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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般的称呼我们使用的是女士们和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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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博世革信奉负责任的企业交易行为，今日如此将来亦如此。出于社会，经济和生态的

角度考虑，经济持久的商业行为对于对人类，企业和环境负责任的企业来说是商业政

策所付出的实践及其组成部分。 

 

遵守关于人权，防腐斗争和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公约对我们来说是有义务的。当然，博

世革公司及其分支所在地国家的所有规定和义务我们也必须遵守和满足。 

 

同时我们期待我们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社会责任心予以认可并对他们的员工、伙

伴、企业和对环境采取和我们所经历的责任相应的行动。 

 

 

主要内容总结为下述几个部分： 

 承诺 

 员工和职场 

 持久耐用的产品 

 环境保护 

 企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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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 

正确的行动对博世革公司及其每个员工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所有分支点的所有员

工都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内部及外部的规定。公平而真诚的交往是所有商业活动的前

提。这也是我们期待从我们的合作伙伴处所能够获得的。 

 

 

预防腐败 

博世革建立了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以防止出现错误行为和利益冲突。能够影响商业

决定的礼品赠送，利益给予或者邀请都不允许接受。 

 

遵守竞争规则 

博世革的员工不允许使用任何违反法律和违背正当竞争的伎俩（如价格协商）。 

 

政治贡献 

博世革不资助任何政治人物或者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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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商业机密、数据保护 

博世革员工有义务，对商业机密和不允许公开的相关信息进行保密，不能转发与没有

授权的人员。对数据保护范围内的相关人员信息也需要进行保密。 

 

尊重人权 

在博世革公司尊重人权而且尊敬并保护人格尊严。 

 

 

禁止强迫劳动 

在博世革公司不存在强迫劳动，所有员工在企业里面自愿劳动。 

 

禁止歧视 

宗教、文化、种族和其他原因的歧视在博世革完全拒绝。所有级别的员工每种歧视行

为都将依据劳动法对其起诉。 

不同的人们都将在博世革公司积极的生活。作为事例，在费尔德巴赫的基地，26种国

籍的员工在此愉快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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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童工 

童工在博世革严格禁止使用。除需要接受培训者（9 年基础学习之后）和假期实习生

（年满 1 6 周岁）之外，所有招聘人员需年满 18 周岁。 

每个分支点能够通过一个中心系统列入和管理员工的基本数据，连接到带有列入日期

的招聘系统。通过这个就不可能让未满年龄限制的人员不遵守年龄规定，从事非法劳

动。 

 

 

人员和职场 

作为博世革生产效率的基础，不断发展的人力资本意味着具有吸引力的劳动方案和社

会方案的执行。主要目的是实现我们员工的劳动条件优化和发展潜力。劳动保护和健

康保护在博世革是首要的工作且不仅仅是法律义务。 

 

 

员工发展 

通过员工密集型的生产工艺创造出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员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

此我们非常重视对我们员工的职场规划和不断地继续再教育。我们长久的员工发展流

程将在所有的分支点通过企业内网、多方面的专题培训、每个职位的职位描述、应用

需求、技能培训和定义的工作流程进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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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目标：员工技能 

我们目前的成绩及将来的发展取决于我们每位员工的能力和付出程度。因此对员工的

教育和再教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对我们的员工提供不同的教育和再教育模

式，通过这种方式来投资他们的未来，也是投资我们的未来。 

 

 

学徒培训 

我们位于费尔德巴赫和延纳斯多夫的基地作为不同技术岗位（制革工人，材料技术员/

材料加工技术员，电气技工/工艺质量技术人员，化学实验室技术员，库房物流人员）

的培训场所。我们的学徒培训可以通过传统的方式（标准学徒）及在特定条件下的其

他教育方式来缩短时间（特殊学徒）完成结业。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我们的员工的学

徒培训和毕业考试/职业技术考试一起完成结业。  

 

人员管理数字 

企业的目标是实现工作环境让我们员工的疾病状况在生产和管理中降低最大百分之

四。通过有目的的工作岗位安全培训及其优化措施应该能够实现上述目标。通过固定

区域合适的轮换周期和工作岗位人体工程学的优化进行预防。 

另外一个企业目标是四分之一的人员流动降低到最大百分之四。这个目标的实现将通

过选出的领导力培训项目，每年进行员工交流，对长期员工的荣誉奖励，根据薪酬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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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提升薪水（增加，新进）及有目的的人员发展措施（资格矩阵，职位描述，轮换周

期等）进行审核。 

    

周年庆祝节日 2014 周年庆祝节日 2016 

 

按时支付工资并遵守最低报酬和最低工资原则 

我们的工资和报酬根据皮革生产工业领域的条约来确定。我们将遵守所有的最低收入

和最低报酬的规定并且会超额支付。每个月的月中或者月末我们会按时支付员工工资

和报酬。 

 

工资和报酬磋商权利 

每年都会有雇主代理人和雇员之间的合同磋商。 

 

适当的工作时间和保证休息时间 

我们的员工拥有权利，来均衡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在所有的工作时间模块中都有足

够的休息时间。 

仅仅在特殊情况下会出现周末星期六和星期日额外工作。平日休息时间和周末休息时

间将会得到充分保证。所有员工拥有带薪休假的权利。为了保证工作时间，我们任命

了专门的工作时间委任代表。 

 

遵守从业人员保护和健康保护的员工权利 

我们十分关注员工的安全和健康。所以每位员工都拥有权利，在安全的工作岗位劳

动。所有的工作岗位都会由我们的安全专员和医生对工作安全和事故预防情况作出评

估。为了避免出现事故和职业病，我们会采取合适的措施，改善工作安全状况。我们

会为员工提供足够的保护装备，诸如安全场所和安全工作服装。另外我们的企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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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健康预防措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会有效地监测每个工作岗位

员工的身体机能。为了保证和检查工作安全，我们任命了负责专员，并对其进行了培

训：安全专员，防火安全员，健康顾问。对员工也进行适合于企业急救的培训（比法

律要求的要更多）和再教育。 

 

 

对员工其他健康要求 

为了鼓励员工参加体育运动并以此来保持自身健康，博世革公司会资助员工参加体育

赛事。每年在格拉茨举行一次大型的赛跑赛事，其中有几组员工队伍参加。博世革赞

助了员工队伍相应的启动资金并为赛事资助部分体育运动服装。 

 

    

博世革团队 2015 博世革团队 2016 

  



 
 

 

  第 11 页 /共 28 页 

企业职工工委员工权利 

在每一个分支点都有雇主代理人（企业职工工委）。雇主代理人和当地负责人员之间

的合作非常愉快。为雇主代理人提供培训，房间和工作装备等。企业职工工委负责人

是根据工作效益来决定其任免的。 

 

内部文化一致性 

根据质量管理规范制定生成的以标准文档形式的企业规范能够保证各分支点内部文化

的一致性。各分支点所选出的员工共同参加国际性的培训和交流项目。 

 

企业运动餐厅和组织工作餐 

对我们的员工来说，其中一项重要的社会福利是我们企业内部的职工餐厅。只要当地

实际情况和法律许可，在每个分支点公司都会筹设一个职工餐厅，对员工来说，消费

费用很低。如若当地规定不允许筹设此类餐厅，每个分支点的公司负责人会组织员工

工作用餐。 

 

员工社会福利 

很多年以来，博世革就为自己的员工设立社会福利。当员工自己本人或家庭遭遇厄运

或者被迫地陷入困境时，员工将会获得捐赠资助。通过这种方式的社会福利，博世革

会为员工提供最为迅速的帮助。 

 

领导力量的后续发展 

我们的领导力量会进行适当的领导技能培训。对于新的领导力量将提供内部的培训项

目和外部的再教育项目。生产人员管理和人力资源部门之间会有一定的交流会议。关

于新的人员发展措施领导力量将会被定期地内部通知并对其进行培训（比如，学院性

质的员工交流，员工质量矩阵的处理等）。 

重点是： 

 对员工的要求和鼓励 

 团队领导是否有无等级观念/纪律严明的责任心 

 工作内容的委任和审核 

 和员工的反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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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领导层的交流 

 作为领导力量的自我管理和时间管理 

 自我领导风格的发展和改善 

 

 

 

持久耐用的产品 

博世革作为皮革生产商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熟知，发展成为生态领域和技术领域的领

先者，拥有关于经济型，环境和资源保护型的皮革生产多项和决定性的专利技术。对

于需要保护的资源，未来将不再像以前总是放弃而是要有效率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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坯件 

皮革是由再生的原材料组成。适用于皮革制造的原材料主要是通过合适的饲养方式饲

养的动物皮毛，最好是当地农业的食用动物，这种食用动物作为生活用品制造的附属

产品存在。 加工处理冷冻的或者用食用盐贮藏的皮毛，可以不再使用化学用贮藏的物

质而且主要是可以减少运输成本。 

 

皮革加工 

在我们的生产工艺中，我们会将皮毛完美地加工成皮革。对于制革工艺和最终的皮革

美化工艺将只能根据现有的科学知识采用优化的加工方式。通过由博世革自己研发的

生产工艺，首先采用再生的原材料已经变为可能。 

 

生产安全和生产责任 

我们客户最关心的是生产安全和生产质量。正确的，质量优先的且生态型的整体方案

对所有的企业来说是安全产品和责任产品的基础。博世革施行了一套安全和质量管理

系统，借此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监测并持续优化安全和质量。博世革也已通过

ISO9001， ISO TS 16949 和 ISO 14001 认证。 

所采用的材料和原材料符合国际工业规范审核标准。我们的采购政策及生产，研发和

销售方面的工艺流程是我们负责任的产品形象的组成部分。 

 

 



 
 

 

  第 14 页 /共 28 页 

客户和客户满意度 

对我们的客户负责任和对我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负责任是我们所做工作的中心内容。

根据公平的和透明的价格和成绩形成的客户满意度对企业持续不断的取得成功具有重

大的意义。 

我们的目标是，长期地保证并且不断地提升客户满意度。博世革的每一位员工清晰地

意识到，他们为产品的质量和由此换来的客户满意度在做着贡献。 

 

供应商 

博世革和他的供应商们保持着多年的，高度重视并且完全信任的商业合作。我们认

为，这些是保证产品质量的重要前提。我们的采购部门和供应商们不断地致力于满足

产品的质量要求。通过相互支持我们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并用这种方式优化我们的产品

质量和生产工艺。我们期待从我们的供应商处也能得到这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科研 &发展 

在我们的科研和发展中心将有革新的，客户和市场导向的产品及技术服务研发出来。

博世革将继续投资于未来建设的革新，建立技术力量团队和保证最先进的仪器设备，

以保障产品质量。为了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我们将和科学研究院一起研究新的产品，

新的机器和新的加工技术，以期能利用革新力量及创造性形成未来的皮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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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车间 

自己的实验车间能够让博世革实现，推动在密集型生产关于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实验，

追求和研究。 

可持续的供应链管理是我们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通过经济领域继续延伸。我们将

和我们的商业伙伴一起不断地优化我们的生产工艺，目标是继续改善使用化工产品和

原材料时的环保水平。使用以水为基础的喷漆方式对我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XGREEN – 所有皮革里面最持久耐用的一种 

XGRENN 是由博世革公司研发的，持久耐用的皮革，有着皮革生产内部关闭的生态循

环。核心点是在制造皮革之时使用全植物性的制革材料和从废弃物里面新式回收而且

使用润滑物质和填充剂。生产时只能使用可再生资源，就如同会持续生长。优化的生

产方式，意义巨大的能源回收和现代的能源管理都会在各个方面降低资源的消耗。博

世革和 XGREEN 对皮革的自然属性非常重视。已经通过光学系统将这些材料和普通的

皮革区别开来。自然标记，如蛰痕，疤痕或者粗糙处都将得到保护并且会给予每个皮

毛不会弄错的特征。生产和使用此种皮革能够对环境保护作出积极的贡献。基于生态

型生产工艺，在使用过后 XGREEN 是可以进行堆肥处理。 

 

生产的 XGREEN-皮革座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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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环保型的生产和积极的进行环境和气候保护是我们企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能

够保证我们的经济活动最小程度地对我们的环境造成影响，博世革建立了正确的，生

态的而且有效地使用能源的整体方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将会保证保护我们的环境，

包括资源，降低废弃物的出现和排放及遵守相关法律的规定和规范。排放的数据也会

公开交流。 

 

 

环保型生产皮革 

基于明确的研发业务，在过去的数年中传统的以三价铬为基础的制革工艺已经被植物

合成的生产工艺所代替。通过这种制革工艺我们实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我们高质量

产品要求的统一。 

同时博世革成功地将皮革的染色调整为无重金属的色素。对于修整我们的皮革将采用

无溶剂的喷漆方式。这样能够符合比如说欧盟关于旧车要求的规定。 

这些所有的内容对我们来说尚不足够。所以我们将会继续研究新型的制革材料和生产

工艺，为了能够进行更加环保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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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的制革材料 

 

博世革作为技术领先者 

博世革自很多年以来一直占据着皮革制造领域的技术领先地位。欧洲范围内关于通过

最佳技术手段（缩写 BVT 或 BAT）完成工业-排放规范范围内的任务，对我们来说不仅

仅是要实现， 

而且要超额实现目标。为了保障能够持续不断地改善生产工艺，博世革将不断地投资

科研和发展。 

 

环保管理系统 

在博世革质量和环境密切相关。除了数年之前导入的质量管理系统 ISO 9001 和 d 

ISO/TS 16949 之外，博世革已于 1998 年起根据 ISO 14001 采用质量管理系统。环境质

量评审也已经进行了很长的时段。 

 

博世革生态中心 

隶属于公司的生态中心保证了，在博世革公司导入的标准不会仅仅停留在纸面上，也

会出现在企业的日常工作中。通过相应地推进和不断地再教育，这些环保专家已经在

专业领域达到最新的高度。另外，在内部的和外部的工作循环中他们会交流自己的经

验并以此来扩大他们的知识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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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和能源的有效利用 

优化的生产方式，意义巨大的能源回收，材料和能源的循环系统关闭都有助于在各个

方面优化资源使用。目标是慢慢提升可恢复能源的使用份额。 

费尔德巴赫工厂的新式光伏设备 

自 2015 年 4 月开始，位于费尔德巴赫的基地开始采用太阳能供电。在厂房的顶部安装

了一个拥有 588 个模块和额定功率为 149.94kWp 的设备。每年能够生产电流达约

168.000 kWh。这相当于每年 40 个奥地利家庭电流的平均消耗。目标是中期内实现所

需能源大部分的自我生产。 

 

         位于费尔德巴赫博世革厂房顶部的光伏设备 

 

废水清洁 

博世革公司污水排放装置的三阶段废水清洁方式能够实现达 98%的清洁效率，很清晰

地能够超越所要求的界限值。对于所谓的“第三级清洁阶段”技术是由公司内部研发

并唯一适用于制革工业。 

 

废弃物和废料利用 

避免废弃物的出现对博世革来说处于首要位置。通过我们的生态方案已将总体的废弃

物出现率降低了 80%以上。所废弃的附属产品，如布匹废料将用于动物脂肪或者可选

择性的燃烧材料继续处理，皮毛剪切料将用于拼贴画-工业，皮革剩料将售予桌子和皮

带的制造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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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噪音，空气 

地面的负荷已通过合适的清洁装置和废弃物积压的热量利用借助于 MBA 得以消除。对

员工的噪音影响已通过佩戴护耳，安全培训和指导降低到最小。对于预防嗅觉气味方

面的影响，所有排放的气体已通过生物过滤设备清除。 

 

位于费尔德巴赫的生物过滤设备 

 

环境保护项目 

为了改善环境状况和能源状况并且既生态又经济地考虑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过去

的数年中博世革实施了很多项目。下面为项目摘要： 

 制革工业废水的分流处理-保护皮毛并且因此降低污泥积压。 

 通过 O2 探测和双污水处理设备的新型控制可以使能源需求降低 30% 。 

 在费尔德巴赫基地安装光伏设备  

 从污水中获取和使用沼气 

 在废水中降低盐质 

 通过调整干燥隧道提升能源效率 

 施行一种新型污水排放系统 

 机油燃烧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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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增加回收利用从而降低废弃物 

 较精确的控制投入量和措施，降低污水排放 

 优化污水处理工艺，保证工艺安全 

 施行实验室污水处理设备，审核所使用点的相容性还有关于废水清洁的审核 

 回收木质调色板和 IBC 容器 

 

                              位于费尔德巴赫的污水处理设备 

 

博世革未来的目标是： 

 废水热量回收 

 调整排放系统，继续节省能源消耗 

 废水中继续降低废弃染量 

 色染时“短浮”的可操作性研究 

 绿色去肉和提升脂肪效益 

 继续减少废弃物 

 为了“绿色”未来不断改善并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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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企业外部项目 

工作循环 BAT-文档 

博世革公司在国内的工作团队参与审核欧盟制革工艺的设备规范的 BAT-文档。从中可

以获悉，分支的技术情况并且以后会在所有企业负责的文档中继续保持。 

 

ÖWAV – 检验和监测方法 

博世革研发出了表面张力的规范性的检验和检测方法。这种检测方法介绍给了奥地利

废水和废弃物经济联合会，并得到了认可而且作为工作的辅助介质。这样就为表面张

力-检测的领域提升了法律保障。 

 

污水处理设备邻居 

污水处理设备邻居是一个用于区域内的地方和工业污水处理设备的信息交流平台。目

的是提升质量，交流信息，新闻和问题解决方案。每半年集中一次，每次都由另外的

污水处理设备来组织。 

 

ARGE -审核制革工业的废水排放规定 

博世革通过代理参加上述规定的审核，在这件事情上基础是“BAT-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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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天使 

蓝色天使是于 1978 年在德国给予的环境保护称号，特别是环保型的产品和服务。 

 

REACH 

Reach 是一个欧盟化学产品的规定，为“化学产品的注册（Registration），评估

（Evaluation），授权（Authorisation）和限制（Restriction）”的首字母缩写。这意味

着，博世革的所有产品都要具备统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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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责任 

博世革自视为社会的一份子并通过商业活动不断地和人们进行交流。首先在我们所营

业的区域，我们想积极地展示我们的责任以及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我们主要是对有心

脏疾病的人们提供人道主义帮助。此外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对博世革公司所分支地点的

广大区域提供公共设施和项目，以期能够在将来让当地的人们受益。 

 

 

圣诞节捐赠行动 

社会责任心，特别是圣诞节期间，博世革公司很久以来就特别重视。每年博世革公司

都会以圣诞节捐助行动的形式对处于困难中的无辜人们给予经济资助。来自博世革公

司所在地及其子公司所在地地区的人们会首先得到资助。 

事例: 

为贫困家庭提供财务援助 

2016年年本公司再次捐款援助了东南欧地区施蒂利亚州的贫困家庭。基于保密原因对

相关的名字，照片及单个的实际情况不再描述。相关捐赠的选择和分配由东南施泰尔

马克的地方主事社会机构进行。这样可以保证，捐赠资金能够到达真正有需要的人的

手中。 

  



 
 

 

  第 24 页 /共 28 页 

贡献和资助 

但是不仅仅在圣诞节能够看到博世革所付出的社会责任，为别人和企业做善事。同时

很多年里博世革也为诸如公共医院，学校，幼儿园，公共设施，救助机构，文化事业

提供了金钱和物资援助包括其它援助框架内的相关支持。 

一些举例： 

BOXMARK捐款给抵达境内的难民 

曾汇款 5000欧元给捐赠组织“给我你的手”。 

 

BOXMARK捐款赞助了节日庆典“摇滚边界”（Rock an der Grenze） 

节日庆典的收益捐给了位于耶内尔斯多夫（Jennersdorf）的特蕾莎修女协会。 

 

 

BOXMARK捐款赞助了博格费尔德巴赫（BORG Feldbach）学校音乐剧 

BOXMARK赞助学校音乐剧“Piccolo Grande Amore” - 意大利语咆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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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斯克马克为小学新生捐助了安全服装。 

Cirkovce 小学和 Kidricevo 小学的新生拥有了安全背心和棒球帽 

    

 

博世革对位于 Varazdin 的医院给予了资助 

用资助的资金购买了现代的医用设备。 

 

 

BOXMARK 捐款赞助了瓦拉日丁（Varazdin）的协会 „Nasa djeca“（我们的孩子） 

这笔钱用来帮助了一个男孩购置一张骨科床和一个女孩购买一张特殊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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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MARK 捐赠给"Autismus Pogled“（专为帮助自闭症儿童）组织 

在网球赛事的范畴中为孩子们进行募捐活动，使其得以在健身房艾顿（Aton）做感官

练习。这些孩子们用手工制作了一个奖牌以表达对 BOXMARK的感谢之意。 

 

 

鼓励新人成长 

对博世革公司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推动和鼓励新人的成长。比如赞助的体育协会

就是教育年轻人成长体育的协会。 

一些举例： 

BOXMARK赞助了足球学校考夫曼（Kaufmann）的足球训练营 

这一年一度的训练营很受孩子们的欢迎。 

   

 

BOXMARK赞助在瓦拉日丁的中学生购置运动装 

这些学生代表克罗地亚出席在法国举办的"年轻男孩"级别中的欧洲足球锦标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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