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一串令中国奶粉行业蒙羞的数字：截止 2008 年 9 月 16 日，根据国家质

检部门公布的对全国 109 家婴幼儿奶粉企业 491 个批次产品抽查的结果显示，

有 22 家企业的 69 个批次产品被检出不同含量的三聚氰胺。这一结果令人震惊，

也把三鹿奶粉事件引向更深的思考。 
奶粉与婴幼儿的健康成长密切相关。这些“毒奶粉”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置行

业的道德底线于不顾，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为儿戏，把行业自律、社会诚信、

健康常识抛到九霄云外，如此大胆的造假、如此公然地作孽，不仅是对好不容

易成长起来的乳制品自主品牌的重大伤害，也是对奶粉行业质量监管的刺痛。

一个行业的成长壮大要历经千辛万苦，毁掉它有时却易如反掌。当权威部门

发布上述信息的时候，有多少孩子的父母忧虑重重，有多少消费者对曾经信赖的品牌产生

疑虑，又有多少食用了相关品牌奶粉的孩子经历着身心煎熬，有多少遵纪守法的企业跟着

蒙羞，行业的公共形象毁于一旦。 
这次的事件让我们想到，企业必须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一个有良知的企业，在考

虑自己的商业利益之外，更应该考虑消费者的利益，公共影响和社会责任；否则只能自食

苦果。 
个人诚信、企业诚信、行业诚信，都是社会诚信的基本单元，这次的奶粉事件，以极

不自重的方式给整个社会诚信抹了黑，给社会公众心理造成了痛苦，给本已脆弱的诚信体

系当头一棒。一些食品企业频繁造假的事实让我们思考，让我们呐喊，如果我们的社会是

一个缺乏诚信的社会，那么我们还有什么信念和勇气生活下去？我们只能说，没有诚信基

石，难成百年大业。 
树立诚信是每个人的责任，他们做不到，我们自己要做到，用每个人诚信汇集成集体

的诚信，这样，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 
本稿发时，河北省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已被免去党内职务，其市长职务也已进入人大罢

免程序，河北三鹿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田文华被刑事拘留，目前河北警方已对相关涉案人

员采取强制措施 22 人。 
奶粉事件法律索引： 
生产销售有毒害食品罪  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  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

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造成严重食物中毒

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

危害的，依照本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处罚。 
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节选)：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

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

产。 
《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不    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

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 疾患，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或者在生

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 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实施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而为其提供贷款、

资金、账号、发票、证明、许可证件，或者提供生  产、经营场所或者运输、仓储、保管、

邮寄等便利条件，或者提供制 假生产技术的，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员工职业道德准则是员工职业道德方面的行为准则，是告诉员工

什么行为可接受、什么行为不可接受、以及遇到不正当行为应该采取的行
动。此准则要求管理层必须以身作则，严格贯彻执行。所有违反此准则的
行为都将予以相应惩罚和处分。

本准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利益冲突
每一个员工都有责任将公司利益放在第一位，避免私人利益与公

司利益的冲突。
2.   合法性
公司承诺在进行业务时是抱着诚实和诚信原则，并遵循所有适用

的法律和规章制度。
3.   及时向指定人员报告或检举揭发违规事项
员工有义务对所发现的关于会计、内部控制或审计等的违反法律、

规章制度或行为准则的问题，向公司报告。发现任何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
律、规章制度或行为准则，应迅速向董事会等相关机构报告。对检举人应
当建立保密制度，包括匿名保护。

4.   遵守道德准则的责任
明确员工必须遵守道德准则。对违反准则的人员建立惩罚机制，

甚至解雇或免职。
5.   公司机遇
禁止员工通过利用公司财产、信息或职位为自己或其他人牟取商

业机遇。
6.   保密
机密信息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公司建立相应政策保护机密

信息，包括（a）属于公司商业性机密信息（b）属于非披露协议下的信息。

每一个员工在入职后应执行保密协议和保护公司知识产权。员工即使在终
止雇佣之后，仍然有义务保护公司的机密信息。

7.   公平交易
每一个员工都应该努力去公平对待顾客、供应商、竞争者、公

众，并遵循商业道德规范。为了获得业务而主动提供贿赂、回扣或其他大
额诱惑等都是不适当的。与业务相关，偶尔赠送非政府雇员的价值较低的
商业礼物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未得到公司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赠送商
业礼物给政府雇员是不允许的。员工代表公司购买商品应遵循公司的采购
政策。

8.    公司资产的保护及恰当使用
每一个员工必须保护公司资产，包括实物资源、资产、所有权、

机密信息，避免损失、失窃或误用。任何怀疑的损失、误用或失窃都应该
报告给经理或公司管理部。公司资产必须用于公司业务，符合公司政策。

9.   提供全面、公正、正确、及时、可理解的财务报告及其披露

事项
因为公司必须提供完整、公正、及时和可理解的财务报告及其披

露事项，并存档或呈交给董事会以及公共传媒，所以每一个员工都有责任
保证会计记录的准确性。管理层必须建立和保持适当的内控，遵循公司已
有的会计准则和流程，保证交易记录的完整和准确。禁止干扰或不正当的
影响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提供给审计和定期向董事会的报告，应证实会计
记录和报表受控，能够保证准确性。

北京奥运走过了16天的光辉历程，中国也取得了金牌总数第一的空前的成功。基于此，2008年北京奥

运会已经给中国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奥运遗产，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首先，中国获得了最为宝贵的奥林匹克的精神遗产。来自各国的运动健儿，在他们印证“更快、更高、

更强”的竞技中，所爆发出来的奋力争先向上的欲望和与此相辉映的高超的技艺，给了人们以难以忘怀

的美好记忆。运动员们的汗水和泪水，成功和挫折，牵动着每一位观众的心。赛场上下，场馆内外，人
类同呼吸、共命运的事实得以生动而浓缩的呈现。全球青年朝气蓬勃的，永无止境的挑战极限和探索未
知领域的勇气和能力也得以充分的彰显。奥运会所力求体现的人类团结、友谊、和平、公正的理念再一
次得到了强化和升华。
其次，世界各国人民因奥运而有了亲临北京，零距离感受和了解中国的良机。文化传统的差异，距离

的遥远，国界的阻隔，经济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不同，给国家、民族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制造了
诸多的不便，猜疑和误解因此而滋生积累——然而百闻不如一见，置身中国大地，享受16天的奥运盛

会，直接与最普通的中国人直接沟通，感受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虽然并不能指望仅仅通过洋溢着节日
气氛的北京等城市，就能全面认识中国。也不可能将短短的半个月内消除所有误解而建立信任。但目睹
一个生机勃勃，竭尽全力办好奥运的东道主；领略了中国首都古老文明和现代化交融的别样风景；呼吸
着曾经被歪曲的首善之区的空气；切身感受中国社会的现状和人们的精神面貌，无疑将大大有助于廓清
事实、化解心中的误解、隔阂和戒备，顺利抵达中国人所寄望的友好相处、和谐与和平的新阶段、新境
界。
而物质上的遗产更为具体而庞大，北京焕然一新的城市面貌，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特别是以鸟巢、

水立方为代表的具有世界最高水平的奥运场馆群，势必将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不
但为北京市民带来更优质的公共设施，也会对中国的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良好的推广
作用。
面对这笔丰厚的奥运遗产。有效的规划，切实的执行，让奥运遗产惠及每一个曾经为奥运出钱出力的

国人，造福中国，是善用这一笔沉甸甸且来之不易，凝聚了全国人民血汗的奥运遗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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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中国向锅炉销售业绩不断上
涨。 8、9月份，中国向许多项目的锅炉交

货期十分紧张，特别是上海半岛项目。为
了保证公司信誉，ST综合组立组，夜以继

日，以最快速度完成了该项目的综合组
立，保证了最快的出荷纳期。

（本报编辑 ：张敏）

08年8、9月份ST综合组立

（本报编辑 ：陈亮）

No       问题 问题分类 责任部门 整改要求 

1 《QC 手册》第 6 章 

对材料控制的要求仍有不完善地方 

质保体系 

文件 

周强 增加相应控制程序文件 

2 《QC 手册》第 8 章 

对焊接试板及焊接返修 

未详加描述 

质保体系 

文件 

周强 增加试板及焊接返修描述 

3 《QC 手册》第 15 章 

缺少一次交检合格率统计 

质保体系 

文件 

周强 增加 

4 《业务规定》中‘设计管理’ 

程序不完善 

质保体系 

文件 

周强 增加支持文件 

5 使用的‘标准清单’系旧版本 标准化 技 术 开 发

部 

需更新 

6 ST 锅炉（中国向）平封头 

缺少‘监检报告’ 

材料控制 业务部 今后受压封头必须有‘监检报

告’ 

7 供应商评价中有被评为‘差‘的，但

仍由其供货 

供应商管理 业务部 评价为‘差‘的必须取消其供

货资格 

8 合格供应商中有资质过期的 供应商管理 业务部 资质过期必须停止供货 

9 ST 锅炉（中国向）36 个平封头、材

料支给时已刻印，但入社验收时却完

全不按刻印追踪 

材料标识 品管部 刻印目的即为追踪，因此必须

以刻印内容为准 

10 ST 锅炉（中国向）36 个平封头、共

用一个合格证 

质保书管理 品管部 需保证每台锅炉产品均有相应

的部品合格证 

11 更换胶片后，未重新绘制‘曝光曲线’ 无损探伤管

理 

品管部 需增加‘富士’胶片的‘曝光

曲线’ 

12 底片保管中有未加‘隔纸’而使胶片

间直接接触 

无损探伤管

理 

品管部 需增加 

13 检验及试验中有未计入试验条件的 理化试验 

管理 

品管部 需增加 

14 部品合格证不统一、不易保存 质保书管理 品管部 重新进行文件整理 

保证：易存、易查 

15 尺寸检测后有缺少记录的 检验管理 品管部 需增加 

16 PQR 报告中未将相关记录计入 焊接管理 生产部 需改正 

17 电焊机： 

1） 个别的缺少电流表 

2） 有未对电流表进行检定的 

设备管理 生产部 需增加 

18 法律意识及质量意识还需提高 

需时时了解新法规的颁布 

法律意识 

法规学习 

全员 加强学习 

 

2008年9月17-19日，

由中国特检院法规部副部
长张军为组长的‘A级锅炉
许可’换证评审组对EQ进

行了换证评审，审查中共
发现18个问题，详细见下

表。
周强总工针对问题，

提出了详细的整改意见。

※ 2008年10月23-25日首届"中国国际循环经济成果交
易博览会"在中国青岛举行为期三天的技术成果展览.
以"创造循环型社会为目标"的青岛荏原,携北京环境工
程、胶南荏原将循环经济技术项目（ICFB内循环流化
床锅炉、TIF垃圾焚烧炉、HPCC炉排炉等）就再生资

源回收利用、环保等方面技术成果进行展示及宣传，
并在博览会获得诸多行业的认可及赞扬。

※2008年10月24-25日,日本荏原总部内部统制室加藤、野上等一行4人对青
岛荏原内部控制建设情况进行全面(财务,全社,IT)调查评价.调查组审查结束
后指出青岛荏原应加强风险和资产评估等方面的管理,并指明内部控制是全
社每一位员工的责任和义务,所有员工应主动参与和配合内部控制工作。

清洁生产包含了两个全过程控制：生产全过程和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全过程。对生产过程而言，清洁生产

包括节约原材料和能源，淘汰有毒有害的原材料，并在全部排放物和废物离开生产过程以前，尽最大可能减
少它们的排放量和毒性。对产品而言，清洁生产旨在减少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过程中从原料的提取到产品的最
终处置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清洁生产思考方法与前不同之处在于：过去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时，把注意力集
中在污染物产生之后如何处理，以减小对环境的危害，而清洁生产则是要求把污染物消除在它产生之前。根

据经济可持续发展对资源和环境的要求，清洁生产谋求达到两个目标：
(1)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代用，二次能源的利用，以及节能、降耗、节水，合理利用自然资

源，减缓资源的耗竭。
(2)减少废物和污染物的排放，促进工业产品的生产、消耗过程与环境相融，降低工业活动对人类和环境

的风险。

内部控制长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