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山东.龙口 

二零一九年四月 



 
2018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报告前沿 

本报告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份社会责任报告，是公

司 2018 年对投资者、消费者、员工、社会经济等利益相关方履行责

任情况的真实反映。 

报告期限：本报告时间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部分内容可能超出上述范围。 

数据说明：本报告所使用数据均来自于公司以及下属分公司、控

股子公司，以 2018年度为主，并根据需要适度向前延伸，本着真实、

客观、透明的原则，阐述了公司在 2018 年度及以前年度生产经营过

程中履行社会责任所做的工作。 

编制依据： 本报告参照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2017 年修

订）》结合公司 2018年度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编制而成。 

组织范围： 本报告组织范围为山东南山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下

属机构，为便于表达，也称“本公司”、“公司”、“南山铝业”。 

二、关于我们 

1、公司简介 

公司创建于 1993年，1999年 12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上市，主要从事铝及铝深加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公司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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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从电力—氧化铝—电解铝—熔铸—（铝型材/热轧—冷轧—箔轧/

锻压）的完整的生产线，是一家致力于铝业深加工的一体化铝业公司。

 

2、公司产能及产品情况 

公司目前已形成氧化铝产能 240 万吨（印尼 100 万吨氧化铝项

目建设中），电解铝产能 81.6 万吨、铝型材产能 32 万吨、热轧卷/

板产能 80 万吨、冷轧卷/板产能 70 万吨、高精度铝箔 7万吨、锻件

1.4万吨。 

公司主要产品为铝挤压材、铝压延材、锻压材，铝挤压材产品涉

及航空、航天、船舶、汽车、高速列车、集装箱、精品民用建筑型材

等几十个领域。铝压延材主要是由热轧、冷轧、铝箔等产品组成，产

品主要应用于汽车、航空、食品包装、电子等领域。 

3、组织结构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建立了股东大

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营层形成的“三会一层”的法人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决策机构，经营层为执行机构，

监事会为监督机构，权责分明，制衡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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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营业绩 

公司 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2,022,236.20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48%；营业成本 1,670,736.68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26.44%。 

公司采用“以销定产”的方式组织生产，报告期内公司铝制品产

销率为 100%，其中型材产品对外销量较上年增加 13.05%；热轧卷/

板产品对外销量较上年增加 72.24%；冷轧卷/板产品对外销量较上年

增加 5.77%；铝箔产品对外销量较上年增加 14.02%。 

四、公司治理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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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作，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 

1、股东和股东大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召集、召开

股东大会。公司能够平等对待所有股东，确保股东的合法权益，特别

是确保中小股东所享有平等的地位。2018 年度公司召开 1 次年度股

东大会，对公司的年度报告、年度关联交易、年度利润分配等相关事

项进行审议并做出决议，切实保障了股东的权益，发挥了股东的作用。 

2、董事和董事会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选聘程序选举

董事。公司现有独立董事三名，分别为企业管理、法律、财务方面的

专业人才，公司董事会的人数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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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要求；公司董事能够依据《董事会议事规则》勤勉尽责，以认

真负责的态度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能够按照《独立

董事工作制度》对公司重大事项独立发表意见，促进公司规范运作、

健康发展。 

3、监事和监事会 

公司监事会严格执行《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人数

和人员构成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公司各位监事能够

依据《监事会议事规则》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能够对股东负责，对

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

进行监督。报告期内，公司监事会共召开了四次会议，对公司定期报

告、年度关联交易等事项进行审核并对相关事项提出意见。 

五、股东和债权人权益保护 

1、完善法人治理、规范公司运作 

报告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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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公司股东结构变化、董事和高管人员工作变动等实际情况，

依法依规调整了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人员构成，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要求规范运作，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2、认真履行信披义务，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 

针对监管部门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新要求，不断规范信息披露

行为，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应披露的信息均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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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地披露，确保所有股东均有平等机会获得信息。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监事会与管理层之间各司其职、相互制衡、协调运转，报告

期内，公司共召开 10次董事会、4次监事会、1次股东大会，共完成

了 4 期定期报告和 75份临时公告的披露，使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

的了解公司状况。同时，公司积极深入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积

极构建与股东和谐关系，多渠道、全方位加强与投资者的交流和沟通，

主动参与投资者互动，充分利用电话、上证 E互动等方式与投资者进

行交流，并认真做好投资者来访调研接待工作，使公司股东准确、全

面地了解公司的整体运营情况。 

3、健全内部控制，防范经营风险 

2018 年，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

规范》、《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指引》等相关规定，结合

公司自身特点和管理需要，公司进一步完善内控建设，推进基本管控

制度的执行，2018 年公司各项制度的有效运行，保证了公司生产经

营活动的正常开展，提升了公司的风险防控水平，有效维护了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 

六、职工权益保护 

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尊重员工、爱护员工，维护和保障员工

的各项合法权益。想员工之所想，办员工之所需，努力做好员工的“贴

心人”。 

1、保障员工安全 

2018 年公司通过层层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狠抓制度落实，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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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查处“三违”行为，积极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为员工创造安全工作

环境；加强安全培训，把好员工准入关。所有员工在上岗工作之前，

必须经过系统的三级安全培训教育，考试合格后方能上岗，所有员工

每月接受一次安全技能培训，以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增加员工安全技

能，确保员工从事劳动时不受到危害；确保员工的作业安全，向员工

发放安全帽、劳保鞋、防护眼镜、3M 口罩、劳保手套等安全防护物

品，并监督检查各厂人员穿戴情况，确保员工的工作过程中人身安全；

加强特种作业人员管理，定期组织压力容器、起重设备、电气焊、电

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禁止无证上岗；积极开展各类演练，涉

及消防、防汛、天然气泄漏、防暑、酸碱灼伤、人员紧急召集等方面，

并对演练进行评价完善。 

2、保障员工权益 

2018 年公司不断加大对员工精神文化建设的投入，完善职工娱

乐设施，不断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设立员工互助基金，用于帮助

生活困难的员工，减少因遭遇灾害、身患重病、意外伤害等带来的后

顾之忧，很多困难员工及家属得到帮助；增加员工福利，公司每年组

织为员工进行一次福利查体，关心员工身体健康情况，提供内部福利

购房，为员工组建温暖的小家庭，提升员工生活水平，并在国家传统

节日和员工生日给员工发放礼品、生日餐券等，极大提高了员工对企

业的满意度，使员工逐步热爱企业、扎根企业、奉献企业。 

3、员工培养与人才建设 

2018 年，公司依据发展战略规划和发展需求，全面打造一支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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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优良、结构合理、数量充足的技能型、创新型、复合型的高层次人

才梯队，引进一批中南大学、东北大学等重点院校专业对口大学生及

外国专家，同时不断加强基层班组建设，稳步推进基层管理干部学历

和管理技能的提升，并将常规培训与管理创新培训有机结合，成立了

卓越人才班和重点大学生储备团队，已经初见成效，同时将营销序列

人员的重点培养，结合销售团队的培训需求，定期组织销售业务人员

进行现场交流会和交叉培训会，以此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能力。 

七、环境保护方面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企业发展，环保先行”的环保理念，

把肩负的环境保护义务和承担的社会责任铭记于心，从国家和社会的

利益出发，积极协调局部与整体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加大环保资金

的投入，促进污染防治，保证环境安全，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

的完美结合。 

2018 年公司严格遵守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贯彻执行“遵守

环保法规，提升环保意识；规范作业流程，预防环境污染；减少废物

排放，降低资源消耗；持续改善环境，实现和谐发展”的环保工作方

针，依法依规开展各项环境保护工作。 

电力：2018 年为响应国家节能减排号召，公司积极推进设备技

术升级改造，降低能耗、减少排放。完成了雨污分流改造工程；为降

低部分机组噪声，通过增加内层窗户、增加内部门、封堵排汽扇孔、

建设隔音墙等方式对海水泵房、锅炉房等设施进行技术改造，达到封

闭降噪的效果；完成部分机组玻璃钢冷却塔更换工作，完成三期锅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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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西侧运转层以上封闭降噪；建成了脱硫废水处理设施，脱硫废水经

处理后大部分进入渣浆池做为除渣用水，小部分通过工业废水排污管

路进入市政污水管网。 

氧化铝：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通过了 GBT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按要求每季度由当地环境监测站对企业排放的废气、废水和厂界

噪声进行定期监测，监测报告结果显示，2018 年公司废气、废水、

厂界噪声均达标排放，赤泥全部采用干法堆存。对现有污水处理系统、

废气处理系统制定了严格的岗位责任制和操作规程，规范员工操作，

加强现场管理，对各系统的运行指标进行全面的控制，确保治污设施

运行良好，环保设施与主体设备的同步运转率达到 100%，努力使环

保设施的运行达到最佳状态，并及时对不能满足环保需要的系统进行

改造完善。2018 年完成当地环保部门组织的清洁生产审核公司，并

于 2018 年 6 月通过清洁生产审核，取得地方环保局的备案文件；根

据体系管理需要，逐步完善体系资料，顺利通过技术中心体系部及第

三方机构组织的对氧化铝公司环境管理体系 ISO14000的审核工作。 

电解铝：严格遵守国家、地方各类环保管理规章制度，有效推进

清洁生产工艺控制，引入并转化电解净化变频技术、工业余热利用、

氟化盐加料等先进的节能技术、工艺和设备，大幅降低能耗和生产成

本。完成 2018 年排污许可证申报工作并通过地方环保局审核，顺利

取得排污许可证；完成电解厂现状环境影响评估报告编制工作，并于

2018年 10月取得备案意见；完成电解铝公司部分污染物在线联网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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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挤压：铝材公司下设有安全环保部，由副总经理分管，负责整

个公司的环保监察和协调工作，制定有详细的环保管理制度，定期召

开各分厂废水排放等环保相关的管理负责人会议，安环部不定期对各

厂区排放口取样检测，并做好详细的检查记录，对排放不达标的单位

按规定做出相应处理，并限期整改，定期对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进行检

查，保证设备运行正常，加强厂内生产废水及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管

理，确保各种污染物达标后排放。完成进行雨污分流改造，对部分厂

区的废水处理设备进行升级改造。 

铝压延：在环境、节能及体系管理方面，确保公司环保设施 100%

正常运转，污水、噪声、废气排放达标率 100%，危险废物按照环保

要求，全部进行无害化处理，全年无因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造成的重大

伤亡及设备事故发生，国家环保督查期间未出现环保信访事件及违规

问题。同时做好国家危废、废气等污染物管理系统网络申报工作；及

时办理排污费缴纳工作。在日常环保管理工作中，做好环保设施维护

保养，及时更换环保设施配件，确保环保设施正常运行；完成厂区内

雨污分流改造；为降低厂界噪声污染，投资建设了隔音墙，并且对装

有语音警示的叉车等工艺车辆要求夜间作业时关闭警示音，全部改为

闪光报警器；安排工厂人员制作水上排筏，义务定期对厂区外围泳汶

河河道进行杂物及杂草清理，保证水岸檀香湾小区居民的居住环境良

好。 

中厚板：2018 年度中厚板公司完成废气、废水、噪声及防雷设

施等项目的检测工作，所有设施及废物排放均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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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装废水循环利用处理系统项目，所有废水全部经过处理转为生产用

水，现公司废水已达到零排放；为实现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上报废

硅藻土、废乳液等技术升级无害化项目信息，同时加装废乳液净化处

理系统项目，使废乳液中的油和水分离，进一步提纯废油，降低废乳

液的产生，同比减少。 

八、社会回馈方面 

1、依法纳税，促进发展 

纳税不仅是企业的义务，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回馈社会的表

现。依法纳税能够促进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的提高，随着公司不断发

展，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大，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为地方政府和经济

的发展的贡献也不断增大，报告期内，公司共缴纳税费 126,277.14

万元，有力的促进了地方的发展。 

2、创造岗位，促进就业 

从企业社会责任来讲，公司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相关产

业的发展，为当地居民直接和间接就业创造了大量机会，报告期内公

司共有员工 18,493名，解决了周围社区、村镇劳动力就业问题,积极

承担着带领职工和周边群众脱贫致富的社会责任，促进了社会经济的

繁荣和稳定。 

九、结语 

2018 年，公司在股东权益、职工等利益相关方权益保护、环境

保护、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并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公司也认识到公司在社会责任的履行方面还存在一定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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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公司将认真倾听接受社会意见、建议，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进

一步加强社会责任实践，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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