分类成新时尚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去年11月，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市

虹口区市民驿站嘉兴路街道第一分站考察时指出，垃圾分类工作就是

新时尚。他勉励大家把这项工作抓实办好。这两天央广记者周洪正在

嘉兴路街道蹲点采访。 

        如何才能让垃圾分类“麻烦事”变成“分内事”？ 

        垃圾分类新时尚如何蔚然成风？  

转载文章：来自https://www.china5e.com/news/news-1022146-1.html 

        这次记者蹲点的地方是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宇泰景苑小区蹲点。

早上8点钟，当大家都忙着早起上班上学时，小区的居民，每天早

上都要多做一件事，就是跑来扔垃圾。每天早上的7点半到9点半，

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8点钟，都是居民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时间段。 

定时定点投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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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泰景苑小区堆肥花园 ，湿垃圾经过发酵桶发酵以后成为肥料养花 

        城市管理要像绣花针一样精细，做垃圾分类同样也是。居委会、

业委会和志愿者可谓动足了脑筋。对那些乱扔垃圾找不到人的，居

委会干部会通过快递单找到主人，居民嫌弃垃圾桶脏，就换成脚踩

式垃圾桶……点位和时间的选择都是研究过居民出行习惯以后决定

的，所以得到了居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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