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国莱茵TÜV大中华区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德国莱茵TÜV, 精确并恰到好处 

自1872年以来，我们始终致力于提升产
品、体系以及流程的安全和性能。 

我们的使命是实现安全和质量的可持续发
展，以应对人类、科技和环境互动过程中
的挑战。 



遍布全球的服务网络 

总部:  德国·科隆 

 

员工:  14,000名, 50％以上在德
国以外工作 

 

服务网络:  114个分公司，490

个分支机构遍布全球61个国家 

 

业务范围:  为37个行业提供近
2,500种增值服务 



教育与咨询服务 

体系服务 

产品服务 

交通服务 

工业服务 

健康保健服务 

我们一直专注于安全和质量 

培训 
 

测试 
 

检验 
 

认证 
 

认可 



德国莱茵TÜV大中华区发展历程 

2002 
TÜV莱茵宁波 

1994 
TÜV莱茵广州 

1986  
TÜV莱茵台湾 

1995 
TÜV莱茵北京 

1993 
TÜV莱茵深圳 

1989 
TÜV莱茵上海 

2001 
TÜV莱茵青岛 

1988 

TÜV莱茵香港  

2007 
台湾杜夫莱茵 

2007 
TÜV莱茵无锡 



遍布大中华区的分支机构和实验室网络 



    

 

 

 

 

 

 

 

 

 

 

 

 

 

 

 

我们根据国际认可标准或个体绩
效考核标准，可为管理体系和整
个企业提供评估服务。 

体系服务 

 ISO9000、ISO14001、OHS18001 

 ISO/TS16949汽车质量管理体系 

 CDM清洁发展机制 

 IRIS国际铁路工业标准 

 QC080000, VDA6族 

 GRI、AA1000、ISO26000、SA8000

、BSCI、EICC、ICTI、SMETA、ICS

、 TÜV Rheinland STAR* 、CoC. 

 TÜVdotCOM网络服务 



我们恪守联合国全球契约守则，我们的
行动始终对经济和社会肩负责任。 

四川5·12大地震后，我们在重灾区之一
的仁家村启动了新学校建设工程。同时，
我们为交换学生、奖学金以及德语推广等
项目提供支持。 

企业社会责任 

在台风莫拉克肆虐台湾之后，我们为当地
灾民捐款并提供援助，履行了我们的企业
社会责任。 



德国莱茵TÜV大中华区 

为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价值 

 140年的行业经验 

 恪守最新最严格的安全标准 

 保护并提升客户品牌认知度 

 为更高绩效创造理想环境 

 促进并实现全球范围内的可持续

增长   

 

您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CSR  

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背景 

• The informed consumer (知情消费者): 

Consumer 

消费者 

Brands/Retailers 

品牌/零售商 Suppliers 

INDIA  印度供应商 

Suppliers 

CHINA 中国供应商 

Suppliers 

SE ASIA…东南亚  供应商  

Audit Company       

认证公司 

Government 政府 

Media/媒体 

NGO 非政府组织 

Competitor 

竞争对手 



Introduction of CSR audit standards  

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标准介绍 

• A. Briefing of mainstream CSR audit standards： 

   主要企业社会责任审核标准简介: 

WRAP -- Worldwide Responsible 

Accredited  Production  纺织/服装/鞋

及相关行业 

ICTI --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oy 
Industries  玩具行业  

EICC – Electronic Industry Code of 
Conduct 电子电器行业 

Combined  Audit: CoC/QMS/EMS/C – 
TPAT (Customs - Trade Partnership 
Against Terrorism) 复合型标准 



Introduction of CSR audit standards  

企业社会责任内容介绍 

• 1. Common sessions for most standards 社会责任审核标准通用要求 

: 

2. Forced Labour and Prison Labour 强迫劳动与监禁式劳动 

4. Disciplinary practices, Harassment or Abuse 惩戒性措施 

5. Freedom of Association 集会自由 

6. Working Hours and Overtime 工时与加班 

7. Wages and Benefits 工资与报酬 

8. Environment, Health and Safety 环境，健康与安全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 

• 历史背景（社保、工资及工作时间） 

农业化 --- 工业化  

财富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国有垄断） 

 

• 中国社保系统发展阶段 
• 1978~1991年恢复性改革阶段 主要覆盖城镇企业职工  

• 1991~2000年探索性改革阶段主要覆盖城镇企业和部分外资职工  

• 2000~2006年“做实”试点阶段 部分覆盖、部分社保 
2006年至今“全覆盖”改革阶段 逐步覆盖大部分 

• 2020年实现全覆盖全部社保 
GDP 6% 到 40%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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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10年居民收入增长4%；十二五每年增长20% 

• GDP 年均增长8-12% 

• 政府财政收入增长30% 

 

 

 



• 中国法律：每周40小时正常工作、每天最多3小
时加班、每月36小时加班（每周平均总工作时间
49小时） 

• 国际劳工组织：每周工作40+12=52小时 

• 国际劳工组织+中国特色：每周总工作时间60小
时 

• 部分品牌或行业标准：每周总工作时间66或72小
时（前提：工资按法定支付） 

社会责任相关法律法规与现实的差距 



 

During past several years, based on the series labour laws and related 

regulations workers have much more power than factories. We would like to 

disclose the Labor Trouble Situation in China for you with below four points: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一系列劳动法律法规的出台，工人的力量在劳资关系中变得 

越来越强大，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揭示目前劳资纠纷在中国的情况： 

 

1. The number of labor trouble is raised rapidly,  

the increased rate is about 25% yearly. 

劳资纠纷的数量增长迅速，年增长率达到25％。 

 

 

劳资纠纷现状 



2. More than 95% labor trouble complains are lodged by the employees.  

    超过95％的劳资纠纷的诉讼是由雇员发起的。 

 

3. The recover proportion of the employee is extremely high. The data comes 

 from labor arbitration department is 90% and from courthouse is 86.7%.  

    雇员胜诉的比例非常高，来自劳动仲裁机构的比例是90％，来自法院的数据 

是86.7％。 

 

4. The involving value is gett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the compensation from 

the employers is getting more and more. From the statistic of courthouse in 

year 2009, the value is more than 5 billion RMB. 

    劳资纠纷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资方因为败诉而支付的赔偿金额也越来越 

大，根据2009年的数据，金额超过50亿人民币。 

 

 

劳资纠纷现状 



 

 

劳资纠纷现状 



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进入壁垒 

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替代品/服务的性价比 

客户的议价能力 劳动密集型企业 

国有垄断性企业 



解决社会责任问题最需要的是什么?  

 

 

 

Buyer  

买家 

NGO  

非政府组织 

Government  

政府 

Media  

 媒体 

Audit Firm  

审核机构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1. 品牌、NGO、政府、工厂、员工多方可信
赖的沟通平台 

2. 合理的改善提升路线图 

3. 用经济手段解决环境和社会责任问题： 

• 关注金字塔底层的财富（黄河善谷） 

• 沙棘 

• 孟加拉国农村银行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  

 

 



谢谢您的参与！ 

 

Peter Chen 

Great China Senior Manager 

CSR Business Section 

Email: peter.chen@gz.chn.tuv.com  

Tel.: 020-28391235 

Mob.: 139221252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