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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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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言 

1、本报告是我公司连续第四年向社会公开发布企业年

度社会责任报告； 

2、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为 2011 年 1 月 1 日—2011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数据以 2011 年度为主，报告中公司运营相关

数据披露截止日为 2011 年 12 月 31 日；报告披露的组织范

围为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3、本报告经公司 201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二、综述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泰集团”

或“公司”）于 1995年 11月 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以建材、地产、金融为

主业，并涉足煤炭、医药、商贸等领域的大型上市公司。 

上市以来，公司秉承“以人为本、求实创新、服务社会、

厚报股东”的经营理念，发扬“团结、诚信、高效、开拓”的企

业精神，在不断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同时，以促进社会和谐发

http://resource.stockst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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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己任，积极致力于履行社会责任，认真履行对股东、客

户、员工以及环境保护等方面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在促进经

济效益稳步增长的同时，努力为社会公益事业做贡献。 

2011 年度，公司积极履行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自然环境

和资源、各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创造的每股社会贡

献值为 2.01 元（每股社会贡献值的计算主要根据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4,844 万元、向国家上缴税费 145,037 万

元、向员工支付的薪酬 80,711 万元、向银行等债权人支付的

借款利息 79,914 万元，合计 380,506 万元，以公司总股本

1,894,732,058 股为基数计算），实现了各利益相关方的和谐

共赢。 

三、2011 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保护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进一步完善股东权益保护机制 

公司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等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报告期内修订了《股东

大会议事规则》、《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进一步建立

健全了股东权益保护机制，完善了公司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有效保证了所有股东公平、充分地享有各项权利。 

（1）合法、合规地召开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召

开股东大会，保证会议召开及审议、决策程序合法合规，确

保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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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度，公司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的规定召开了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及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了第九届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对海南

兰海集团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增资、转让江海证券有限公司股

权等重大事项，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注重股东收益回报 

《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了较为稳定、合理的利润分配

政策，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年度经营业绩制定利润分配方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011 年，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每 10 股派 1.00 元（含

税）的利润分配方案，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89,473,205.80 元。 

（3）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

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

度》的规定，由董事会办公室专门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

系管理工作。公司指定《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

券时报》为信息披露媒体，采取接听电话、接待投资者来访、

来函回复、外部网站等多种形式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和沟

通，回答投资者的问询，听取投资者的建议和意见。在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过程中，未发生实行差别对待，或有选择地向

特定对象披露、透露、泄露非公开信息的情况，使广大投资

者公平享有知情权。 

2、切实维护债权人利益 

公司本着“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与借款商业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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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展银企合作，与供应商保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严格按

照借款及购销合同的约定及时履行偿债义务，向债权人通报

公司的相关信息，切实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二）积极维护员工权益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重视员工权益，在

企业发展中关注员工成长，关心员工生活，建立了工资正常

增长机制，共享公司发展成果，按照“体能、智能、技能”的

标准，为员工的职业生涯创造良好的发展空间。 

1、切实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公司制定了《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劳动合同管理规

定》，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明确了员工享有的权益和应

履行的义务。公司建立和完善了岗位用人标准和六大系列工

资标准体系，坚持企业效益与员工收入同步增长的原则，有

效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 

公司建立了两级工会组织，发挥工会在民主管理方面的

作用，有效维护员工权益。公司及所属子公司，根据自身实

际情况，通过建设员工食堂、大学生公寓等基础设施，解决

关系员工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 

公司坚持稳健经营，为社会解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

题。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职员工总数为 18,999

人。 

2、为员工提供充分的社会保障 

公司为员工足额缴纳“五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基

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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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并认真执行员工带薪年休假制度，根据国家规定充分保

障女员工在怀孕、生产、哺乳期间所享有的待遇。 

3、高度重视安全管理，注重员工安全保护 

公司高度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坚持全面安全管理原则，

强化“保安全、保质量、就是保自己”的思想。公司将“安全第

一”、“不安全、不生产”的原则作为安全理念，制定了有效的

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管理标准，完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和保

障机制，开展安全培训、安全调研、安全检查，层层抓安全，

层层保安全，2011 年公司定期、不定期地组织 22 次安全大

检查，加强了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消除了设备设施安全隐患

和危险，确实保护了员工人身健康和生命安全。 

4、为员工职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职业发展，通过业务培训、因才施用

等方式，不断提升员工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为员工职业发

展创造良好的环境。通过营造“积极向上、快乐和谐”的企业

文化，提高员工对公司的认知度和归属感，努力营造良好的

工作氛围。 

公司注重员工培训与职业生涯规划，每年都制定详细的

“员工培训计划”，组织员工参加专业知识和专题培训，支持

员工参加业余进修培训、提升自身素质和综合能力。2011 年，

公司先后举办了 12 期总经理研讨班、3 期中管培训班和 1 期

新员工入职培训班，开展了公司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共有 4

个产业、5 个技术等级、23 个工种、859 人参加了培训和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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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积极开展各项文化体育活动，丰富员工文化生活 

2011 年，公司举办了“第五届员工运动会”、“纪念建党

90 周年书画摄影展”等主题文化活动，形成了“快乐工作、健

康生活”的良好氛围，活跃了员工文化生活，增强了员工的凝

聚力和向心力。 

（三）保护供应商﹑客户权益 

1、重视供应商关系维护 

公司以诚实守信作为企业发展之基，充分尊重并保护供

应商的合法权益，注重与供应商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公司制定了《物资供应管理制度》、《招标管理制度》，

进一步完善采购和销售流程，坚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为供应

商创造良好的合作环境。坚持推行公开招标和采购，杜绝暗

箱操作、商业贿赂和不正当交易情形，保证供应商的合理合

法权益。 

2、加强产品质量管理，保障客户权益 

客户的满意是企业价值的源泉，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求

生存”的质量管理理念，牢固树立“质量百分百”的意识，严格

执行 ISO9002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已形成了三级质量管理体

系，通过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全方位的质量控制措施，为消费

者提供优质安全的产品和服务。 

公司“鼎鹿”牌及“天鹅”牌是中国驰名商标，在市场上享

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司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客户回

访、满意度调查、设立客户投诉电话等多种形式征集客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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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了解客户需求，为客户及时提供切实有效的服务。 

2011 年，公司成立了质量管理部，加强对产品质量、工

程质量的监督和管控，坚持“不合格、不出厂”的原则，加强

了产品质量隐患预控工作，消除了产品质量隐患。 

（四）认真做好环保工作，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公司以环境保护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坚持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方针，注重履行环境保护责任，2011 年度，环保管理

达标排放符合国家标准。 

1、公司对建材投资项目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所

有项目必须符合环保要求，在规划设计时就针对水泥行业特

点采取综合性防治措施，各污染物排放口安装了高效除尘

器，建设中水回用系统，对生产生活用水循环利用，各种污

染物排放均符合国家标准。 

2、公司对原有生产线进行技术改造，减少污染物排放。 

2011年，所属子公司吉林亚泰水泥有限公司对1-4号水泥

熟料生产线进行纯低温余热发电节能改造，年增加余热发电

量0.99亿度，年节约标煤3.4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8.6万吨，

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3、在大力开展环保技术改造的同时，公司加大高消耗、

高污染的生产技术的淘汰力度，2011年淘汰水泥粉磨落后产

能40万吨，年节约标准煤2,200吨，减排二氧化碳5,470吨。

自1997年以来，公司累计淘汰落后水泥熟料产能25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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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水泥产能112万吨。总计淘汰落后产能达362万吨，年节

约标准煤2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0万吨。 

4、公司注重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经济”、“低碳经

济”建设。2011年，建材产业共使用包括粉煤灰、铁矿石尾矿、

镍渣、水渣、煤矸石等工业尾矿和废渣约630万吨。随着新

建水泥生产线的陆续投产，公司处理工业废弃物的能力将逐

步提升。公司积极发展纯低温余热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的纯

低温余热发电站目前均已投入使用，最大限度的利用水泥厂

排放的废气热能，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强“循环经济”

和“低碳经济”建设。 

5、2011年6月3日下属子公司吉林亚泰明城水泥有限公

司余热发电CDM项目注册成功，年减排二氧化碳达10万吨。

2011年12月31日下属子公司亚泰集团哈尔滨水泥有限公司

余热发电CDM项目注册成功，年减排二氧化碳达5.5万吨。 

2011 年，公司实现纯低温余热发电 4.93 亿度，综合利

用各种工业废弃物 630 万吨，全年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同比下

降 6.31%。 

（五）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履行企业公民应尽义务 

公司注重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

业，切实履行应尽的义务。2011 年，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开展

了 “慈善救助双日捐”等形式的慈善活动，彰显了亚泰人强烈

的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公民意识，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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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广泛赞誉。2011 年，公司被吉林省慈善总会授予“吉林慈

善奖”突出贡献企业，被吉林省红十字会授予“爱心企业”。 

四、2012 年履行社会责任重点工作 

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2012 年公司将一

如既往地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一项应尽的义务，并在 2011

年工作的基础上实现进一步提升，具体将开展以下重点工

作：努力提升公司经济效益，增加向国家上缴税费金额；通

过技术改革和技术创新，促进循环经济发展；通过不断提高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保障客户和消费者的利益；进一步完

善员工的长效激励机制，为员工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提升公

司的向心力。公司将会持续努力，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做出

更大的贡献。 

 

 

 

 

 

 

 

吉林亚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O 一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