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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為LOTES集團大陸廠區2019年度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報告書。我們期望本報告書能呈現
出LOTES集團對於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的相關策略、措施、績效，讓關心我們的利害關係人（投
資人、客戶、員工同仁、供應商、所在社區、當地政府），對LOTES有更多的瞭解。 
 
編寫原則 
主要就綠色產品、人權、勞工、環安衛、道德規範等資料與議題，進行揭露與透明化。 
 
報告邊界與範圍 
本報告資料以2019年為主，部份兼含過去2-3年以來資訊做為比較。邊界與範圍包括以下大陸廠
區公司： 
•  廣州廠區 -番禺得意精密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  蘇州廠區 -得意精密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數據資料來源 
本資料來源于大陸廣州廠區與蘇州廠區之管理部、品保部、RBA小組等負責單位。 
  
報告發佈資訊 
本報告以繁體中文撰寫，並按環境保護原則以電子媒介發佈於公司網站http://www.lotes.cc“社
會責任”部分。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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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簡介 

• LOTES發展沿革 

• LOTES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政策承諾 

一、LOTES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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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發展沿革 
 

       嘉澤端子股份有限公司(LOTES)在1986年成立于台灣基隆市，並在2007年正式在台灣上市，專

門從事設計和製造連接器、CPU插座，為筆記本電腦、個人PC、手機、移動電子設備等提供解決方
案。LOTES產品以及LOTES品牌已廣泛地應用於亞洲和全球市場。 

 

一、LOTES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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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ES堅信持續不斷的研發和不斷的改進，並每年投入了大量的資金用於研發和改進。這就
讓LOTES在美國、德國、日本、中國以及台灣成功註冊了超過2000項專利。 
  
        持續的業務增長促使LOTES於1993年1月在廣州成立番禺得意精密電子工業有限公司，2003
年8月在蘇州成立得意精密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在未來幾年LOTES立志成為最可靠的戰略合作夥伴，也將會是值得客戶依靠並且不斷創新研
發和改進的合作夥伴。LOTES最佳質量、最快速服務的企業文化旨在為全球客戶在全世界成立製
造中心，從而成為一個全球的科技公司。 
  
LOTES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政策承諾 
        由於人權、環安衛、環保、節能減碳已成為企業保護員工、保護綠色地球的最重要工作，
LOTES會維持遵守各生產地點法律法規保護員工，同時在研發與生產過程以低碳節能的方式，不
斷創新開發。 
除此之外，由於社會變遷、貧富差異不斷存在，公司持續公益與慈善活動的投入、協助弱勢團體，
竭盡所能去回饋社會，善盡社會責任。 
  
LOTES承諾如下： 
遵循企業社會責任 
LOTES承諾：遵守國家勞工、健康、安全、環境、職業道德及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持續改善工
作條件和員工福利，確保其持續改善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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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申明： 
1. 尊重員工自由，禁止使用童工，禁止使用被強迫、抵押、受束縛（包括債務束縛）和非自

願或剝削性質的監獄勞工，不奴役或販賣勞工，包括不以威脅、暴力、脅迫、誘拐或勞工
及服務欺詐等手段運輸、窩藏、招聘、轉移或接收人員。同時，不接受任何有該類行為的
供應商，外包商或分包商。 

2. 合理安排生產排程，合理安排員工的工作時間和休息時間。 
3. 提供合理的工資福利，至少滿足員工的基本需要及當地法規標準。 
4. 尊重員工的基本人權，禁止任何形式的騷擾、侮辱人格的行為。 
5. 提供平等和公平的工作環境，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視行為。 
6. 推動勞資合作，尊重員工的結社自由和集體談判權。 
7. 提供安全衛生的工作和生活條件，確保員工的安全和健康。 
8. 奉守環保法規要求。 
9. 遵守道德與法律規範從事事業經營。 
  
不使用沖突礦產 
剛果民主共和國或周邊國家/地區的錫石、黑鎢、鈳鉭鐵礦和黃金稀有金屬由於開採過程中產生
嚴重的人權與環境問題，被稱為“沖突礦產”，因這些金屬可能用在資訊和通信技術等電子產
品上，得意電子（LOTES）秉持善盡企業社會責任的理念，已將禁用“沖突礦產”納入採購相
關要求作管制，並對供應商提供的原材和產品進行調查，積極與客戶和供應商一起行動，要求
供應商承諾及回簽不使用沖突礦產聯絡函及無沖突礦產調查表（調查表必須追溯到冶煉廠商的
名稱），確保零部件&產品不會直接或間接來源于剛果民主共和國或周邊國家/地區中嚴重侵犯
人權的武裝組織。 
  
規範遵循 
致力去遵守RBA（Responsible Business Alliance）標準。 
遵守相關國際條例、國家和地區相關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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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企業 
綠色供應 
 

• 綠色設計 

• 綠色供應 

• 綠色生產 

二、綠色企業，綠色供應 
 

8/62 



       LOTES自2003年開始導入無鉛制程，隨後導入RoHS 1.0環保指令，所有產品、物料、制程均符

合綠色環保標準。爲實現系統環保管理控制，2008年LOTES導入並獲得SGS認證的IECQ-
HSPM(QC080000)體系證書，已與2013年導入歐盟RoHS 2.0環保指令。LOTES積極參與SGS、CTI
等大型機構開展的環保研討會，關注國家國際有害物質環保法律法規變化和發展，在有害物質過程
管理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 

 

二、綠色企業，綠色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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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的產品均經過電子化的綠色產品管理之
評估作業系統，綠色環保概念貫穿整個設計開
發過程：設計開發策劃(客戶環保要求)→輸入
→輸出→評審→驗證→確認→變更，每個過程
均經過內或外部資格機構進行XRF、ICP、
GC-MS檢驗試驗設計，使之符合國家國際環
保法規要求。制定<<環境管制物質管理規範
GSQS-BF-DQ-0032>>所有產品均需符合這
個規範標準並一直關注環保焦點： 

 

綠色設計 

 



        電子電氣設備中限制使用某些有害物質的指令(2011/65/EU)即RoHS 2.0指令：LOTES所有
產品均100%符合有害物質標準限值，無任何因環保超標而召回的產品，對即將到期的豁免期
限，與供應商一起進行計劃和尋找替代料。LOTES限制物質標準如下： 
 
 

  
 

限制物質（RoHS 2.0） 國際標準極限值 LOTES標準 

鉛 Lead  ≦ 0.1 %(1000ppm) 特殊要求 

鎘 Cadmium  ≦ 0.01 %(100ppm) 特殊要求 

汞 Mercury  ≦ 0.1 %(1000ppm) 禁用 

六價鉻Hexavalent Chromium  ≦ 0.1 %(1000ppm) 禁用 

多溴聯苯 PBBs ≦ 0.1 %(1000ppm) 禁用 

多溴聯苯醚 PBDEs ≦ 0.1 %(1000ppm) 禁用 

鄰苯二甲酸二酯(DEHP) ≦ 0.1 %(1000ppm) 

BBP+ DEHP+ DBP<1000 ppm 鄰苯二甲酸甲苯基丁酯(BBP) ≦ 0.1 %(1000ppm) 

鄰苯二甲酸二丁酯(DBP) ≦ 0.1 %(1000ppm) 

鄰苯二甲酸二異丁酯(DIBP) ≦ 0.1 %(1000ppm) 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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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學物質註冊、評估、授權和管制法規No.1907/2006/EC (Evaluation, Authorisation and 
Restriction of Chemicals，REACH)即REACH 法規：為符合REACH法規要求，LOTES在設計開
發階段即對所有供應商提供的產品、材料進行高關注物質(Substances of Very High Concern, 
SVHC)調查，合作夥伴必須提供消費者關於產品中所含SVHC之相關資訊，是否大於0.1％(w/w)；
歐盟化學品管理局ECHA已公佈的197項SVHC物質，LOTES要求所有供應商進行相關資訊的揭露，
同時將法規附件14和17中的物質納入環保管理禁止使用，鼓勵供應商少使用和不使用該類物質
以期達到保護人類生存之環境和減少對環境的危害。 
 
         鄰苯二甲酸酯類的管控：該類物質在人體和動物體內發揮著類似雌性激素的作用，幹擾內分
泌，也爲了減少對地球環境和人體健康的危害，LOTES在設計開發階段已開始對新“4P”進行減
量和管控： 
 

鄰苯二甲酸酯類物質 管控值 

DnPP ：鄰苯二甲酸二正戊酯 禁止使用 

DnOP ：鄰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禁止使用 

DINP ：鄰苯二甲酸二異壬酯 禁止使用 

DIDP ：鄰苯二甲酸二異癸酯 禁止使用 

HBCDD : 六溴環十二烷      禁止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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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推進無鹵化：從氟利昂到持久有機污染物，從PVC到溴化阻燃劑，有機鹵素化合物對人體和

自然生態環境的危害越來越嚴重，自歐盟的RoHS1.0 指令(2002/95/EC)對溴系阻燃劑 (PBBs、

PBDEs) 列入控管；POPs指令；REACH法規等都對鹵素有限制。LOTES爲了適應國際無鹵化趨勢，

將Br、Cl納入管控。目前LOTES超過50%的產品已符合HF要求並在持續推進無鹵化。 

鹵素(Halogen-Free) 管控值 

Bromine (Br) from BFRs ≦ 0.07 %(700ppm) 

Chlorine (Cl) from CFRs or PVC or PVC 
copolymer 

≦ 0.07 %(700ppm) 

Bromine (Br) and Chlorine (Cl) from above ≦ 0.09 %(900ppm) 

其它環保狀態：LOTES作為全世界著名連接器生產商之一，除了符合RoHS、HF、WEEE等環保

標準外，整個生產過程和產品設計中均採用無輻射性、無破壞臭氧層危害的工藝和方案，為人類

社會環境貢獻一份微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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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供應 

二、綠色企業，綠色供應 
 

LOTES發展壯大的同時加強自身的企業社會責任感，逐步攜手供應商致力於建立有社會責任感的綠
色供應鏈系統： 
  
社會責任推進：LOTES於2010年12月建立RBA體系，並要求供應商遵守有關童工、強制勞動、結
社自由、勞動時間、健康安全、環境等人權和勞工標准方面的規定，每年召開供應商大會進行宣導
和要求： 
 
         2013-2019年召開供應商大會或培訓會，宣導RBA方針 
政策和其它要求 
         2013-2019年分別跟多家供應商簽訂了LOTES的 
＜＜供應商社會及環境責任承諾書＞＞，供應商承諾遵守RBA 
行為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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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採購管理：LOTES於2008年通過IECQ-HSPM（QC080000體系認證），為適應國際環保要
求，LOTES向下游供應商推進綠色采購要求： 
 
2003年要求供應商導入無鉛制程和RoHS 1.0指令，所有供應商全面導入RoHS環保，至2018年
綠色供應商達到296家，同時滿足SONY G.P綠色環保要求；2019年绿色供应商达到299家。 

 
 



LOTES對所有物料按環保屬性不同進行不同的編碼，K表示RoHS；P表示HF；阿拉伯數字表
示SONY G.P，根據不同屬性對供應商進行不同級別的環保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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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GPM綠色產品電子化管理系統對供應商不同料號級別的環保進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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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評估段、進料段、制程段、成品段進行綠色環保監控，保證環保管控完整性； 
無沖突礦產管理：為尊重人權、保護自然環境，LOTES在沖突礦產方面進行多方位的管理： 
2011年制訂不使用沖突礦產申明並於2012年在LOTES官方網站公佈 
2011年供應商大會，進行沖突礦產知識培訓並宣導LOTES不使用沖突礦產申明 
2012年對58家相關供應商進行沖突礦產調查及簽訂不使用沖突礦產宣告書，完成率100%，本次調查
結果未發現使用沖突礦產的供應商 

 • 2013年完成所有涉及沖突礦產供應商 
  的調查 
• 2014年完成所有涉及沖突礦產供應商 
  的調查 
• 2015年持續完成新版所有涉及沖突礦 
   產供應商的調查 
• 2016年持續完成新版所有涉及沖突礦 
   產供應商的調查 
• 2017年持續完成新版所有涉及沖突礦 
   產供應商的調查 
• 2018年持續完成新版所有涉及沖突礦 
   產供應商的調查 
• 2019年持續完成新版所有涉及沖突礦 
   產供應商的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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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應商管理模式：適應客戶需求及結合本身實際情況，LOTES供應商管理模式：供應商
文件資料、實地評審、資格審定；定期評審績效、年度審核召開供應商年度大會，進行
相關法律法規、社會責任、環保指令等的培訓和宣導隨時介入調查和簽訂承諾書的靈活
方式，可及時適應客戶和國際環保、法律法規新要求和發展趨勢。 



二、綠色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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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整個生產工藝融入QC080000的有害物質過程管理的理念： 
  
LOTES整個生產和工藝全部採用環保方式，無任何化學添加劑。生產各工序環保區域、標記完
善，RoHS和HF努力做到專線專用和完整的清線機制； 
完善的環保監督機制：料件評估、IQC進料、IPQC制程、OQC出貨設置品保抽檢方式，保證
所有材料符合各類環保標準要求； 
齊全的環保監測儀器，實驗室通過CNAS ISO17025體系認證，有XRF、ICP、GC-MS環保測
試儀器並保持與協力廠商檢測機構如SGS、CTI等互動提升自身的技術水準。 
  
LOTES從體系認證、設計開發、供應商管理、生產工藝等方面比較完善的保證了原材料、生產
工藝、最終成品的綠色環保，LOTES將繼續致力於建立有社會責任感的綠色管理系統為人類自
然環境和人體健康貢獻綿薄之力。 

  

  

 



員工 

• 員工政策 

• 員工概況 

• 員工薪資與福利 

• 員工溝通及權益保障 

• 員工培訓與教育 

三、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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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員工 
 

LOTES集團承諾積極遵守當地人權與勞工權益法規、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及客戶所要求遵
守事項，並制訂相關之管理體系與政策以確保承諾之落實。除透過公告、活動、文宣、會議等形
式向員工說明公司政策與立場，亦於新進員工訓練及在職員工培訓等不同管道，向員工宣導人權
保護與勞工權益之重要性與相關訊息。 
  
本集團對於人權及勞工權益承諾以下政策：尊重員工 和諧共處 公平公正 誠信經營。 
2019年我司100%遵守以下政策要求，無違規記錄。 

 

員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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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概況 

 
截至2019年12月31日為止，我司總用工人數為5936人，主要用工方式包括正式員工、外籍人員、
退休返聘人員等三部份。 
總體人員組成相當年輕，男平均年齡均為32歲，女平均年齡均為33歲。人員比例部份，直接人員
男女比例為0.47:1，間接人員男女比例則為2.15:1。 
學歷部份，間接人員主要為大專、本科；直接人員部分主要為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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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薪資與福利 
 

 LOTES集團每年針對相關行業相關崗位進行薪資比較，以優於當地法令的最低薪資制定具有行業
競爭力的薪酬制度。除了每月的固定薪資外，另設立各類獎金與激勵措施，例如：改善提案獎勵、
超產激勵獎金、員工的努力及時給予認可，透過及時的與員工分享成果，以達到員工、公司、股
東三贏之局面。 
 
 LOTES集團薪酬政策依據下列原則制定： 
• 員工的薪資，不因性別而有任何的差異 
•掌握並遵守當地薪酬等相關法令與政策 
•依人力市場供求及產品獲利來制定公司最低薪資標准及年度調薪%，以期在人力供給上具有一定 
  的市場競爭優勢 
•依專業功能之市場價值以及依員工所擔當的職責產生的貢獻為基礎，結合績效考核，以期達到激 
  勵員工之效果 
LOTES集團福利政策依各廠區營利狀況、廠區運用狀況，員工福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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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終獎金、紅利獎金 
 節日禮品 
 生日會及生日禮品  
 員工旅遊 
 子弟獎學金 
 急難救助金 
 住房/購房資助金 
 卓越貢獻獎 
 員工子女助學行動（捐資助學、積分入學） 
 各類有薪假期(婚假/喪假/產假/陪護假/哺乳假/工傷假/病假) 
 部門聯誼活動費用補助(職工福利費) 
 春節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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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節活動 插花活動 

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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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獎學金 春節晚會 

員工旅遊 



文娛活動與社團(騎行社/釣魚社/足球社/籃球社/學習社/心裡社) 

 
         LOTES集團尊重員工自由結社之基本權利，不因種族、性別、國籍、宗教、政治立
場或隸屬工會而有任何形式或實質的差別待遇，支持及鼓勵員工自組成立不同性質的休閑
社團，並提撥一定社團經費，以推動社團活動有效展開，從而營造良好的勞資氛圍。 

 

拔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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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行比賽 

 

羽毛球比賽 



26/62 釣魚比賽 
 

籃球比賽 

 



登

山

比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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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活動 



三、員工 
 

員工溝通及權益保障 
 

        LOTES集團秉持尊重員工工作尊嚴、提升公司整體競爭力的精神，建立多方面之勞資溝通
管道，傾聽並回覆員工聲音。經由直接與主管對談、由工會溝通、設置專屬申訴專線，員工可
以通過電話、郵件、信件、面談等管道，隨時提供意見或建議。 
  
        每月公開發行之《得意廠報》，也會就員工所關注問題進行刊載，同時經由員工投稿千餘
篇廠區要事、詩、文章等各類文稿，也為員工提供了發揮才華、抒發情感之平臺。 
  
        廣州與蘇州廠區2019年全年度通過“老李熱線”以及“老丁熱線”溝通、協調案件45件，
處理比率100%。 

 

食宿、交通, 12

薪酬、福利, 10

其他, 9

後勤服務, 4

生產、管理, 3

社保、公積金, 3

離職、請假, 2

招聘, 1
文娛活動, 1

食宿、交通
薪酬、福利
其他
後勤服務
生產、管理
社保、公積金
離職、請假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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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員工培訓與教育 
 
          對LOTES集團而言，公司永續經營的關鍵在於員工的不斷成長，員工是得意最重要的資產
而教育訓練是確保人力資本得以持續增值的重要方法，因此員工培訓與發展作為得意重視的課
程之一被公司高層所關注。 
 
         LOTES集團學習發展仍是以在職訓練為基礎，新進人員訓練、專業別訓練、階層別訓練及
個人發展等四大部分為主軸，配合公司年度目標及產品發展之需求，以及部門目標管理卡，來
建立與完善教育訓練體系、架構。 
 
         LOTES的任職資格採用雙向晉升管道，與崗位需求相結合，使潛心鑽研技術、有技術特長
的員工通過自己的努力順利成長為某個業務領域的專家，使有管理能力和管理潛質的員工順利
成長為管理者，為員工的職業成長提供了廣闊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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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廠區2019年度培訓時數與人數對照如下： 廣州廠區2019年度培訓時數與人數對照如下： 

 



2019年部分專案培訓： 

  
  
 

心質提升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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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員工溝通培訓 

 



環安衛 
節能減排 
緊急應變 

•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 LOTES綠色環境認證 

• 環保安全各項守法證明 

• 環保安全投入 

• 工作場所安全管理與工傷預防 

• 職業衛生、飯堂、宿舍管理 

• 環保污染源管控 

• 廢棄物分類與處理 

• 溫室氣體與碳揭露 

• 節能管理 

• 緊急應變 

四、環安衛、節能減排、緊急應變 
 
 

31/62 



四、環安衛、節能減排、緊急應變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 
 
          LOTES集團承諾積極遵守生產當地環境、安全、衛生法規、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RBA)、
客戶所要求遵守事項，並制訂相關之環安衛管理體系與政策以確保承諾之落實。本公司除透過公
告、活動、文宣、會議等形式向員工說明公司政策與立場，亦於新進員工訓練及在職員工培訓等
不同管道，向員工宣導環境、安全、衛生之重要性與相關訊息。 
 
環境、安全、衛生政策說明如下： 
 對於公司各種活動可能產生之污染源，進行有效的控制與管理，作好污染防治並定期監督量測 
確保最新環保法規作為公司各種活動之依據，遵守並符合政府之環保、法令規章及其它要求，提
供最新環保產品於客戶與市場 
 
對可能有危害之風險全面管理。重視職業健康安全、預防意外事故、加強緊急應變，創造一個職
業零災害之安全工作環境 
定期檢討審查缺失及更新其目標，並運用PDCA管理循環進行持續不斷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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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綠色環境認證 

 
為了遵循【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需求】的永續發展道路，LOTES廣州廠積極投
入全球環境保護計劃，例如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GP綠色產品認
證等。綠色步伐如下： 
  
2003年 導入環境系統管制聯盟ROSH六大有害物質 
2004年 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2006年 通過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認證 
2008年 通過IECQ-QC080000有害物質管理體系認證 
2010年 獲得Sony GP認證 
2018年 廣州廠區通過年度ISO14001,OHSAS18001體系監督審查，完成ISO9001：2015版的換
版認證, 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管理體系查證 
2019年 廣州廠區通過年度ISO14001,OHSAS18001體系監督審查，完成ISO9001：2015版的监
督审查, 通過ISO14064-1溫室氣體管理體系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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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綠色環境認證 
 
為了遵循【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子孫需求】的永續發展道路，LOTES蘇州廠積極投入
全球環境保護計劃，例如溫室氣體盤查與減量、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GP綠色產品認證等。
綠色步伐如下： 
 

2003年 蘇州廠區導入環境系統管制聯盟ROSH六大有害物質 
2005年蘇州廠區通過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 
2009年蘇州廠區通過IECQ-QC080000有害物質管理體系認證 
2010年蘇州廠區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2012年蘇州廠區通過OHSAS18001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體系認證 
2017年蘇州廠區通過ISO450012017版的換版認證 
2017年蘇州廠區完成ISO9001：2015版的換版認證 
2017年蘇州廠區完成ISO14001：2015版的換版認證 
2018年蘇州廠區完成QC080000：2017版的換版認證 
2018年蘇州廠區完成IATF16949汽車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2018年蘇州廠區完成ISO13485醫療器械管理體系認證 



遵守環保安全各項要求 
 
 
公司遵守國家和地方環保要求，新增廠區或工藝發生變化依規向當地政府部門報備，主動申請環
保各項合法手續後方進行投產，承諾盡量降低對環境的影響及盡力保護環境出一份力！ 
2019年完成广州得意黄阁厂区三期环评和验收手续 
2019年完成广州得意板头厂区的排水许可 
2019年完成广州得意东井厂区VOCS“一企一策”验收 
2019年完成广州得意板头厂区的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2019年完成广州四厂区国家排污许可证 
2019年完成苏州厂区国家排污许可证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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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安全投入 

LOTES每年在生活安全、污水、廢氣、廢棄物、职业健康等各項安全环保管理事务投入費用逐年
增加，希望能尽量提升安全意识，减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事件的发生。 

 



清潔生產專項投入 
 

公司建廠之初就建立了較為完善的管理制度，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前提下，公司一直通過節
能降耗、優化工藝、培訓員工等措施積極參與環保行動，宣導資源節約、污染預防、持續改善，
以實現企業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公司已有的相關管理制度詳見下表。 
 

 
序號 內容 已有的相關管理制度 執行部門 

1 品質管制 
《不合格品控制程式》、《重工品管理辦法》、 

《檢驗作業辦法》 

品質部 

2 原輔材料管理 

《環境管制物質管理規範》、 

《來料檢驗作業辦法》、《環境管制物質測試辦法》、《物料追溯作業辦

法》 

管理部 

3 用水管理 《總務工作規範》、《飲用水管理辦法》 管理部 

4 用能管理 《能源管理辦法》 管理部 

5 設備設施管理 
《機器設備控制程式》、《消防設施設備維護保養作業辦法》、《防雷設

施管理辦法》、《電梯使用規範》 
管理部 

6 環保安全管理 

《環安衛工作管理辦法》、《廢氣處理與監控管理辦法》、《廢水處理與

監控管理辦法》、《雨污水管理辦法》、《員工健康安全管理辦法》、

《廢棄物管理辦法》、《職業健康體檢管理辦法》、《化學品管理辦法》、

《勞保及防護用品管理辦法》、《員工工傷管理辦法》等 

管理部 

公司清潔生產管理方面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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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動簡易流程清潔生產審核工作，公司設置清潔生產目標，作為各部門實施清潔生產的動力方
向，設置清潔生產目標主要以節能、降耗、減汙、增效為主。      
在安全方面LOTES不斷投入重視，2019年針對廣州和蘇州廠區，輔助LOTES蘇州廠區進行工業企
業安全生產標準化，致力於推動新的安全責任制度，規章制度的落實，通過此次標準化工作，在
企業內部形成良好的安全管理氛圍，提高了員工的安全意識，安全管理水平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蘇州廠區2019年取得安全生產標準化二級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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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安全管理與工傷預防 
 
 LOTES集團堅信：品質是企業生存的關鍵，安全是提升效益的前提，安全比任何東西都重要。 
各廠區非常重視現場安全管理，嚴格依據國家相關體系要求配置現場安全設施，定期對其進行檢
查和維護，從現場推行6S、設備自主保養、安全設施的建設、安全標識的維護、員工勞保用品的
投入，都有嚴格的規定，確保現場的秩序和設備運作的穩定性。除注重效益外，專門投入資金對
員工工傷和職業病防範，做大量的工藝和生產安全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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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組織方面，廣州和蘇州廠區均設有安全主任管理委員會(由40多名的安全主任和公司管理部
門主管組成)，公司的總經理是公司的安全管理第一負責人，各車間安全主任是所屬車間的安全
管理第一負責人。從總經理帶頭開始，這些安全主任與管理部門主管，日常對車間的安全工作
進行指導和監督，同時負責所屬區域的各項安全工作的規劃和實施。為支援安全管理組織的正
常運作，公司每月定期舉行安全例會、不定期舉辦各類安全知識競賽和安全活動、安全宣傳等，
以促進安全管理體系建設和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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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環安衛、節能減排、緊急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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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衛生 
 
 
 

為更好地保障員工職業健康，預防職業病，傳染性疾病事件的發生，公司一直嚴格按照國家有關職
業病防治的法律法規落實工作，做到人人都能明確職業病防治的責任與權利，並各負其責，很好的
保障員工在勞動過程中的健康與安全。 
集團每年均請外部機構對公司的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例如飲用水源等)進行定期檢測，確保符合國
家標準，此外，有職業風險的崗位的新入職員工、在職員工、離職員工進行職業健康體檢，確保員
工身體健康。 
對職業健康體檢工作嚴格實施和管理，同時為員工配備相應的個人防護用具： 
一般勞動防護用品：適用於從事公司內一般生產勞動所配備的防護用品。包括工作服、防寒服、雨
衣、防水靴、工作鞋、防護眼鏡、工作帽、手套、口罩、毛巾、肥皂等； 
特殊勞動防護用品：從事特種作業或在特殊環境作業所配備的防護用品。包括氣焊護目鏡、絕緣手
套絕緣鞋、電焊面罩、電焊手套、安全帽、安全帶、救生衣、防塵口罩、防毒面具等。 
除每年定期對員工職業健康檢查以外，還和當地醫療機構合作，在工廠不定期對員工進行平常健康
檢查，並發放一些實用的健康宣傳手冊，進行廣泛的健康知識宣傳和健康諮詢服務，體現了公司對
員工健康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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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堂、宿舍管理 
 
 
 
 

食堂工作是一項看似簡單、平凡卻又關係著每一位職工切身建康的工作，在員工越來越關注飲食健
康的今天，公司更不遺餘力地加大投入，為同仁打造安全舒適的就餐環境。 
在菜式上，飯堂免費供應的多種口味伙食，滿足不同省份口味的需求。飯堂每週還會推出一些特別
的菜式或者加菜、加時令水果等供員工品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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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衛生管理方面，建立健全衛生制度、
防止疾病傳染和食物中毒。確保食物
從來源、存儲、加工等環節都是安全
與合規的。 

LOTES致力於給全體員工提供一個安全、衛生、舒適的住宿環境，使得員工感受到像自己的家
一般溫馨。 

 

宿舍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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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娱乐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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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污染源管控 
 
 
 
 
 

集團公司主要環境影響為生活廢水，廢氣，工業固體廢棄物和部分生活垃圾、噪音、溫室氣體
等。在“預防污染，保護環境”的環境方指導之下，我們承諾“減少空氣，水之污染及廢棄物
產生，降低環境衝擊”。生活污水經處理後接駁到市政管網，經當地污水處理廠達標後才排入
外部環境水體；危險廢物集中收集，與環保局認可的有資質的危廢處理單位統一處理；經監測，
生產廢氣所排放之污染物水準，也遠低於國家和地方允許的排放標準，對環境影響極少。 
 

（一）污水處理 
廣州廠區製程過程中不需用到水，故無工業廢水向外排放，廢水來源產生主要由員工生活和廚
房污水，對環境影響相對較少。為符合當地排放標準，廚房污水先經過油水分離處理後並同一
般生活污水進行前處理，定期對所有排放污水進行監測，確保達到排入污水處理廠的水質要求。 

 

生活廢水 

廚房廢水 

納入市政污水處理廠 

三級簡單處理 

三級簡單處理 



蘇州廠區製程過程中無生產廢水排放，廢水主要來源於員工生活和廚房污水，對環境影響相對較
少。為達到當地太湖流域環保標準，蘇州廠在建生活污水預處理設施，使用AAO工藝將生活污水
處理達到當地污水處理廠排水標準後接入市政污水管道，再由當地污水處理廠最終處理。 

（二）廢氣污染防治 
廣州廠區主要空氣污染為廚房油煙，注塑過程產生的非甲烷總烴，以及金屬加工研磨過程中的粉
塵。所有上述產生的污染廢氣均有經過處理，方可排放到大氣中，同時定期每年委託資質單位監
測一次，確保監測結果符合國家和地方排放的各項標準。 
蘇州廠區主要空氣污染物為廚房油煙，注塑過程產生的非甲烷總烴，以及加工金屬研磨過程中歐
的粉塵。所有上述產生的污染廢氣均有經過處理，方可排放到大氣中，同時定期每年委託資質單
位監測一次，確保監測結果符合國家和地方排放的各項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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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噪音管制 

廠區依照當地環保標準為第二類噪音管制區，需符合2類噪音排放標準，參考《GB 12348-2008工業
企業廠界環境雜訊排放標準》，對外無顯著噪音污染源，主要為車間沖床和組裝線設備產生的噪音，
但由於我司早期已投入措施包括安裝隔音房，以及車間佈局合理，廠區周圍是空地等因素，所以對
當地環境噪音影響極少，不會受到周邊居民投訴。 

 



蘇州廠區生活污水由漕湖污水廠接管排放，並簽有污水排放協議 
危險廢物集中收集，與環保局認可的有資質的危廢處理單位統一處理 
針對生活殘餘分為有油鹽與無油鹽類。有油鹽類由有資質廠商統一回收處理；無油鹽類加菌做堆
肥，淨化環境。 
  

 

 

 

廢棄物分類與處理 
LOTES對車間現場產生的垃圾進行有害垃圾、無害垃圾的分類存放，收集，處理。生產產生的廢
電子元件/配件，廢塑膠料，廢銅材，紙皮等均由有資質回收廠商處理回收；生活垃圾統一由市政
環衛所處理；生產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有害廢棄物，嚴格委託當地資質廠商進行無害化處理，確保
合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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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廢棄物處理過程： 

 

危廢裝運(公司內) 
 

清運前(離開公司) 檢查 

 
過磅 

 

入庫清單 

 
準備卸貨（合格處理供應商） 

 
卸貨過程 

 



溫室氣體與碳揭露 

 
溫室氣體政策聲明：承諾管控運營控制區域內的能源消耗，及持續、定期進行溫室氣體排放盤查，
並依據盤查結果積極制定有效溫室氣體減排計畫、措施和活動，以降低因溫室氣體排放對地球暖
化所造成的環境及氣候影響，致力實踐節約能資源，保護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環保理念，完成企
業應盡的社會責任 
 
溫室氣體年度內部查證：溫室氣體盤查結果每年至少進行內部查證一次，如有新的盤查清冊和盤
查報告書編制，則需要對編制過程和結果進行內部查證。溫室氣體報告書需先經由內部（第一者）
查證並修正報高階主管審批後，方可正式發行 
溫室氣體年度外部查證：必要時可進行第二者（客戶）或經由第三者（協力廠商公證機構）進行
查證，並根據查證的結果提供查證聲明。 

  
 2019年廣州廠區溫室氣體排放範疇及排放量 

範疇 範疇1 範疇2 範疇3 總計

排放量 (t co2e) /年 1,629.3688 43,030.4350 44,659.8038

百分比 3.65% 96.35% 100.00%

未納入此次盤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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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管理 
 
LOTES積極推進節能減排，期望通過本公司的管理，節約能源資源，維護全球生態環境的可持續
發展。 
 
蘇州廠區於2016-2017年期間對一期廠房和宿舍進行節能減排改造（樓頂光伏發電項目），
2018年對二期廠房進行改造。總裝機容量約為730KW，2017年年發電量約35萬度，2018年發
電量約64萬度，2019年發電量約91萬度，產生了巨大的收益；同時其電費可以實現0.88折扣補
償，2019年總電費節省了9.8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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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形收益 
 
光伏發電綠色低碳：無雜訊、無污染，能夠減少煤發電產生的霧霾、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碳粉
塵、氮氧化合物排放量，輕鬆享受綠色低碳生活，保護地球家園，有利於中國快速達到節能減排
目標。 
  
安裝分散式光伏發電，不但能提高公司低碳環保的形象，而且每年能吸引大量的政府、企業、院
校等人員考察，帶來巨大的潛在商務需求，對促進企業形象建設，品牌建設，都具有非常積極的
意義。符合國家政策要求，是有利於保護環境的清潔能源專案，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地的電力短缺，
對促進社會可持續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同時能夠緩解國內能源供應壓力，節約能源，推進新能
源產業的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 
 
 
緊急應變 
  
為應對突發事件，避免可能造成嚴重人員傷害或財產損失的風險，LOTES廣州廠區與蘇州廠區均
對評估風險較高之突發事件，制定相關的應急預案，以確保能採取及時有效之措施加以控制或處
置，目前各廠區均已成熟運作之應急預案包括有消防應急預案，化學品洩漏應急預案，防颱風
(水災)應急預案，中毒急救預案等。在應變機制上，強化應變措施的基本認知，提升整體應變反
映能力，達成災害預防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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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定期對各個單位進行急救知識培訓，委託外部機構進行權威培訓。 

（一）急救人員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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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員培訓現場1 急救員培訓現場2 

急救員合格證 



火災為重點管控之風險，並不斷致力於“預防為主，防消結合”的消防管理理念，每位員工到職
時均需接受消防安全的培訓，每年並至少參與一次以上的消防逃生演練，對象包括日夜班全體員
工，各自組織架構小組人員各盡其職，依照逃生路線，疏散到指定安全位置。年度內除定期組織
緊急應變小組人員進行專業的訓練與演練，提高相關人員應急處理能力，廠區亦會舉辦多場次消
防滅火器實際操作，外請當地消防大隊專業操作見證，消防安全知識有獎問答等方式，使得每位
元員工均有機會接觸到消防實際的技能學習。 

 

 
廣州和蘇州廠區消防演練部分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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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廠演練場景1 蘇州廠演練場景2 蘇州廠演練場景3 

廣州廠演練場景1 廣州廠演練場景2 廣州廠演練場景3 



化學品學習：培訓人員主要為各單位化學品管理人員、使用人員、倉庫管理人員、各安全主任；
使安全負責人，化學品管理與使用人員清楚瞭解化學品存儲，運輸，使用，個人防護等基礎知識 
 
洩漏演練：培訓人員主要為各單位化學品管理人員、倉庫管理人員、各安全主任；使化學品管理
與使用人員清楚瞭解化學品洩漏時，如何進行緊急處理 
  

（二）化學品學習與洩漏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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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洩漏應急知識講解 應急人員穿戴防護用品 

應急人員清理洩漏物 
應急人員清理洩漏物 洗眼器操作指引 



（三）LOTES在安全投入方面不斷完善和加強，2019年，不斷現場化學品存放區域現場進行整改，
完善金属管线静电搭接，以期符合客戶和當地政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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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品區域設施二次防洩漏托盤 化學品倉庫內設置防爆照明燈 

化學品倉庫內設置防爆通風設施 化學品倉庫設置沖淋緊急洗眼器 



五、社會公益、共享參與 
 
 

LOTES集團一直致力於貧困山區教育，關注孩子成長，建立《貧困學生捐資助學計劃》，2010年
至2019年期間，已提撥人民幣一百餘萬，先後資助30多名貧困大學生完成學業；除此之外，也
結合政府相關資源長期參與扶助弱勢群體，積極組織員工參與社區活動，慰問孤寡老人，貧困家
庭，走訪福利院。LOTES集團長期參與的公益、社區活動包括： 
 

•義務獻血(2019年共有102人次參加義務獻血) 

•參加自願者義工活動 

•慰問敬老院孤寡老人 

•過年期間敬老金與慰問(2019年向村委捐贈敬老活動金人民幣50000元) 

•慰問貧困家庭 

•員工子女助學行動（捐資助學、積分入學）                                   

•子弟獎學金 

•敬老院慰問活動 

  

公益與社區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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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弟獎學金 

 敬老院慰問活動   敬老院慰問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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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守從業 
道德規範 

• 商業行為規範 

• 供應商培訓 

• 供應商社會責任審查 

六、信守從業，道德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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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行為規範 

公司在進行商業活動時，我們屬守“誠信經營”的原則，嚴格遵守所在國家和地區的法律規定，
同時，也要求所員工在業務活動中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定和道德規範。 
  
LOTES認為每位員工在公司商業行為中遵守法律規定和道德規範，是公司能夠長期發展的重要
保障之一。公司在進行商業活動時，我們屬守“誠信經營”的原則，嚴格遵守所在國家和地區
的法律規定，同時，也要求所員工在業務活動中遵守相關的法律規定和道德規範。 
 
對員工的基本要求包括： 
  
 •在進行業務活動與業務關係時，要誠實守信 

•遵守相關的法律法規 
•保護並正當使用資產，尊重他人知識產權 
•維護公司利益，正確處理公、私利益關係 
•對來自全世界各類客戶、供應商、業務夥伴以及員工的文化、宗教信仰應予以尊重和公平 
 公正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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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TES一直重視各類供應商及合作夥伴的社會責任形象，實施道德採購，進行供應商CSR管理，
以期實現兩個。 
 
目標：提升LOTES及其供應商社會責任的認知和能力，推動產業鏈可持續發展；與供應商緊密
聯繫，共同加強供應商社會責任的持續改善和管理，確保用符合社會責任的方式生產產品。 
  



供應商培訓 

從2010年開始，LOTES在引進新供應商時，均要求供應商經營階層或最高主管簽署〔供應商社會
及環境責任承諾書〕，確認遵照〔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簡稱RBA）之綱要標准經營企業。 
 
LOTES每年度召開的〔供應商大會〕均會對針對企業社會責任對供應商經營階層或最高主管進行
宣導及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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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為保障客戶、供應商和員工依法行使舉報之權利，維護其合法權益，不斷完善公司治理、
防止貪汙受賄、徇私舞弊及加強公司管理水準，特設立了內外部投訴舉報制度，對客戶、供應商
和員工公佈投訴管道。 
 

2019年供應商大會 

 



供應商社會責任輔導及稽核 

LOTES建有供應鏈管理程式，將RBA（責任商業聯盟行為準則）導入供應鏈，進行「人權、環
境、安全、衛生與管理系統」的相關輔導與稽核，掌握供應商在環安衛方面的管理與落實程度。
我們持續鼓勵供應商重視經營道德，保障勞工人權，重視勞工工作環境與安全衛生，並開發削
減環境衝擊的材料和製程。 
 
在2019年間經LOTES已稽核完成之供應商家數為18家，稽核結果中，最常見的是勞工工時的
問題。在稽核評估過後，針對缺失部分，LOTES則要求在一定時間內要完成改善，在評選標準
上，LOTES是以“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為標準，2019年並無供應商是因為此社會責任的
問題而成為不合格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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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論 
 
 

感謝您用心看完LOTES集團2019年度企業社會與環境責任報告書，LOTES集團將持續對企業

社會與環境責任進行關注與支持。 

若您對本報告書有任何建議，歡迎來信到 daniel.yang@lotes.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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