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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

一、中钢简介

二、报告特点与简介

三、报告的编制原因

四、报告的影响



一、中钢简介

中钢集团（SINOSTEEL CORPORATION）

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集资源开发、贸易
物流、工程科技、设备制造、专业服务于
一体的大型中央企业，成立于1993年。



年份 1993 1998 1999 2002 2005 2006 2007
中国冶金进出口总公司
中国钢铁炉料总公司
中国冶金钢材加工公司
中国国际钢铁投资公司
中国冶金设备总公司
中国冶金技术公司
冶钢经济技术开发总公司
鞍山热能研究院
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
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
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
天津地质研究院
马鞍山矿山研究院
河北省冶金设计研究院
西安冶金机械有限公司
洛阳耐火材料集团公司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
邢台机械轧辊有限公司
衡阳衡冶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吉林铁和金股份有限公司
吉林新冶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发展历程



战略定位

为钢铁工业和钢铁生产企业提供综合配套、系统集成服务

钢铁原辅料
生产

矿产资源
开发与加工

原辅料贸易 钢铁生产 钢材贸易 钢材加工

设备制造 工程技术服务

物流

招投标 金融服务

节能环保



战略定位

中钢集团是一家为钢铁工业提供系统集成服务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企业

钢铁工业

原料生产、加工
供应

节能环保

辅料生产、加工
供应

研发设计

物流配送

设备生产

工程安装

金融服务

钢材贸易

电子商务

招投标



“这就是典型的生产性服

务业，一定要深入研究，

认真借鉴其中经验。”

战略定位



非主业投资

积极参与地方经济建设

杭州湾大桥

天津响锣湾项目

上海复旦枫林科技园



非主业投资

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
全长36公里。

http://blog.china.alibaba.com/blog/nblaide/article/b0-i2449780.html


中钢组织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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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特点与简介

编制依据：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中钢集团是《指导意见》发布后，第一家首次发布可持续发展报告的中央企业。

中钢集团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是第一份以国资委《指导意见》为编制依据的可持续发展

报告。

报告期：2005~2007年。

报告属性：中钢集团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为基线报告。今后将以年度

报告形式在每年第一季度发布上一年度的可持续发展报告。

参考体系：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G3）



与咨询机构洽谈，沟通

资料收集

2007.12 2008.1

完成初稿

2008.1.23

编制过程

2008.1.31

征求中钢集团意见

第三方意见征求

外部专家评审

发布会

报告印刷

组成编写小组



报告内容

1. 中钢简介
2. 利益相关方
3. 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4. 经济
5. 环境
6. 社会
7. 全球公民
8. 未来展望
9. 附录



利益相关方



可持续发展的三个通常的维度

环境 社会

经济

可持续
发展



可持续发展报告战略

不懈追求卓越管理，
创造、实现和维护经济价值

坚决推进发展创新，
为经济健康稳定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全面保护生态环境，致力于建设
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切实保障安全运营，
建立安全管理和健康保障的长效机制

深入贯彻员工关怀的理念，
在实现员工发展的同时获得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广泛开创和谐共进的局面，积极关注
和回应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支持
社会公益事业，构建和谐社会

持续提升产品服务的价值，与供应商
和客户协作共赢，实现企业竞争力的升级

积极履行全球公民的角色，尊重全球范围的利益相关方，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



3.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战略



3.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与战略



4.经济

4.1 卓越管理
4.1.1 经营业绩

4.1.2 治理结构

4.1.3 管理体系

4.1.4 并购企业管理

4.2 发展创新
4.2.1 战略转型

4.2.2 投资建设基础设施

4.2.3 节能减排与循环经济

4.2.4 自主创新



5.环境

5.1 生态环境
5.1.1 保护环境

5.1.2 清洁能源与可再生能源

5.1.3 矿区保育与治理

5.2 安全运营
5.2.1 安全运营承诺

5.2.2 安全运营措施

5.2.3 职工安全健康

5.2.4 应急管理



6.社会

6.1 和谐共进
6.1.1 社会回应
6.1.2 当地社区
6.1.3 非政府组织
6.1.4 公益事业
6.1.5 工厂搬迁
6.1.6 支持奥运

6.2 员工关怀
6.2.1 员工福利与权益
6.2.2 平等与多元化
6.2.3 员工健康
6.2.4 建设高效工作团队

6.3 产品服务
6.3.1  整体承诺

6.3.2  质量认证体系

6.3.3  客户供应商满意度调查

6.3.4  合作共赢

6.3.5  质量异议

6.3.6  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

6.3.7  产品服务持续改进

6.3.8  运输环节的社会责任问题



7.全球公民

7.1 持续推动当地经济发展

7.2 保护生态环境与文化

7.3 促进社会和谐共进



恰那铁矿项目成为中澳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
中钢集团于1987成功开发恰那铁矿项目。该矿山位于澳大利亚西澳洲皮尔巴拉地区，

矿山投产以来，已成功运行17年。该项目是迄今为止中澳两国最大的工业合营项目之一，
开创了西澳大利亚铁矿发展史上的新时代。2006年澳大利亚GDP增长不到4％，而西澳州
GDP增长达到了10％以上，2007年6月到7月更是达到了14％，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
钢集团这样的中国企业对西澳州经济发展的贡献。

经常有人问我，“西澳州经济的高速发展势头还能持续多久”，我的回答是“中国的

繁荣能持续多久，西澳州经济的繁荣就有多久”。

——澳大利亚西澳州政府工业和资源部副部长史密斯

恰那矿井然有序的施工现场

中钢始终坚持和谐发展的企业品格，赢得了我

们的尊重和信任。

——澳大利亚澳中工商业委员会会长威廉姆斯

案例一



案例二

伴随午尔得矿项目的启动，中澳合作
双方展开了对矿区内珍稀植物和动物的探
查，环保专家对矿区内上万种动植物进行
认真甄别后，给珍稀植物系上黄蓝双色丝
带的保护标识，对珍稀动物则拍下图片示
人，以便今后开矿时加以保护。

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杰克尾巴可以蓄水的澳洲长尾鼠

午尔得矿区的中钢地质工程师杰克是
一位从大学毕业不久的工程师，他在茫茫
荆棘林中工作了8个月，确定植物保护范
围，并以丝带为标志，确定植物的重要
性。



案例三

左图是澳大利亚帕里帕拉地
区一个艺术家布恩丹送给中钢
集团的一幅画，画上是一个袋
鼠，袋鼠身上流淌的都是鲜
血，但画上看不出来这是一个
袋鼠，只是形似。布恩单说：
“袋鼠的灵性生就了铁矿石，
褐红色的矿石把西澳和中国联
系在一起。”

“这个地区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企业的――中钢集团的投资和发展上来，所以这

幅画的红颜色，也牵着当地少数民族――土著人的未来。”
——人民日报《中国企业在海外》系列报道



案例四

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服务莫罗嘎社区过程中，中钢南非铬业公司还为当地足球队
购买了成套足球用具。

在当地的马普托高级中学，
设施简陋，为了改善孩子们的学
习环境，中钢ASA公司为学校捐
献桌椅、修理校舍、建设花园、
供应做饭的木柴，还投资建设了
学生厕所，并建了学校饮用水供
应系统等。从2005年开始，中钢
每年都从大城市聘请优秀教师到
这里讲课，这使得学校的升学率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从14％提高
到了65％。

“把心留在莫罗嘎社区” 是中钢南非铬业公司企业文化的重要部分



案例五

“是中钢，让印度艺术家在北京踏响了和谐之音……”
——印度文化交流局副局长克可



发布会全景照



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国有致辞

要成为伟大的企业，
我认为至少有三个条件：第
一，要赚钱，要发展。不赚钱
不发展，同行不服气。第二，
要有社会责任，要推进社会和
谐发展。只关心企业赚钱，不
关心企业以外的环境健康，民
众不尊敬。第三，要用企业的
使命和行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
的变革，为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作出中国企业的贡献，成为中
华民族引以自豪的机构。

中钢集团今天的可持续报告向世界宣告：要秉承“合作、友谊、双赢、发展”的理
念，致力于推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成为依法经营、诚实守信的表率、
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表率、以人为本、创建和谐企业的表率、并力求成为国家的经济栋
梁和全社会企业的榜样。这是中钢集团在可持续发展中向伟大企业迈进的开端。



第三方意见宣读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王立彦教授发表第三方意见



第三方意见宣读

中企协副理事长、联合国全球契约理事会理事陈英发表第
三方意见



黄天文总裁代表集团向中国红十字总会捐助善款



三、编制报告的原因

外部原因

“可持续发展” 、“企业社会责任” 的大环境（国家和企业）

机构的推动
环保总局宣教中心

中企联

北京大学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2008年1月）



三、编制报告的原因
外部原因

跨国公司及其他中央企业的示范作用
福特、东芝、通用、西门子、BP、花旗等。

中石油、中化、宝钢、招行等（截至2007年10月国内发布的企业超过50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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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制报告的原因

内部原因

中钢集团快速发展的必然反思及社会响应

中钢集团企业形象的要求



四、报告的影响

发布会本身的影响
媒体报道

中钢捐款百万救助受灾群众
--2008年1月3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张意轩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今天在北京发布了其首份可持续发展报告—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2005-2007）》。

在报告发布仪式上，中钢集团向中国红十字会捐款100万元，用

以帮助近期雪灾中的受灾群众，中国红十字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

迄今为止总会收到的数额最大的一笔雪灾救助款。



四、报告的影响

企业形象的提升

客户、供应商

企业发展战略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企业发展战略



四、报告的影响

沟通交流
五矿集团、中石油、中化集团等

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组织

收集反馈信息

加入全球契约的基本条件



思考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困境
侵用国有资产？

解决方法

《企业所得税法》（2008年1月1日），企业公益性捐赠支出纳税扣除额
度由原来的3%提高到了12%.

《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
（十五）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社区建设，鼓励职工志愿服务社会。
热心参与慈善、捐助等社会公益事业，关心支持教育、文化、卫生等公共福
利事业。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的情况下，积极提供财力、物力和
人力等方面的支持和援助。



思考

与国际标准和跨国公司还存在一定差距
管理方法

编制方法、报告内容

解决办法
国际公民大会

加入全球契约

理论研究与合作

人才需求



联系方式：

中钢集团企业发展部 徐鹏
Mobile phone: 86-1381-027-9193
Fixed phone (office): 86-10-6268-9683
Email: xup@sinosteel.com

谢谢

欢迎大家来中钢集团参观访问

mailto:xup@sinoste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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