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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资公司及办事处 控股公司
◆�⻘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印度尼西亚中苏拉威西省摩洛哇丽县中国印度尼西亚综合产业园区⻘⼭园区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丰城市资源循环利⽤产业基地
◆�福安⻘美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福建省宁德市福安市湾坞镇半屿村
◆�蜀⾦属有限公司
地址：⾹港皇后⼤道东183号合和中⼼54楼
◆�武汉三永格林美汽⻋零部件再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翔⻜路
◆�格林美（武汉）新能源汽⻋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翔⻜路���
◆�河南沐桐环保产业有限公司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产业集聚区华梁路九号
◆�格林美（深圳）循环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东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格林美循环经济产业园
◆�湖北鄂中再⽣资源⼤市场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市东宝区牌楼⼯业园
◆�湖北江河⽣态治理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淮安繁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淮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承德南路�266�号（淮安软件园）6�幢
◆�武汉格林美城市矿产装备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翔⻜路
◆�湖南格林美映鸿资源循环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经济开发区向红⼯业园

环境、减碳、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报告
100%再⽣纸印刷 �致敬绿⾊低碳新时代

国 家 城 市 矿 产 ⽰ 范 基 地
国 家 ⽣ 态 环 境 科 普 基 地
国家循环经济教育⽰范基地

地址：湖北省荆⻔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泰兴市滨江北路8号
◆�格林美（⽆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锡市新吴区硕放新东安路50号��
◆�格林美（武汉）动⼒电池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翔⻜路
◆�格林美（⽆锡）新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锡市新吴区硕放新东安路50号��
◆�格林美（浙江）动⼒电池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余姚经济开发区滨海新城曹娥路20号���
◆�格林美（天津）动⼒电池回收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循环经济产业区⼗号路9号
◆�荆⻔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仓埠街毕铺村翔⻜路
◆�江西格林美报废汽⻋循环利⽤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丰城市⼯业园区丰源⼤道
◆�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天津⼦⽛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号路9号
◆�武汉城市圈（仙桃）城市矿产资源⼤市场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仙桃市⻓埫⼝镇⻓⻘路1号
◆�格林美供应链管理（上海）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普陀区中⼭北路2550号物贸⼤厦28楼C座
◆�荆⻔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荆⻔市掇⼑区荆襄⾼速以东、⽩庙街办花⽵村三组泉塔⼭

◆�格林美（北京）环境产业战略研究中⼼（/ 北京）国际商务中⼼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都体育馆南路6号新世纪⽇航饭店1910室
◆�⻓沙办事处
地址：湖南省⻓沙市岳麓区⾦星北路⼀段22号恒晟商厦A栋702.703室
◆�韩国办事处
地址：韩国釜⼭市海云台区Centum东路99号

◆�格林美（郴州）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经济开发区柏林⼯业园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参股公司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具有限公司
地址：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霞阳镇颜家村
◆�浙江德威硬质合⾦制造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芙蓉⼯业区
◆�扬州宁达贵⾦属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宜陵镇⼯业集中区1号路
◆�深圳市本征⽅程⽯墨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东省深圳市坪⼭新区锦绣西路2号四楼
◆�储能电站（湖北）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荆⻔市⾼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回收哥（武汉）互联⽹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道77号光⾕⾦融港A3栋14楼������

www.gem.com.cn



董事⻓寄语��

格林美在⾏动！

2013年7⽉22⽇上午，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视察了格林美武汉公司电⼦废弃物绿⾊
处理⻋间。习总书记⾼度肯定格林美，
并现场指⽰：

“变废为宝、循环利⽤是朝阳产
业。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把垃圾
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既是科学，也
是艺术，你们要再接再厉！”

001�/�002

习总书记嘱托

把垃圾资源化，�
化腐朽为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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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寄语

我们很开⼼，我们在废物循环⽅⾯的⼯作获得了中国国
⺠的⼴泛尊重，被中国政府认定为向全球开放的国家级循环
经济⽰范模式，并获得了全球同⾏的认同。

我们坚持与全球企业合作构建绿⾊产业链，拒绝使⽤不
绿⾊的产品，拒绝使⽤不符合全球社会责任的产品及原料，
与⼈类共命运，做地球的绿⾊公⺠！

开采城市矿⼭，发展新能源材料，全⼒推进碳减排与碳
中和！

格林美⾼度认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并积极实施“碳
中和”活动，遵循“⽣态优先、绿⾊发展”的新发展理念，通过
建⽴资源的循环利⽤模式和发展新能源材料来践⾏这⼀⽬
标。20年来，格林美基于“资源有限，循环⽆限”的产业理念，
⼀直勤奋努⼒，快速在中国建设废物循环⼯⼚，尽可能多地
处理废物，演绎与废物产⽣赛跑的传奇。我们在中国11省市
建设了16个资源循环⼯⼚，覆盖中国900万平⽅公⾥，与近
5亿⼈建⽴了废物处理的合作关系，每年处理废物总量达到
500万吨以上。

未来，我们将继续努⼒，通过在全球范围建设绿⾊低碳
的资源循环⼯⼚，发展绿⾊材料技术，为有效利⽤资源、能源
和减少温室⽓体排放、构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企业的
绿⾊贡献。

循环再⽣，造福⼈类，得道多助！

003�/�004

许开华� 教授、格林美创始⼈

国家循环经济领域咨询专家

冶⾦学、化学、材料学教授/博⼠后指导⽼师

35年⾏业研究、教学与产业化经历

国家电⼦废弃物循环利⽤⼯程技术研究中⼼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

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2010年、2018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咨询专家

格林美在⾏动！ �董事⻓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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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源于⼀个绿⾊的梦想 ⼆、变废为宝�循环利⽤�谱写世界废物再⽣的产业传奇

成⽴时间
2001年12⽉28⽇

于深圳成⽴

股本
47.84亿股

上市信息
2010年1⽉登陆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002340

年营收额
124.66亿元

职⼯⼈数
5,129⼈
截⾄2020年12⽉31⽇

主营业务
废旧电池回收与
动⼒电池材料再造业务、
钴钨回收与硬质合⾦制造业务、
电⼦废弃物循环利⽤业务、
报废汽⻋回收业务、
环境治理服务

7个电池材料再制造中⼼

6个电⼦废弃物绿⾊处理中⼼

7个报废汽⻋回收处理中⼼

3个动⼒电池综合利⽤中⼼

3个废塑料再制造中⼼

3个危险固体废物处理中⼼

2个硬质合⾦⼯具再制造中⼼

5个废钢加⼯配送中⼼

把垃圾资源化��化腐朽为神奇
格林美的产业实践证明：

中国资源可以靠循环主流配置

005�/�006格林美在⾏动！

第⼀章�
关于格林美��

废旧电池回收量
占中国报废总量

10%
电⼦废弃物回收量
占中国报废总量

10%
报废汽⻋回收量
占中国报废总量

4%

钴资源回收量
超过中国原钴开采量

100%
镍资源回收量
占中国镍资源开采量

6%
钨资源回收量
占中国原钨开采量

5%

四氧化三钴
占全球市场

20%
超细钴粉
占全球市场

40%
三元动⼒电池前驱体材料
占全球市场

15%



三、格林美企业⽂化

007�/�008格林美在⾏动！

第⼀章�
关于格林美��

资源有限�循环⽆限

理念

让世界循环起来

使命

愿景
开采城市矿⼭�
创建世界的
绿⾊低碳⼯⼚�

价值观
消除污染�
再造资源�
造福社会



四、格林美发展历程

009�/�010格林美在⾏动！

第⼀章�
关于格林美��

2004年10⽉，格林美荆⻔园区⼀期⼯程超
细镍粉⽣产线建成

2007年7⽉，格林美荆⻔园区⼆
期⼯程超细钴粉⽣产线建成

2002�

2004 2009 2010.1 2016 2019

2007 2010 2018 2020

2002年4⽉29⽇，⼊驻深圳市
宝安区桃花源科技创新园

绿⾊处理线建成

2009年10⽉，格林美荆⻔园区三期⼯程
国内第⼀条流程化电⼦废弃物

从荆⻔出发，开始全国布局，构
建核⼼循环产业群

深交所A股上市

2015
2015年11⽉19⽇，格林美与韩
国ECOPRO签署⻋⽤动⼒电池
材料合作协议

2016年10⽉12⽇，并购蜀⾦属（
SHU� POWDERS）成为全球最⼤钴
粉制造商

2018年9⽉28⽇，格林美与⻘⼭实业、邦普
循环（CATL控股）、印尼IMIP、⽇本阪和兴
业携⼿共建印尼镍资源⽣产电池原料产业
园，绑定资源与核⼼市场

⾼镍产品进⼊国际供应链

产品研发阶段 产业化阶段 布局全国阶段

⾛向世界�

启动格林循环分拆上市
打开双资本通道



韩国办事处

韩国�
Ecopro�GEM

印尼⻘美邦

格林美南⾮
德班园区

内蒙古内蒙古内蒙古 北京北京北京

天津天津天津

扬州扬州扬州
泰兴泰兴泰兴
⽆锡⽆锡⽆锡

宁波宁波宁波

温州温州温州

福建福建福建

江西江西江西

株洲株洲株洲

深圳深圳深圳
⾹港⾹港⾹港

郴州郴州郴州
新化新化新化

仙桃仙桃仙桃
武汉武汉武汉

⼭西⼭西⼭西

河南河南河南

⻓沙⻓沙⻓沙

荆⻔荆⻔荆⻔

五、携⼿世界�服务全球�发挥世界绿⾊发展社会责任

格林美⽴⾜中国，携⼿世界产业链上下游，服务全球客⼾。⼗九年来，格林美⼀直践⾏“资源有限,循环⽆限”的产业
理念，潜⼼开发先进的循环技术，不断扩⼤废物处理规模，构建了废旧电池与钴镍钨稀有⾦属废弃物循环利⽤、电⼦废弃
物循环利⽤与报废汽⻋循环利⽤三⼤核⼼循环产业群。格林美循环产业贯通中国，覆盖⼴东、湖北、湖南、江西、河南、⼭
西、内蒙古、浙江、江苏、天津、福建⼗⼀省与直辖市，纵横3,000公⾥。年处理废物总量500万吨以上，与5亿⼈建⽴废物处
理合作关系。辐射世界，投资南⾮、印尼、韩国，创造中国企业对接“⼀带⼀路”倡议的绿⾊产业模式，积极参与新能源产业
合作，为世界新能源提供源动⼒，绿⾊梦想站稳百亿新平台。

011�/�012格林美在⾏动！

第⼀章�
关于格林美��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
（416名）

中国制造业⺠营企业500强
（357名，上升12位）

格林美在⾏动！

第⼀章�
关于格林美��

主要奖项与荣誉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湖北省⾼价值专利⼤赛⾦奖

2020年
6⽉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

2020年
3⽉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416位）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中国制造业⺠营企业500强（357位）

2020年
9⽉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绿⾊创新奖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态环境科普基地

2020年
11⽉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信部制造业单项冠军
全国⼯商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营企业�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格林美（⽆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新能源汽⻋废旧动⼒蓄电池综合利⽤⾏业规范条件

武汉城市圈（仙桃）城市矿产资源⼤市场有限公司
废钢铁加⼯⾏业准⼊条件企业

2020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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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绿⾊创新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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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坚克难战疫情
打赢国际市场与经营稳定保卫战



⼀、精准施策�疫后振兴�循环产业站稳⾼质量百亿新平台

⼆、抢滩资源�保障供应�多渠道维护战略原料安全

为匹配格林美作为全球⽤钴⼤⼾的流量，与嘉能可延⻓钴原料供应期限，保证未来⼗年钴资源供应；与TELF签署钴
中间品⻓单，保证供应链多元化。果断与第⼀量⼦签署⻓单，与⼒勤资源签署8年⻓单供应；加速推进印尼镍资源项⽬和
动⼒电池回收，为未来公司镍资源的保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格林美&⼒勤资源下属公司HPAL战略采购协议签约仪式

三、牵⼿巨头�主流供应�新能源材料国际供应链地位稳步提升

2020年，三元前驱体批量稳定供货LGC，全年出货LGC1,700余吨，并与优美科、韩国POSCO、LGES等联合研发多款⾼镍
产品，多款7系、8系、9系⾼镍产品通过客⼾论证，进⼊商⽤化；掺杂⾼质量四氧化三钴全⾯量产，成为⾏业主流产品，夯实了四
钴在⾏业的核⼼地位；四氧化三钴扩容与战略市场突围，产能扩⼤到25,000吨以上，与厦⻔钨业等钴酸锂头部企业形成战略
合作关系，为2021年业绩增⻓打下坚实基础。

格林美全球知名客⼾

015�/�016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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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货41,450吨 维持世界前三的位置
NCA9系超⾼镍产品出⼝量超过

18,000吨
同⽐增⻓超过

35%三元前驱体

全年总拆解量
802万台/套

同⽐增⻓
33%

占全国拆解量的
10%以上电⼦废弃物��报废汽⻋ 资源化利⽤17.5万吨

⻘⼭实业 ⽐亚迪

嘉能可

⼭特维克富⼠康

优美科

三星SDI CATL

ATL

ATL

容百科技

ECOPRO

中国五矿

厦⻔钨业

LGC

四氧化三钴 出货15,429吨 同⽐增⻓54% 位居全球第⼆ 超细钴粉 出货3,691吨 维持稳定

同⽐增⻓16%

美国肯纳⾦属 三菱材料



四、动⼒电池回收三分天下�获得世界认同

2020年，格林美持续打造动⼒电池全⽣命周期价值链，动⼒电池回收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实现三分天下战略⽬标，
成功与国际头部⻋企⼤众、戴姆勒奔驰、丰⽥、⻓安汽⻋、蔚来汽⻋、威⻢汽⻋、⼩鹏汽⻋等达成战略合作。全集团占据《新
能源汽⻋废旧动⼒蓄电池综合利⽤⾏业规范条件》企业名单共三席，居全国之⾸。格林美独到眼光的前瞻布局和扎实规
范的产业基础得到充分验证。

2020年11⽉，保尔森基⾦会通过第⼀财经向全球直播“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颁奖典礼。格林美的“城市废旧电池回
收利⽤创新模式”项⽬从百余项⽬中经历初审、评委现场审核和外籍评委远程视频答辩等严格评选，最终作为国内唯⼀
代表企业荣获2020年度“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绿⾊创新奖”！

五、城市矿⼭业务逆势飘红�再创新⾼

017�/�018

报废汽⻋资源化利⽤17.5万吨

同⽐增⻓超过16%

六、新能源材料技术与质量持续引领⾏业

·�三元⾼镍前驱体材料磁性异物含量全⾯控制⾄2ppb以下⽔平；

超⾼镍、低钴、⽆钴、核壳与四元前驱体技术获得突破

·�部分⾼镍/超⾼镍产品通过⾏业头部企业论证；
·�Ni含量达到96%的超⾼镍低钴（含钴1.5%）前驱体实现商⽤化；
·�NCM91多晶、NCM90单晶与NCMA四元前驱体中试认证通过，客⼾进⼊量产品吨级认证阶段，全⾯领跑世界⾏业；
·�NCM811正极材料均获得客⼾论证，推动⽆锡园区迈⼊⾼镍材料制造阶段；

·退役动⼒电池剩余寿命快速判断与梯级利⽤研究引领⾏业发展；
·�搭建氢燃料电池催化剂研发平台，制备出⾼载量Pt/C催化剂，性能与商⽤催化剂活性相当。

新能源材料的关键质量指标全⾯提升

·�公司前驱体全⾯实现ppb级管控；

·�掺杂系列四钴技术全⾯突破，各项产品全⾯通过主流客⼾论证；

·�⾼端前驱体产品质量管控在2020年超越韩国同⾏，对标⽇本同⾏。

2020年6⽉，针对全球新能源⾏业的技术迭代速度，针对全球新能源⾏业⾎⾬腥⻛的竞争格局⼤调整现实，集团前
瞻性提出了“技术与质量迈⼊⾏业⽆⼈区”⽬标。集团围绕三元前驱体、四钴、废塑料⾼值化利⽤、稀缺资源利⽤与城市矿
⼭业务振兴等，实施了系列创新活动，取得⼀批⾏业先进的创新成果。

绿⾊创新类别�
Green�Innovation��

年度⼤奖
Winner

城市废旧电池回收利⽤创新模式
City�Waste�Battery�Recycle�and�Reuse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GEM（WUHAN）URBAN�MINE�RECYCLING�
INDUSTRIAL�PARK�DEVELOPMENT�CO.�LTD

七、业务整理��推动公司价值⼤幅提升

2020年，围绕提升公司价值，推进业务升级，公司实施了电⼦废弃物业务分拆整合、城市矿⼭料场业务垂直整合、三
元材料垂直整合、动⼒电池回收业务垂直整合、环境治理业务垂直整合，促进各业务板块实施“市场统⼀、研发统⼀、管理
统⼀、核算统⼀、⼈才统⼀”的五个统⼀管理战略，⼤幅提升创新效率、⽣产效率与管理效率，拉响集团业务升级与价值升
级之战。

2020年电⼦废弃物业务分拆上市历程 8⽉

启动分拆上市

10⽉�

引⼊战投资本

11⽉�

完成股份改制

12⽉�

江西证监局
出具辅导备案函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荣获保尔森可持续发展奖（绿⾊创新奖）

2020年，在格林美武汉主⼒园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下，城市矿⼭业务⼤幅提⾼回收数量，优化盈利模式，新增客
⼾150余家，与东⻛、武钢等⼤型企业建⽴了上下游回收合作关系。报废汽⻋综合利⽤17.5万吨，约87,500辆，同⽐增⻓
超过16%。

2020年12⽉10⽇，格林美参股公司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具股份有限公司（688308.SH）在科创板上市，上市⾸⽇股
价涨幅超过75%。

城市矿⼭料场业务的垂直整合，实施了7个报废汽⻋园区业务的统⼀规划与协同管理，打通了南北⼤料场协同通道，
迈向振兴再⽣资源⼤战略快速通道。推动三元材料的垂直整合，为三元材料的后续战略发展打开了通道。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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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四五

突破300亿

2020年12⽉10⽇，格林美参股公司株洲欧科亿数控精
密⼑具股份有限公司（688308.SH�）在科创板上市�，上市⾸⽇
股价涨幅超过75%。欧科亿是中国硬质合⾦⾏业第⼀家成功
登陆科创板的企业，拉开了公司产业链投资企业进⼊资本市
场的帷幕。

规
范
治
理
提
升
质
量�



⼀、2021年发展战略与⼗四五远景⽬标

021�/�022

业务简单化
利润⾼增⻓

聚焦发展新能源业务
产能释放，效益释放，捍卫世界头部地位

打赢镍资源保障战
加快完成印尼镍资源项⽬建设与投产运⾏，
积极谋划全球动⼒电池回收的⼤布局

创新突围
做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技术引领者，
昂⾸迈⼊⾏业技术与质量的⽆⼈区

城市矿⼭业务升级与规模升级
资源再⽣总量迈⼊千万吨级，推动资源

模式变⾰，让循环成为业绩增⻓极

1、2021年发展战略

2、⼗四五远景⽬标

开采城市矿⼭、发展新能源材料 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
开采城市矿⼭，发展新能源材料，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世界低碳产业的领袖级企业，对中国国⺠经济发展与

世界绿⾊发展产⽣积极影响，公司的品牌与价值受到全球尊重与认同。“⼗四五”公司销售收⼊突破300亿元、争创500亿
元，经营业绩让全球投资者⼼动。

1� 全⾯夯实公司在三元前驱体、四氧化三钴、动⼒电池回收领域的世界头部地位，为全球新能源的商⽤化提供关键材料
与动⼒电池回收服务，推动新能源汽⻋从“绿⾊到绿⾊”。

2025年，新能源材料的业务发展⽬标

4� 重⾦前瞻布局，在核⼼业务领域实施创新突围，做全
球竞争⼤格局中的技术引领者，昂⾸迈⼊⾏业技术与质
量的⽆⼈区。

5� � 携⼿上下游客⼾，让世界循环起来 与全球上下游头。
部企业建⽴绿⾊供应链伙伴关系，承担绿⾊使命，履⾏
绿⾊责任。

三元前驱体规模

达到 吨/年40万
四氧化三钴规模

吨/年3.5万
动⼒电池回收超过

吨/年25万
印尼镍资源项⽬

产能超过

/年10万⾦属吨

城市矿⼭年资源再⽣总量

超1,000万吨
电⼦废弃物与废塑料再造业务年销售收⼊

超40亿

⼤⽐例使⽤清洁能源
单位产值的排放强度降低50%

⼤规模利⽤循环废物
减少原⽣原料使⽤

全公司新能源汽⻋使⽤占⽐超过70%
全体员⼯积极践⾏使⽤新能源汽⻋

开展� 超⾼镍低钴、⽆钴、固态锂电⽤三元前驱体
富锂锰基电池⽤前驱体等关键技术的研究

新⼀代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的研究

开发� 废旧动⼒电池、新能源汽⻋、氢燃料汽⻋
智能拆解与⾼效资源化技术

新增� 核⼼技术发明专利500项以上
国家/⾏业标准50件以上

格林美在⾏动！

第三章�
规范治理�提升质量

2� 升级放⼤城市矿⼭循环利⽤业务的价值与规模，快速推进电⼦废弃物分拆上市与城市矿⼭业务的转型效益升级，年资
源再⽣总量超千万吨，成为推动中国资源变⾰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先锋企业。

3� 创建低碳产业⽰范园区，践⾏低碳消费，成为全球低
碳产业的领袖级企业。全⾯规划创建低碳⽰范园区的⾏
动⽅案，推动16⼤园区全⾯迈⼊低碳⽰范园区。

⼆氧化碳减排量
超过60万吨/年，推动碳中和

废塑料循环再⽣价值链
Waste�Plastic�Recycling�Value�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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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贫穷

2 零饥饿

4 优质教育

5 性别平等

6 清洁饮⽔和
卫⽣设施

7 经济适⽤的
清洁能源

8 体⾯⼯作和
经济增⻓

公司持续开展“⼀企帮⼀村”活动，
积极帮扶贫困员⼯及家属，疫情期
间承诺“不裁员、不降薪”，并开展
纾困活动。

增加⻝堂就餐点，改善⻝堂⽤餐环
境，提⾼饭菜质量，夏季⾼温期间发
放降暑⽤品和饮品等，做好员⼯及
家属的后勤保障。

公司持续开展爱⼼助学活动，资助
贫困⼤学⽣；在⾼校设⽴奖学⾦，奖
励优异⼤学⽣；设⽴格林美-中南⼤
学-印尼政府冶⾦⼯程硕⼠⾼级⼈才
培养班，培养冶⾦⾼级⼈才。

公司杜绝性别歧视，实⾏男⼥同
⼯同酬，保障⼴⼤⼥性员⼯合法权
益，增进⼥性福祉，并逐步提升⼥
性管理层⽐例。

公司运营污⽔处理⼚，对⼯业废⽔
和⽣活废⽔均妥善处理达标排放。

公司已经完全使⽤蒸汽、天然⽓替
换煤，并⼴泛采⽤光伏发电和⾃⾏
设计的储能电站，提⾼清洁能源使
⽤⽐例。

公司开采城市矿⼭，创造循环型经
济的可持续增⻓；严禁强制劳动、
雇⽤童⼯，为全体员⼯提供具有竞
争⼒的薪酬福利体系和晋升体系。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 开展项⽬

SGD�1
⽆贫穷

SGD�2
零饥饿

SGD�4
优质教育

SGD�5
性别平等

SGD�6
清洁饮⽔和
卫⽣设施

SGD�7
经济适⽤的
清洁能源

SGD�8
体⾯⼯作和
经济增⻓

3 良好
健康与福祉

SGD�3
良好健康与福祉

9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10 减少不平等

11 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

12 负责任
消费和⽣产

13 ⽓候变动

15 陆地⽣物

16 和平、正义与
强⼤机构

17 促进⽬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励全员创新，表彰创新成果，重
奖创新⼈才，搭建创新体系，保持
创新活⼒，推动创新发展。

公平公正对待海内外每⼀位员⼯，
不因年龄、性别、残疾与否、种族、
宗教信仰、经济地位对员⼯进⾏区
别对待，充分尊重和保障每⼀位员
⼯的⼈权。

公司⽀持全球新能源产业发展及
碳中和战略，产品⼴泛应⽤于清洁
能源领域。

公司实⾏全流程的清洁⽣产和废
弃资源循环利⽤，尽可能提⾼⽣产
过程中的⽔资源、能量以及其它化
学品的使⽤，减少废弃物排放。

公司设⽴碳减排战略研究与评价
⼯作⼩组，对开采城市矿⼭与发展
新能源材料业务进⾏碳⾜迹评价，
推进公司碳中和科技创新。

公司实施⼟地流转，推动乡村振
兴，开展了荆⻔⾰集河乡村振兴
⽰范与综合治理项⽬，维护和改
善农村⽣态环境。

持续完善公司管治，加强反腐败建
设，建⽴⾼效透明的治理体系。

公司和全球合作伙伴建⽴可持续
共⽣共赢关系，加⼊RCI强化绿⾊
钴供应链管理。

SGD�9
产业、创新和

基础设施

SGD�10
减少不平等

SGD�11
可持续

城市和社区

SGD�12
负责任

消费和⽣产

SGD�13
⽓候变动

SGD�15
陆地⽣物

SGD�16
和平、正义与

强⼤机构

SGD�17
促进⽬标实现的

伙伴关系

14 ⽔下⽣物

SGD�14
⽔下⽣物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开展项⽬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呼吁所有国家（不论该国是贫穷、富裕还是中等收⼊）⾏动起来，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

地球。⽬标指出，消除贫困必须与⼀系列战略⻬头并进，包括促进经济增⻓，解决教育、卫⽣、社会保护和就业机会的社会
需求，遏制⽓候变化和保护环境。格林美充分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为构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

确保健康的⽣活⽅式、促进各年龄
段⼈群的福祉。定期组织健康体检，
加强职业健康管理，倡导适量运动。

保护和可持续利⽤海洋及海洋资
源以促进可持续发展。不采⽤深海
填埋的尾矿处理⽅式，降低⼊海⼝
区域园区（格林美泰兴园区）废⽔
排放总量，保护海洋环境。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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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完善公司治理

1、三会运作合理规范

格林美始终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规规范运作。2020年，公司根据监管部⻔的最新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修订了《公司章
程》，通过不断完善有效的企业管治架构，提升公司治理⽔平，最⼤程度维护股东和投资者的利益。

2020年，公司共召开股东⼤会4次审议议案23项，董事会会议12次审议议案56项，监事会会议9次审议议案28项。

公司独⽴董事能够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职责，参与公司重⼤决策。全年对公司重⼤事
项发表独⽴意⻅10次，切实维护了公司整体利益和中⼩股东的利益。

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召开
股东⼤会 次4
审议议案 项23

召开
董事会会议 次12
审议议案 项56

召开
监事会会议 次9
审议议案 项28

独⽴董事
全年对公司重⼤事项
发表独⽴意⻅ 次10

025�/�026

2、保障投资者权益

公司严格遵守和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信息披露管理规定，积极履⾏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信息披露
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不存在选择性披露的情形，并主动接受市场和社会监督，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

2020年公司共发布⽂件211份（其中⻅刊公告118份，上⽹⽂件93份），多层次地反映公司经营动态，主要包括公司三
会决议、再融资、交易类别等。

投资者关系

2020年，公司共举⾏了6次公开的投资者调研活动，参会总⼈次近200⼈，其中，QFII类调研共计1次，来访机构包括
UBA�AM、Fullerton�Investment�Management、Allianz�Global、Invesco等知名海外投资机构�。

公司保持与股东的密切沟通交流，及时了解股东对公司的期望和要求，保证公司决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2013年
以来公司信息披露⼯作已连续七年获深交所综合考评A级评定。

信息披露

独⽴董事履职

公司独⽴董事在2020年度勤勉尽责，忠实履⾏独⽴董事职务，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对外担保、募集资⾦存放与使⽤
情况、会计政策变更、⾮公开发⾏、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情况，详实听取了相关⼈员的汇报。在董事会上发表意⻅、⾏使
职权，对公司募集资⾦使⽤、信息披露情况等进⾏监督和核查，对报告期内需要独⽴董事发表意⻅的事项出具了独⽴、公
正的独⽴董事意⻅，积极有效地履⾏了独⽴董事的职责，维护了公司和中⼩股东的合法权益。各位独⽴董事还深⼊公司现
场调查，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内部控制的建设及董事会决议执⾏情况，为公司经营和发展提出了合理化的意⻅和建议。

电话交流及互动易
公司2020年根据投资者关注的问题，回复互动易问题超过600个，解答投资者密切关
注的热点问题。

接待投资者调研
公司2020年举⾏6次投资者集中调研，近200⼈次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和投⾏、券商分析
师的来访，充分展⽰公司最新动态。

召开业绩说明会
1、召开年度业绩说明会⼀次，与投资者积极交流沟通。
2、参加2020深圳辖区“诚实守信，做受尊重的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投资者⽹上集体接
待⽇活动，对投资者关注问题进⾏积极回复。

参加投资策略会
公司2020年参加了⼆⼗余场由⾼盛、东⽅证券、东北证券等组织策划的策略交流会，
采取⼀对⼀、⼀对多的⽅式与投资者进⾏沟通交流。

信息披露 类别

公司制度、独⽴董事意⻅等交易类别

�19

93

再融资

�4

三会决议

�25

其他

70

公告类118份 ⾮公告类93份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职务状态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

潘峰 57 2.48万元

是刘中华 56 现任 12.91万元

吴树阶 59 12.91万元

是否在公司关联⽅获取报酬

男独⽴董事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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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投资者调研格林美（江苏）园区

3、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与提升质量专项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步提⾼上市公司质量的意⻅》和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关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会议
部署，切实履⾏上市公司规范发展主体责任，提⾼公司治理⽔平，实现⾼质量发展，有效监督检查公司经营规范情况，全
⾯提升公司规范治理⽔平，公司开展了�2020�年度经营经营规范化专项检查与提升治理质量⼯作。

4、按期履约，保障债权⼈合法权益

2020年，公司严格按照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提前做好债券兑付和付息资⾦安排。如期完成“16格林G1”的付息⼯
作，共付息2,235万元，并且按时完成了“17格林债”共计63,762万元的赎回和本息兑付⼯作、“12格林债”公司债券共计
75,547万元的到期本息兑付⼯作，保障了债权⼈的利益。

5、遵循平等、⾃愿、等价、有偿原则，合规披露关联交易
公司建⽴了《关联交易内部控制及决策制度》，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对关联交易进⾏审核，更多地站在投资者⻆度向市

场传递更有效的信息。报告期内，公司独⽴董事勤勉尽责，分别在第五届董事会第⼗⼀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
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次会议上从独⽴、专业的⻆度针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事前
认可及独⽴意⻅：公司关联交易均遵循了平等、⾃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有利于更好地实施公司的循环产业战略布局。公司合规披露关联交易得到了独⽴董事的认可。

6、完善内控机制，保障股东权益

2020年公司严格执⾏《公司法》、《证券法》、证监会及深交所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制定和完善《公司章程》及其他内控
制度，完善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和⻛险控制，规范公司运作⾏为。公司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
对运⾏环境和各项业务实施全⾯控制，加强⻛险防范。

充分发挥集团优势，整合资源，发挥集体决策、⺠主议事，保证决策精准、⾼效。

战略原料定价决策委员会

⾮钴镍辅料采购定价委员会

电⼦废弃物管理委员会及采购执⾏中⼼

集团采购招标平台

集团统⼀销售平台

提⾼上市公司质量规范治理⼤检查

供应商核查，淘汰不合格的供应商

⼯程现场⻅证，验收，强化决算，审减⼯程投资决算

反腐防腐，业务纪律检查

去库存控⻛险

设⽴ 开展

公司董事⻓许开
华教授参加深圳证监
局组织的《深圳辖区提
⾼上市公司质量⼤会》�
的动员会。

第⼀阶段⼯作圆
满完成，各检查⼩组均
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进⾏了详细说明，提
出了整改建议，并要求
限期整改。公司也根据
⾃查情况向深圳证监局
提交了《格林美股份有
限公司规范治理⾃查报
告及整改计划》�。

召集董监⾼、财务
部、� 内审部、证券部等
⼈员传达了会议精神，
并召集各业务板块管理
层分别在格林美武汉园
区、江西格林循环、格
林美泰兴园区、格林美
荆⻔园区召开五场动员
会，董事⻓许开华教授
亲⾃讲解本次专项核查
的意义、⽬的和要求，
并将证监局领导要求与
精神及时传达到基层。

开展2020年度经
营规范治理专项检查与
提升公司治理质量第⼀
阶段⼯作，董事⻓许开
华教授亲⾃出任格林美�
2020年度经营规范化
专项检查与提升治理质
量⼯作组组⻓。

�11�⽉�19�⽇ �11�⽉�21�⽇ �11�⽉�23�⽇ �12�⽉�25�⽇2020年

7、薪酬政策

决���策���程��序 董事和监事报酬与⽀付由股东⼤会确定，其中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监事，根据公司相关薪酬制
度以及具体职务领取报酬；⾼级管理⼈员由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根据年度绩效进⾏考核确定其年度
薪酬。

确���定���依��据 公司按照《公司章程》、《薪酬管理制度》等规定，确定董事、监事和⾼级管理⼈员的报酬。

实际⽀付情况 依据相关制度，按⽉发放。

项⽬ ⽅案 除权除息⽇

2018年度权益分派 2019年5⽉15⽇
以4,150,926,07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红利0.3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转增股本。

2019年度权益分派 2020年6⽉12⽇
以4,784,427,05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红利0.3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转增股本。

2020年度权益分派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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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4,783,522,25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红利0.15元（含税），

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转增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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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党委书记许开华教授上党课

格林美集团党委组织召开全体党员⼤会

2020年7⽉22⽇，格林美召开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格林美七周年庆典
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活动

四、党建强基�重塑奋⽃精神

2020年，格林美集团组织
全体党员认真开展各类党建活
动，“整顿作⻛，严肃党纪，维
护集团利益”的党员作⻛⼤整
顿活动。以党的纪律和党性为
标准，坚决保证“⾛好新时代⻓
征路，⾛好格林美的⻓征路”的
思想与精神保障。2020年⾯临
世界局势动荡与新冠疫情的重
⼤挑战，格林美集团党委带领
全体员⼯坚定不移跟党⾛，唱
响了格林美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抢复⼯⽣产赛道与疫后振
兴的英雄赞歌。

创新驱动�昂⾸迈向
技术与质量⾏业⽆⼈区

创
新
升
级
领
跑
⾏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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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从研发项⽬管理、技术创新奖励、科研⼈员培养晋升等⽅⾯营造创新氛围，激发创新活⼒。

公司先后投资近10亿元，建设了两个重⼤国家级研发平台，以全球⾏业⼀流的科技创新能⼒，引领世界、服务国家、
⽀撑⾏业，创新能⼒与⽔平迈⼊国家战略。

031�/�032格林美在⾏动！

第四章�
创新升级�领跑⾏业

⼀、技术与质量创新推动⾏业进步��昂⾸迈向⾏业⽆⼈区

⼀个
院⼠⼯作站

两个
博⼠后⼯作站

1、国家级创新平台成果频出，响应国家重⼤需求 超⾼镍、低钴、⽆钴、核壳与四元前驱体技术获得突破，部分产品通过⾏业头部企业论证，Ni含量达到96%的超⾼镍
低钴（含钴1.5%）前驱体实现商⽤化，NCM91多晶、NCM90单晶与NCMA四元前驱体中试认证通过，客⼾进⼊量产吨级认
证阶段。公司对产业链全流程每⼀个⼯艺环节的质量进⾏精准管控，磁性异物管控⽔平达到⾏业顶级⽔平。

公司在最新⼀代四元前驱体材料、全浓度核壳前驱体材料、⽆钴前驱体材料和固态电池⽤三元前驱体材料等研发和
量产⽅⾯取得实质进展。

2、昂⾸迈向技术与质量⾏业⽆⼈区

四⼤
研究院

两个
国家级研发平台

�四元-NCMA开发历程 �2019年7⽉ �2020年1⽉ �2020年3⽉

��⼩试

�2019年9⽉

�中试 �中试认证通过 量产

�2020年5⽉

�量产认证

⽆Al的相关杂相 颗粒形貌均⼀

�产品特点

解决Al均匀分布以及四元共沉淀等技术难题，率先完成了四元前驱体量产转化。

9系⾼镍NCA/NC前驱体开发历程

�Ni88量产

�2017年

�Ni92量产

�2019年

Ni90量产

�2018年

球形度良好 内紧外松剖⾯形貌

2017年，Ni88的NCA⽤NC前驱体
供货ECOPRO，成为国内最早掌握⾼镍
量产技术的前驱体企业。

X射线光电⼦能谱仪



序号

格林美2020年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突破

关键技术 ⾏业重要意义

创新多段组合⼯艺⽅案，实现产品内部的多层结构，
以⾼达96%的镍含量突破⾼镍产品的⽆⼈区1

2

3

4

5

6

7

8

9

10

超⾼镍（Ni96)多层结构NC前驱体
量产开发

⽆钴前驱体开发及产业化

实现连续稳定量产供货，
成功打⼊了国内⾼电压�LCO�头部企业

⾼电压LCO头部企业⽤掺杂
四氧化三钴的产业化

完成重要客⼾绿⾊供应链的供货认证，开辟了钨产业
多领域发展的市场战略新格局

废钨循环绿⾊供应链产品研发及
MIM新领域市场开发

通过⾃动化分选，显著提⾼了混合料的分选产能和质量，
并打通了下游市场冰箱混合塑料⾼值化利⽤⼯艺的开发

标志着公司前驱体技术已进⼊四元⽆⼈区，
成功捍卫了格林美在国际市场的核⼼竞争⼒

NCMA四元前驱体⼤⼩颗粒⼯艺及
产业化

实现了由第⼆代核壳技术向第三、四代技术的转化，
迈进⾼镍低钴核壳前驱体制造技术“⽆⼈区”第⼆代、第四代核壳前驱体的量产开发

整体提升了矿⽤球⻮合⾦的性能，抢占头部市场，
打造⾏业品牌

⾼品质中颗粒碳化钨产品攻关及
⾼性能矿⽤球⻮合⾦产业化

项⽬将贵⾦属回收产业延伸⾄再利⽤，
显著提⾼了贵⾦属产品附加值氢燃料电池⽤铂碳催化剂关键制备技术

实现了格林美钪提取技术的从⽆到有含镍尾渣提钪技术研究

项⽬开发出多款不同镍含量的⽆钴NM
前驱体和富锰⽆钴前驱体，填补了⾏业⽆钴前驱体的空⽩

⼆、创新引领绿⾊发展�关键技术硕果累累

�2015年 �2017年 �2018年�2016年�2015-2020年研发投⼊ �2019年

�1.65 �2.03
�3.65

5.96 6.68

单位：亿元

�2020年

6.18

033�/�034

核壳+梯度结构开发历程

�⼩试

�2019年7⽉

量产

�2020年4⽉

中试

�2019年12⽉
解决⼯艺与装备难题，完成量产转化，
全⾯掌握核壳材料量产技术，
迈向⾼端前驱体第⼆个⽆⼈区！

NM7系开发历程 �2019年3⽉ �2020年3⽉ �2020年9⽉

��⼩试

�2019年6⽉

�中试 �三款⽆钴量产 中试量产通过

�2020年11⽉

�量产认证

最早完成⽆钴技术储备，
⽬前已经完成了低镍-中镍-⾼镍全系⽆钴技术储备。

NM7系量产品 NM7系量产品电镜图

��⽆钴
产品

��NM9系 ��NM8系 ��NM7系 ��NM6系 ��NM2系��NA9系 ��Ni(OH)2

其中，2020年申请225件
业务领域如下（单位：件）

格林美集团近三年
专利申请与授权累计（单位：件）

1,665

854

1,956

1,026

2,181

1,248

�2018年 �2020年�2019年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申请 授权

电
池
材
料

及
前
驱
体

钴
镍
钨
原
料

与
回
收
利
⽤

动
⼒
电
池
包

回
收
利
⽤

报
废
汽
⻋

分
析
⽅
法

控
制
系
统
与
设
备

绿
⾊
环
保
处
理

处
置
⼯
艺
装
备

电
⼦
废
弃
物
相
关

88

36
26

5

35
21

14

核壳+梯度结构量产品 核壳+梯度结构电镜图 核壳+梯度结构剖⾯电镜图

2020年公司研发投⼊为6.18亿元，占销售收⼊⽐例提升为4.95%。2018—2020年，研发费⽤占净利润⽐例分别为
57.64%、63.05%、119.52%，彰显公司持续推进创新的⼒度，成为⾏业敢重投创新经费的优势企业。公司现有研发⼈才
1,000余名，约占员⼯总数的20%，其中不乏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后、博⼠等⾼级⼈才。

�2018年

主导 参与

�2020年

主导 参与

44

229

40

138

�2019年

主导 参与

40

186

格林美集团近三年主导或参与
制/修订标准累计（单位：项）

格林美在⾏动！

第四章�
创新升级�领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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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落实企业创新主体责任��创新驱动迈⼊国家战略

序号 项⽬名称 项⽬类型 主管部⻔

2

废线路板多组分协同利⽤与定向分离技术

国家科技部
3

产品全⽣命周期识别溯源体系及绩效评价技术

4

基于⼤数据的互联⽹+典型城市再⽣资源回收技术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固废资源化”重点专项

5

电⼦废物拆解场地复合污染⼟壤修复
⻛险管控与⼯程⽰范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场地⼟壤专项

6

动⼒电池⽤三元材料前驱体产品质量提升 ⾼端外国专家引进计划

8 退役动⼒蓄电池回收利⽤系统集成应⽤解决⽅案供应商

1

动⼒电池材料全⽣命周期循环利⽤的关键技术集成项⽬ 绿⾊制造系统集成项⽬

国家⼯信部

废旧线路板热解产物及多⾦属固废资源综合利⽤项⽬ 园区环境污染第三⽅治理9 国家发改委

7 产品绿⾊设计与制造⼀体化集成应⽤�再⽣塑料
绿⾊制造系统解决⽅案供应商

四、持续千万元重奖创新成果与创新⼈才

创新是引领企业发展的第⼀动⼒，创新深深烙印在每⼀位格
林美⼈的灵魂深处。每年千万元重奖创新⼈才是格林美从2017年
以来⼀直推⾏的创新战略。2021年开始，公司还将加⼤激励额度，
推进“技术与质量迈⼊⾏业⽆⼈区”！

未来，格林美将着⼒重塑创新精神与质量精神，坚持按照“五
位⼀体”创新战略、“研发⼈才—研发平台—研发经费”三位⼀体的
创新设施建设以及三级⼈才梯队体系实施创新升级，牢固树⽴“质
量是企业的尊严”，坚决实施“中国领先、世界⼀流”质量优先战略，
掀起创新与质量双⻛暴，开采技术矿⼭与质量矿⼭，坚决推动主导
产品与核⼼业务迈⼊技术与质量的双⽆⼈区！

格林美集团2020年度创新贡献⼈物奖品�-�宝⻢⻋

研发⼈才�

研发平台�

研发经费�

三位⼀体创新平台��以班建制��以组攻关

顶层
设计�

市场
拉动�

研发
实施�

产线
创新�

质量
创新 五位⼀体

创新体系

格林美在⾏动！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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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价值专利⼤赛⾦奖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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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减碳�担当使命

开采城市矿⼭��发展新能源材料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
⾏
减
碳
担
当
使
命

格林美每年组织员⼯⼴泛参与植树造林活动



2020年6⽉5⽇，第49个世界环境⽇，格林美以中国环保上市企业名义，向全球发布《绿⾊宣⾔》，站在推动世界绿⾊
产业发展与迎战全球⽓候恶化的使命⾼度，明确承诺认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并积极实施“碳中和”活动，遵循“⽣态
优先、绿⾊发展”的新发展理念，通过在全球范围建设废物循环⼯⼚，发展绿⾊材料，为有效利⽤资源、能源和减少温室
⽓体排放、构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企业的绿⾊贡献。

格林美绿⾊宣⾔

第1条� 我们是格林美⼈，我们怀揣着绿⾊的梦想。绿⾊
是格林美⼈的初⼼，我们流淌着绿⾊的⾎液，我们以绿⾊为
⽣命之光。我们坚守格林美创始⼈提出的“资源有限、循环
⽆限”的产业理念，履⾏“让世界循环起来� � Recycling� for�
future� !”的绿⾊使命，实现“消除污染、再造资源、造福⼈类
”的绿⾊价值观，以“开采城市矿⼭，建设世界⼀流的绿⾊⼯
⼚”为愿景，通过在全球范围建设废物循环⼯⼚，发展绿⾊
材料，为有效利⽤资源、能源和减少温室⽓体排放、构建⼈
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中国企业的绿⾊贡献。

第2条� 我们遵循《巴黎协定》之全球环境契约，认同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标并积极实施“碳中和”活动。我们遵循“⽣
态优先、绿⾊发展”的新发展理念，与⼈类共命运，做地球绿
⾊公⺠，做世界绿⾊产业发展的实践者。

第4条� 我们遵循绿⾊社会责任，传播绿⾊理念，向公众
完整开放环境和社会责任信息，积极参与绿⾊帮扶活动与
环境公益活动，⽀持⺠间环保与绿⾊公益活动，⽀持员⼯参
与绿⾊义⼯活动，反对⼀切违背环保与绿⾊发展的⾏为，为
地球洁净化与⼤⾃然的绿⾊化发声，以我们不竭的努⼒为
地球和⼤⾃然持续增绿。

第3条� 我们追求“⼈与⾃然和谐共⽣”的绿⾊道德观，遵
循“道法⾃然”与“天⼈合⼀”的⾃然法则，努⼒矫正我们的
欲望和⾏为，顺应⾃然，不给⼤⾃然造成破坏，不给⼈类⽣
存环境造成伤害。我们崇尚“上善若⽔”，尊重动植物的⽣命
权，拒绝⻝⽤野⽣动物与世界禁⽌⻝⽤的动植物。我们努⼒
保障赚取的每⼀个铜板与获取的每⼀分报酬都不以牺牲环
境和破坏⾃然为代价。

碳达峰和碳中和是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战略决策，事关中华⺠族永续发展和构建⼈类命运共同体。格林
美⾃2001年成⽴以来，⼀直以为碳达峰碳中和服务为使命，致⼒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资源模式和能源模式的转变，以实
际⾏动积极践⾏碳减排，实现⾼质量发展。

⼀、全球发布《绿⾊宣⾔》��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039�/�040

第⼀章�绿⾊伦理

第7条� 公司的业务活动以坚守废物循环再⽣和绿⾊材料
再制造为主导，把主要资⾦⽤于发展废物循环和绿⾊材料，积
极参与⽆废城市的建设实践。

第5条� 公司的经营活动以降低地球的环境负荷与提升地
球的环境承载能⼒为准则，遵循全球有关环境保护和绿⾊发
展的法律法规，与全球企业合作构建绿⾊产业链、供应链和全
⽣命周期价值链，拒绝使⽤不绿⾊的产品与不符合全球社会
责任的产品及原料，减少⾼环境负荷产品的使⽤，由循环⽽经
济，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和谐统⼀。�

第6条�公司的⽣产活动遵守循环经济的3R原则（Reduce减量
化、Reuse再利⽤、Recycle再循环），开展全流程⽣态设计（Eco-
design），采⽤绿⾊技术，实施清洁⽣产，不断完善环境治理设施，
对⽣产活动产⽣的废⽓、废⽔、废渣与各类废弃物进⾏完整的安
全处置和循环利⽤，保障各类排放达到国际标准，最⼤限度地降
低⽣产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持续推进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
利⽤，最⼤限度减少废物产⽣，建设全球绿⾊⼯⼚，推进“⽣产、⽣
活、⽣态”相融合，推进全球天更蓝、地更绿、⽔更清。

第8条� 公司的创新活动以发展废物循环和绿⾊材料的绿
⾊技术为主导，并不断开发废物循环绿⾊技术，为全球废物循
环的产业发展发挥技术导向作⽤与创新引领作⽤，与世界同
⾏共享废物循环领域的技术进步与产业成就。

第9条 � 公司的⽂化活动以向全球传播“Recycling� for�
future�!”和“推进全球绿⾊⽂明的进步”为主题展开，积极倡导
绿⾊消费与绿⾊采购。在公司经营活动、⽣产活动、员⼯⼯作、
员⼯⽣活等过程中传播绿⾊理念、导⼊绿⾊⽂化，开展全员垃
圾分类活动，崇尚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减少排放与减少使⽤
不绿⾊的产品，促进全体员⼯“说绿⾊的话、做绿⾊的事、吃绿
⾊⻝品、践⾏绿⾊⽣活⽅式”，实施开⻔办⼚，建设循环经济传
播平台，向世界传播绿⾊理念与绿⾊产业实践。

第10条�我们⾃愿选择为世界绿⾊产业发展贡献智慧与⼒
量，我们与格林美互相守护，在格林美的绿⾊发展平台上，共
建、共担、共享，劳筋⻣苦⼼志，穷尽毕⽣精⼒，从点滴开始，推
进世界绿⾊产业、绿⾊技术与绿⾊⽂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始
终守护绿⾊，与⼈类和地球共命运，永不⾔弃、勇往直前，为实
现⼈类绿⾊梦想与绿⾊价值不懈奋⽃！

第⼆章�绿⾊经营

第三章�绿⾊奋⽃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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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5年环境管理规划

单吨产品
废⽓SO2

排放量降低

单吨产品
TSP

排放量降低

单吨产品
耗⽔

量降低

单吨产品
CO2

排放量降低

单吨产品
耗能降低

单吨产品
废⽓NOx
排放量降低

5%

5% 5% 10%

5%10%
⽔循环率

提⾼

10%
041�/�042

⼆、坚守绿⾊使命��核⼼业务推进碳减排

绿⾊低碳发展是⽣态⽂明建设的重要战略，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当前及未来的重要⼯作。为此，公司设⽴了“碳减排
战略研究与评价⼯作⼩组”，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对开采城市矿⼭与发展新能源材料业务进⾏碳⾜迹评价，推进公司碳中
和科技创新。

格林美⾃2001年成⽴以来，⼀直以为碳达峰碳中和服务为使命，致⼒于推动中国和世界的资源模式和能源模式的转
变，打造了废旧电池回收与动⼒电池材料制造产业链、钴钨回收与硬质合⾦制造产业链、电⼦废弃物循环利⽤与⾼值化
利⽤产业链、报废汽⻋回收处理与整体资源化产业链、废渣废泥废⽔治理产业链等五⼤基于碳减排的核⼼业务，以实际
⾏动积极践⾏碳减排，实现⾼质量发展。

2、碳减排规划
格林美在⼗四五期间将持续减少化⽯燃料的使⽤量，以天然⽓、光伏、⽣物质能源等清洁能源作为替代，减少热⼒与电⼒

的购⼊，使碳排放减少20%。

通过改变能源结构、改善⽣产⼯艺来降低能耗，以及提⾼废料的循环利⽤来降低碳排放。净碳排放由2020年的8万吨降低
⾄2025年的5万吨，缩短从碳达峰到碳中和的过渡阶段，计划在2030年，格林美集团实现碳中和。

三、格林美预计2030年实现碳中和

1、2030碳中和计划
根据格林美⼗四五规划，2025年销售额预计超过300亿，相⽐2020年增⻓超过150%。

总碳减排预计为

597,333�t�CO -eq2

总碳减排与2020年

相⽐增⻓：145%

总排放量

325,423
tCO2-eq

总碳减排

tCO2-eq

243,979

化⽯燃料
燃烧排放量

96,415

净购⼊电⼒
隐含的排放数据

165,512

56,289

净购⼊热⼒
隐含的排放数据

碳酸盐使⽤过程
CO 排放量2

7,207

动⼒电池
综合利⽤

63，289
tCO -eq2

光伏发电

3,115
tCO -eq2

报废汽⻋
拆解

41,104
tCO -eq2

电⼦废物
回收

136,303
t�CO -eq2

植树造林

168
tCO -eq2

格林美在⾏动！

第五章�
⼒⾏减碳�担当使命

2万
棵

相当于植树

411万
棵

相当于植树

31万
棵

相当于植树

633万
棵

相当于植树

2,440万
棵

相当于植树

1,363万
棵

相当于植树

*按照⼀棵树每年吸收10kg�CO -eq计算假设植树情况2

1、CMS-073-V01�电⼦垃圾回收与再利⽤（第⼀版）

3、P�Nunez,�S�Jones(2016);Cradle�to�gate:�life�cycle�impact�of�primary�aluminium�production,�Int�J�Life�Cycle�Assess�(2016)�21:1594‒1604

2、E� Emilsson,� L� Dahllöf(2019),� Lithium-Ion� Vehicle� Battery� Production:� Status� 2019� on� Energy� Use,� CO � Emissions,� Use� of� Metals,� Products� Environmental�2

Footprint,�and�Recycling,�IVL�Swedish�Environmental�Research�Institute��NO.C�444

5、Kun�Yue(2012),�Comparative�analysis�of�scrap�car�recycling�management�policies,�Procedia�Environmental�Sciences�16�(�2012�)�44�‒�50

计算依据：

4、Sustainable�Energy�Systems�Engineering�Group,�Life�cycle�assessment�of�cobalt�extraction�process，Journal�of�Sustainable�Mining�18�(2019)�150‒161

tCO2-eq

tCO2-eqtCO2-eq

tCO2-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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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公司要求使⽤低能耗电机、⽣产设备，采⽤节能电器、⽔循环使⽤等⽅式，⼤⼤降低了能源消耗；对⽣产设备
进⾏技改，降低蒸汽⽤量，改善⽤电负荷结构，减少碳排放，同时加快产品质量升级，增加产值。

3、节能技术改造

1、格林美荆⻔园区三元前驱体合成⼯序：常规电机逐步更换成稀⼟永磁电机，⼯序电耗下降15.1%；
2、格林美荆⻔园区新增氯化钴⾼效蒸发与连续结晶装置，相⽐传统单釜间歇式浓缩结晶，同等电耗
下，蒸汽消耗下降250%。

案例

四、优化资源和能源结构��多渠道推进碳减排

2020年分布于格林美荆⻔、武汉、
江西、仙桃园区的储能电站，总装机容量
约22.45MWp，较2019年提升7%，合计发
电量达到15,331,402�kW·h。

2020年格林美荆⻔园区采⽤⽣物
质锅炉替代外购蒸汽，⽣产蒸汽21.44万
吨，减少了5.90万吨⼆氧化碳的排放。

1、推⼴清洁能源

2、加⼤植树造林
2020年公司植树造林16,800棵，约170

亩；累计植树造林366,800棵，约5,170亩。

格林美员⼯及家属积极参加植树活动

向污染宣战
给⼒打赢蓝天保卫战

开
⻔
办
⼚
公
开
透
明

格林美在⾏动！

第五章�
⼒⾏减碳�担当使命

化⽯燃料
燃烧排放量

2019年 2020年

94，543.62
�tCO2

84，349.94
tCO2

2019年 2020年

碳酸盐使⽤过程�
CO 排放量2

4，632.37
tCO2

5，229.2
tCO2

2019年 2020年

178，877.40
�tCO2

110，854.24
tCO2净购⼊电⼒

引起的排放量

2019年 2020年

278，053.39
�tCO2

200，433.38
tCO2

总排放量
2019年 2020年

0.2753
t/万元

0.2570
t/万元

排放强度

2019—2020年格林美荆⻔园区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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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视环保为⽣命线，设⽴“不环保、不⽣产”的环保观，坚决遵守严禁偷排与⽆组织排放、达标排放、不扰⺠的三个
环境管理法则，不断创新环保技术，完善环保设施，采⽤清洁能源，深耕节能减排，推⾏全园区、全流程⽣态治理，创建国
内⼀流的绿⾊⼯⼚。近5年来，格林美环保投⼊超17亿元，开展了集团各园区的“绿⾊+安全+信息”化改造，全⾯减排各项
污染物，进⼀步改善和提升各园区环境质量。格林美荆⻔、武汉、江西、⽆锡4个园区被授予国家绿⾊⼯⼚，格林美武汉园
区⼊选国家⽣态环境科普基地、格林美荆⻔园区和武汉园区⼊选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
位，将绿⾊环保之路进⾏到底。

⼀、强化环境管理

公司设⽴了集团环境规划与监察部，共配置72名
专职环境管理⼈员，实现集团环境管理的统⼀指挥和
调度。2020年根据法律法规要求进⾏了企业事业单位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共组织应急演练88场次，
实现应急演练全员覆盖。定期组织环保培训、学习及环
保⼯作会议87场次，累计6 ,085⼈次参与。对重要岗位
⼈员进⾏考核，对⾃查、上级管理部⻔核查情况及审核
要点进⾏分析整改。

环保演习

⼆、加⼤环保投⼊

2020年公司实施环保设施建设和提档升级改造项⽬53个，累计投⼊11,983.35万元，全年0起环保处罚事件。废⽔、废
⽓治理设施运⾏以及固废处置费⽤达23,327.74万元，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实现了污染物的部分减排，固体废物得到规
范化处置。

实施环保设施建设和
提档升级改造项⽬� 53个

全
年�0起�

环保处罚
事件

2020年
环保投⼊35,311.09万元

1、持续投资环境治理，环境质量与效益双提升

10,437.75

41,292.4

53,119.38

33,244.87 35,311.09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格林美近5年环境治理投⼊（� 单位：万元）

2020年格林美环境治理及污染防治设施升级改造情况

序号 园区
项⽬

数量（项）
主要项⽬ 环保效果

经费投⼊
（万元）�

1 27 5,399.8�格林美（荆⻔）循环
产业园

园区各⻋间废⽓、
废⽔治理设施改造和维修
⼯程（含监测取样平台

与采样⼝规范）；
新建MVR系统

通过对园区内的废⽔和废⽓
治理设施的提档升级，

有效改善⻋间作业环境，
并保证污染物的稳定达标排放；
新建MVR系统加⼤回⽤⽔利⽤率

2 4 267.55格林美（武汉）循环
产业园

完善全⼚区⾬⽔收集系统
废⽔分类收集、处理系统
建设落实固废贮存场所

“三防措施”整改

加强⾬污分流管理与废⽔
分类收集处理、固体废物仓库的

规范化管理

3 2 62�
武汉城市圈（仙桃）

城市矿产资源⼤市场
有限公司

完善全⼚区⾬污分流管⽹
改造废⽔处理系统检修

加强⾬污分流管理和废⽔
处理稳定达标排放

4 3� 172.4格林美（江西）循环
产业园

造粒⻋间废⽓收集处理
设施提档升级改造

完善废⽓治理设施
确保污染物的稳定达标排放

5 3 5,420格林美（江苏）循环
产业园

废⽔重⾦属减排，废⽓
治理设施提档升级改造

通过新建废⽔治理设施，
实施废⽔重⾦属减排；
加强⻋间废⽓治理，
改善⻋间⼯作环境

6 7� 506.6�格林美（⽆锡）能源
材料有限公司

废⽓收集、治理设施
提档升级改造

园区污⽔处理站
和事故应急池建设

减少⻋间内的粉尘和降低⻋间
内的噪声，改善⻋间作业环境，

同时减少粉尘的排放；
完善园区事故应急池和
污⽔处理设施建设，

确保废⽔稳定达标排放

7 6 75�格林美（郴州）固体
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废⽔管⽹改造⻋间
防腐防渗修复
监测平台及

在线监测设施安装

废⽔管⽹改为明沟明管，
落实⻋间防腐防渗，

降低环境⻛险

8 1 80 废⽓治理设施提档升级改造
通过对园区废⽓治理社会的提档
升级，有效改善⻋间作业环境，
并保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53合计 11,983.35

⼭西洪洋海鸥
废弃电器电⼦产品
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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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格林美环境管理会计报表
2、环境管理会计报表，如实反映企业环境效益

环境资产 120,895.30

环境利润 2,663.60

环境费⽤

2,203.80折旧费⽤

176.75⼈⼯费⽤

64.75监测费

82.00项⽬环保⼿续及办证等费⽤

169.86环保税

331.06绿化、环境宣传等费⽤

199.65其它

3,227.87

环境收益

346.08三废处理收益

919.88储能收益

2,772.99回收副产品收益

1,852.52节能降耗

5,891.47

为强化集团环境⻛险管控，降低环境⻛险，保障环境安全，集团核⼼园区均购买了绿⾊保险，有利于突发环境污染事
故后保障受害者权益，有利于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提升了公司环境管理⽔平。2020年，集团购买绿⾊保险费⽤近
100万元，保险⾦额超7,000万元。

3、环境污染责任保险

履⾏企业治污减排的责任，公司全年环保纳税超169.86万元。

4、环保税缴纳

三、严守环保法律底线��争做绿⾊企业模范

1、 “三同时”执⾏
2020年集团新改扩建项⽬共计22项，100%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和竣⼯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制度。

公司新改扩建项⽬环评及“三同时”验收

公司名称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1

序号

《废弃钨资源回收与⾼性能碳化钨数控材料再制造项⽬》

项⽬名称 ⽂号

荆环审[2020]55号

类别

2 《办公⼤楼建设项⽬》 202042080400000055

格林美（湖北）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3 《危险废物的综合处置项⽬》 荆环审[2020]100号

荆⻔美德⽴数控材料有限公司4 《绿⾊智能制造10,000吨/年⾼性能碳化钨粉项⽬》 荆环审[2020]32号

5 《含油磨削钨废料资源化利⽤项⽬》 荆环审[2020]29号
荆⻔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有限公司

6 《废弃钨资源回收利⽤改扩建项⽬》 荆环审[2020]31号

荆⻔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7 《废旧电路板热解产物循环利⽤项⽬变更》 荆环审[2020]13号

格林美（荆⻔）⼯业污⽔处理有限公司8 《格林美（荆⻔）⼯业污⽔处理有限公司⾼新区
⼯业污⽔处理⼚危废暂存间项⽬》

荆环掇审[2020]82号

9 武环管[2020]76号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
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城市固体废物回收⽹络与集中化绿⾊处置项⽬》

武环管[2021]15号

11

《报废新能源汽⻋和报废⼤型⺠⽤电⼦电器与
⼯业电⼦电器⾼值化绿⾊拆解项⽬》

泰⾏审批(泰兴)[2020]20355号

12
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13

《⾼活性球型四氧化三钴项⽬》

14

《智能产品电源⾼性能钴酸锂项⽬》 泰⾏审批(泰兴)[2020]20356号

项
⽬
环
评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15

《原料仓库项⽬》 荆环掇验[2020]25号

16

荆环掇验[2020]23号

17

《碳酸氢铵配置项⽬》 荆环掇验[2020]24号

18

《危险化学品仓库项⽬》 ⾃主验收2020年12⽉

19

⾃主验收2020年12⽉

荆⻔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20

《废渣、废泥的资源化利⽤迁建项⽬（⼀般固废原料）》 荆环验[2020]23号

格林美（荆⻔）⼯业污⽔处理有限公司

21

《⾼新区⼯业污⽔处理⼚项⽬》 荆环验[2020]10号

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
循环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

22

《绿⾊拆解循环再造⻋⽤动⼒电池包项⽬》 ⾃主验收2020年6⽉

3《800m 液氨储罐项⽬（⼀期）》

《3万吨/年三元动⼒电池材料前驱体⽣产项⽬》

《电⼦废弃物⼩家电技术改造项⽬》 ⾃主验收2020年11⽉

格林美（⽆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新增绿⾊拆解循环再利⽤⻋⽤动⼒电池包项⽬（⼀期）》 锡环管新验[2020]118号

项
⽬
验
收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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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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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集团共获批危险废物与⼀般固体废物转移许可等共计224次，100%落实了各项⾏政许可制度。

2、转移类⾏政许可

危险废物跨省转移许可审批

公司名称

1

序号 许可机关⾏政许可决定书⽂号

鄂环审[2020]69号

许可决定⽇期

2020-5-12

许可截⽌⽇期

2020-12-31

2 鄂环审[2020]70号 2020-5-12 2020-12-31

3

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鄂环审[2020]211号 2020-9-23 2020-12-31

4 格林美（荆⻔）电⼦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鄂环审[2020]262号 2020-11-12 2020-12-31

湖北省⽣态环境厅

5 赣环固转函[2020]142号 2020-3-26 2020-12-31

6 赣环固转函[2020]190号 2020-4-14 2020-12-31

7

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赣环固转函[2020]482号 2020-7-27 2020-12-31

江西省⽣态环境厅

8
内蒙古新创资源再⽣有限公司

内环固转函[2020]120号 2020-4-29 2020-12-31

9 内环固转函[2020]67号 2020-3-30 2020-12-31
内蒙古⽣态环境厅

10 ⼭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
电⼦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晋环审批函[2020]133号 2020-4-24 2020-12-31

11 晋环审批函[2020]344号 2020-8-24 2020-12-31
⼭西省⽣态环境厅

⼀般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许可审批

公司名称

1

序号 许可机关办理跨省转移备案次数

50

许可截⽌⽇期

2020-12-31格林美（荆⻔）电⼦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湖北省⽣态环境厅

2 43 2020-12-31格林美（武汉）电⼦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3 47 2020-12-31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省⽣态环境厅

4 74 2020-12-31河南格林循环电⼦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开封市⽣态环境局

214⼩计

排污许可证

公司名称

1

序号 许可机关⾏政许可决定书⽂号

91420800757000176L001X

许可截⽌⽇期

2023-1-21荆⻔市格林美新材料有限公司

2 9142080057985301XT001V 2023-1-19荆⻔德威格林美钨资源循环利⽤有限公司

3 914208005882351418001V 2023-4-5荆⻔绿源环保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4 91420800MA48B9AXX7001R 2022-9-4荆⻔市城南污⽔处理有限公司

5 91420800MA4914XY71001R 2022-9-4格林美（荆⻔）⼯业污⽔处理有限公司

荆⻔市⽣态环境局

6 914201000557045076001U 2022-12-3格林美（武汉）城市矿⼭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7 91420100329608150X001V 2022-12-12武汉三永格林美汽⻋零部件再制造有限公司

8 914201177680615215001Q 2023-7-12格林美（武汉）新能源汽⻋服务有限公司

9 91420117MA49JT0G6X001Q 2023-12-14格林美（武汉）电⼦废物处置有限公司

武汉市⽣态环境局

10 914290040606542412001V 2022-12-10武汉城市圈（仙桃）城市矿产资源⼤市场有限公司 仙桃市⽣态环境局

11 91360981553545545Y001W 2022-10-10江西格林循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宜春市丰城⽣态环境局

12 914310233384244928001V 2020-3-3格林美（郴州）固体废物处理有限公司 郴州市⽣态环境局

公司名称序号 许可机关⾏政许可决定书⽂号 许可截⽌⽇期

13 91321200755867681J001P 2021-11-6格林美（江苏）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泰州市环境保护局

14 91320214571390698J001V 2023-1-13格林美（⽆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15 91320214571390698J002Z 2025-3-9格林美（⽆锡）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锡市⽣态环境局

16 913303827420218041001X 2023-8-30浙江德威硬质合⾦制造有限公司 温州市⽣态环境局

17 91410225MA9FRC1C13001Q 2023-12-3河南格林循环电⼦废弃物处置有限公司 兰考县环境保护局

18 91140400566347767N001Q 2023-4-13⼭西洪洋海鸥废弃电器电⼦产品回收处理有限公司 ⻓治市⽣态环境局潞州分局

19 911202230796255124001Q 2023-3-13格林美（天津）城市矿产循环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天津市静海区⾏政审批局

20 91150621093251754J001U 2023-4-19内蒙古新创资源再⽣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市⽣态环境局

四、环境质量提升重点⼯程成效显著��增产不增污

1、废⽓处理
2020年公司开展了废⽓排放⾃⾏监测96次，各分⼦公司每季度接受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或其委托的第三⽅检

测机构）监督性监测⼀年共计4次，达标率100%。

2020年格林美废⽓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是否达标排放标准 排放⽅式

1 SO2 8.12

是

《⼤⽓污染物排放标准》

有组织排放2 NOX 52.56 GB�16297−1996《/ 锅炉⼤⽓污染物排放标准》

3 颗粒物 43.63 GB13271-2014

2、废⽔处理
2020年集团各园区各分⼦公司每季度接受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或其委托的第三⽅检测机构）监督性监测⼀年

共计4次，达标率100%。

2020年格林美废⽔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物名称 是否达标排放标准

1 pH ⸺

是
《污⽔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城镇污⽔处理⼚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
《铜、镍、钴⼯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7-2010）

2 CODCr 908.18

3 氨氮 30.64

4 总磷 6.86

排放量（吨/年）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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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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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体废弃物处理

处
置
率 97.06%

所有危险废物⽆超期贮存和违规处置现象

产⽣⼀般固废

处置

123,228.94吨

119,982.97吨

处
置
率 99.15%产⽣危险废物

委外处置

25,014.08吨

26,779.54吨（含2019年结存）

为助⼒⼟壤及地下⽔污染防治，动态掌控⼟壤及地下
⽔的环境现状，格林美集团部分⽼园区先后开展了回顾性
评价、“⼟壤及地下⽔调查”等⼯作，为⼟壤及地下⽔的污
染防治⼯作提供科学有效的基础⽀撑。

格林美荆⻔园区联合政府相关部⻔，对掇⼑区⽩庙街
办流转的冯庙村、荣星村，⿇城镇⻰井村矿区塌陷区影响
区总⾯积9 ,348.8亩进⾏了调整规划，⽀持农光互补建设
项⽬。

⼟壤及地下⽔调查�保护⽣态环境

⼟壤调查

格林美集团荆⻔、泰兴等园区通过采取“VOCs源头减
排+过程控制+末端治理设施提档升级改造”相结合的组合
⼯艺，全⾯回收有机物循环利⽤，实现VOCs有效减排。经
核算，VOCs排放量由117.447吨/年减少⾄26.007吨/年，年
减排了91.44吨，减排效果显著。

4、推动重⼤环保⼯程�环境质量持续提升

VOCs减排

通过⾃主创新，公司率先在国内采⽤“汽提+反渗透
膜+MVR”组合⼯艺技术处理动⼒电池材料前驱体⽣产的
废⽔，⾼效回收氨⽔及钴镍重⾦属，有效实现中⽔回⽤，并
制备副产品元明粉，实现了电池材料废⽔处理的近“零”排
放；通过采⽤“以氨代钠”技术，从源头减少酸碱的使⽤，
并减少盐的产⽣和排放。2020年全年共回收循环利⽤了

氨、重⾦属及盐的减排

VOCs循环利⽤⽰范项⽬

5、创建世界⼀流的“绿⾊+安全+智慧”⼯⼚

���������公司建设员⼯休息室、更⾐室、淋浴室共计129套，
致⼒于改善⻋间卫⽣环境，保障员⼯职业健康。

格林美垃圾分类站

改善员⼯⽣产⽣活条件

六�化
⼯�⼚

绿⾊化
·坚守“环保是⽣命线，不环保，不⽣产”的环保观
·坚守“100%有组织排放、100%达标排放、
���不扰⺠”的环境管理底线
·全⼚区“⾬污分流、清污分流、污污分流”，实施
“化学⻋间与道路隔离、化学区域与外界隔离”

教育化
·建设“⽂化绿⾊、产业绿⾊、管理绿⾊”的
���绿⾊产业推⼴体系，打造永不落幕的绿⾊产业
��与绿⾊⽂化博览会

智慧化
·实施全流程全覆盖的⼈、⻋、
���物的数据流通、数据打通、数据上传与
��以物联⽹为基础的智慧化管理

科技化
·园区总经理直管研发机构，合理配置研发⼈才
���队伍与研发设施
·实现100%流程化、100%设备具备数据信号传输功能、
��100%精准计数计量、95%以上机械化和⾃动化
·场地再造、流程再造、⼯艺再造，
��淘汰落后设施与⼯艺，置换低效装备与⼯艺

安全化
·坚守“⽣命⾼于⼀切，不安全、不作业”的安全观
·园区规划与⻋间规划必须遵循“逃⽣优先”原则
·以全年“零”重⼤安全事故、
“零”⼈员伤亡为⽣产经营⽬标

·所有产品质量国内⾏业第⼀，世界⾏业前三
·主流产品、主流市场、主流客⼾
·实现“客⼾零投诉”，追求“客⼾免检”

质量化

推⾏垃圾分类��建设美丽中国
全⾯推⾏垃圾分类，垃圾分⼀分，地球多美丽！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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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2.8万吨氨⽔，制备6.6万吨元明粉及1.5万吨氯化铵；
通过深度实施“重⾦属减排”和“氟化物减排”⼯程，将排
⽔Ni浓度限值由0.5mg/l降⾄了0.1mg/l以内，将排⽔氟化
物浓度限值由20mg/l降⾄了6mg/l。在达标排放的基础上
进⼀步严格并较少了排放，做到了增产不增污。



六、推动⻓江⼤保护��格林美泰兴园区旧貌换新颜

格林美泰兴园区积极转变发展战略,以壮⼠断腕的决⼼,坚决实施安环⼤整治，深耕六化改造升级,致⼒于创建世界⼀
流的绿⾊⼯⼚，塑造了⻓江流域化⼯园区通过绿⾊化改造，致⼒于⻓江⼤保护的优秀企业典型案例，充分彰显了国内环
保⻰头的责任与担当。格林美泰兴园区获批2020年全国智慧企业建设最佳实践案例及江苏省绿⾊⼯⼚，社会各界⼈⼠纷
⾄沓来，成为“⽹红”企业。

格林美泰兴园区安环⼤整治前后对⽐

格林美泰兴园区率先使⽤云智慧中⼼
实现了全⼚区的⼈流、⻋流、物流，⽣产流、
安全流与环保流等“六流”集中管控，实现⼯
⼚全流程、全覆盖的信息连通、数据打通与
互联互通，完全掌控安全环保⻛险。云智慧
中⼼通过采集废⽔、废⽓、地下⽔、⾬⽔在线
监测数据以及固废、危废库存动态数据，实
现远距离掌控园区各类污染物排放与环境
管理状况，再通过环境治理设施控制台对环
境设施进⾏远程操作和管控，确保各点位废
⽔、废⽓中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固体废物
实现规范收集、贮存、转移和处置（利⽤）。

格林美泰兴园区的安环云平台通过三
维建模、安全⻛险四⾊图等⼿段，实现⼈员、
⻋辆、危险源等多⽅⾯安全管控。通过对易燃
易爆、重点场所的实时在线监控，根据每⼀处
制定⼀对⼀的管控措施，使所有场所的⻛险
均在可控范围内。

安环与⽣产云智慧系统

央视新闻记者⾛进格林美武汉园区探秘“垃圾如何变废为宝”

格林美（内蒙古）循环产业园城市矿⼭博物馆

2020年6⽉5⽇是第49个世界环境⽇，⼈⺠⽹回顾了
习总书记的绿⾊⾜迹，重点回看了2013年7⽉视察格林美
时的场景。格林美响应全国打赢“蓝天、碧⽔、净⼟”保卫
战号召，以“美丽中国，格林美在⾏动”为主题，在集团⼗
余个园区开展了近20场环保活动，包括⾛进园区、⾛进社
区、⾛进学校等，超3,000⼈次参与到此次活动中来，将“开
⻔办⼚”落到实处，向全社会⼴泛传播循环经济理念与绿
⾊环保产业。

格林美注重循环⽂化建设和投⼊，在内蒙古园区和
⼭西园区新建成两座循环经济“城市矿⼭”博物馆，让循
环经济的旗帜在内蒙古⼤草原和三晋⼤地⾼⾼飘扬。⾄
此，格林美已拥有7座颇具规模的“城市矿⼭”博物馆。

2020年全年，集团通过线上官⽹平台和线下园区参观接待，累计接待参观超过 ⼈次。39,900

⼈⺠⽹回顾习总书记的绿⾊⾜迹

2、开⻔办⼚

五、向全社会开放��传播循环⽂化

053�/�054

1、环境信息公⽰，接受社会监督

公司建设环境空⽓质量监测站，实时监控⼚区及周边3km范围内环境空⽓质量的变化情况，并与当地政府⽣态环境
主管部⻔实施联⽹，实现数据资源共享。

通过调阅2019-2020年该站监测数据，并对⽐荆⻔市环境监测站的数据，发现趋势基本⼀致。2020年荆⻔全年环境
空⽓质量达标天数2 9 4天，较2 0 1 9年同⽐上升了1 5 . 1 3%；PM2 . 5年均值4 5u g /m ³，较2 0 1 9年同⽐改善率为
19.6%；PM10年均值57ug/m³，较2019年同⽐改善率为24.0%；O ⽇最⼤8h均值141ug/m³，较2019年同⽐改善率为3-8h

12.4%。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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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环与⽣产云智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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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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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踏平坎坷成⼤道
⽃罢艰险⼜出发

韩国浦项市政府对格林美捐赠的紧急防疫物资表⽰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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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为了满⾜湖北疫区对84消毒液的紧急需求，格林美在2020年2⽉3⽇紧急转产84消毒液，先后为武汉、荆⻔、
⻩冈、孝感、荆州、襄阳、宜昌等27个县市免费送去消毒“及时⾬”，极⼤缓解湖北对84消毒液的紧缺度，受到湖北各地政府
的好评。

疫情期间，公司积极主动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第⼀时间发起向武汉疫区捐款，是最早的捐款企业之⼀。公司累
计向湖北和全球产业链上下游捐款现⾦和各类紧急防控物资达1,000万元以上，紧急转产84消毒液为武汉和湖北疫区
27个市县紧急捐赠84消毒原液230余吨，近300名格林美⼈以志愿者⾝份参与了全社会抗疫联防联控，涌现了⼀批最美
逆⾏者、抗疫英雄和先进集体，先后获得湖北和全国⼯商联抗疫先进单位称号。

疫情期间，格林美员⼯⾃发设⽴联防联控志愿者
突击队，300余名志愿者在湖北与⼗多个省市开展义
⼯和联防联控。公司紧急启动在湖北疫区“送暖⼼、同
抗疫”的送暖⼼餐服务，累计向湖北疫区送暖⼼快餐
35,000余份，为防控⼀线注⼊源源不断的暖⼼！

病毒突袭⽽⾄，疫情来势汹汹。董事⻓许开华教授带领格林美⼈与时间赛跑，全⽅位把控疫情⻛险，全⼒守护员⼯健
康，以实实在在的⾏动驰援湖北与全球产业链抗疫⼀线，打赢了疫情期间市场保卫战，博得复⼯复产头筹，向这场历史⼤
考提交了满意的答卷。

⼀、与湖北⼈⺠同⾈共济��与时间赛跑��完胜疫情防控阻击战

战“疫”不获全胜，格林美驰援不停。

格林美第⼀时间向疫区武汉捐款

格林美武汉园区紧急为武汉⽕神⼭医院捐献1,000个环卫垃圾桶

疫情期间，格林美累计向湖北疫区捐赠消毒液230余吨

格林美荆⻔园区为当地疫情防控部⻔⼯作⼈员免费配送暖⼼餐

格林美在⾏动！

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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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疫情期间，国际供应商及客⼾纷纷向格林美伸出友谊之⼿，助⼒格林美战胜疫情，帮助格林美稳定市场，彰显格
林美全球朋友圈的友谊和⼒量。2020年3⽉15⽇以来，全球疫情蔓延，格林美紧急采购疫情防控物资，向韩国政府、印尼政
府、韩国三星、⽐利时优美科、欧美等海外合作伙伴紧急捐赠防控物资达350万元以上，包括医⽤⼝罩402,800个、咽拭⼦
10,000个、防护服1500套、护⽬镜4,000个、防护⼿套80,000双等紧缺防控物资，帮助格林美全球供应链的朋友抗击疫情。
韩国浦项政府⽤“江淮熙⻛暖，汉江繁花开”来感谢公司，印尼、德国相关政府发来感谢信，体现中国企业在全球疫情防控
中的国际担当。格林美正⽤实际⾏动，与全球产业链上下游朋友守望相助，构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产业链上下游�互相守望�共同抗疫�深化全球供应链合作关系

⼈类共命运，⼭河同⽆恙。

德国URT公司对格林美的捐赠表⽰感谢

059�/�060

四、加⼤招收湖北抗疫医护⼈员⼦⼥就业

2020年3⽉13⽇，公司紧急启动湖北疫区空中招聘会，定向招聘
200名抗疫英雄，招收抗疫烈⼠、抗疫医护⼈员的⼦⼥来公司就业，以此向
湖北⼀线抗疫的烈⼠、英雄和医护⼈员致敬！

三、公司与员⼯共克时艰��互相守护��成为公司战胜困难的强⼤⼒量

格林美与员⼯从来不是隔河相望，彼此⼀直都是⼼⼼相连。2020年3⽉7⽇，格林美紧急启动困难员⼯纾困计划。共计
对1,607名员⼯进⾏帮扶，帮扶资⾦总额约⼈⺠币200万元，极⼤缓解困难员⼯⽣活，让困难员⼯在疫情期间感受到温暖。
同时，公司承诺：不裁员，不降薪，决不抛弃任何⼀名员⼯！与员⼯共克时艰，互相守护。

紧急纾困员⼯，与员⼯互相守护。

格林美开展疫情期间困难员⼯纾困帮扶活动

格林美在⾏动！

第七章�
守望相助�共同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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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防疫物资捐赠接收函

五、善举感动世界�感谢信纷⾄沓来

尚德⼤爱，守⼟担
责，格林美主动担当更
多的社会责任和绿⾊
使命，先后收到来⾃湖
北20多个地市、全国⼯
商联、印尼海事与投资
统筹部、韩国浦项市政
府、欧美等国际合作伙
伴发来的感谢信。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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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昌市感谢信

武汉市蔡甸区感谢信

武汉市慈善总会授予格林美感谢荣誉证书

武汉市
新洲区感谢信

印尼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部⻓卢胡特先⽣向格林美致感谢信

⼈类的发展史，也是⼀部与传染病不断作⽃争的历史。如今新冠肺炎已经成为全
球性的危机，⽆法单独靠某⼀个国家来解决这场危机。我们不能回避新冠肺炎对全
球经济和贸易，以及⼈类⽣存产⽣的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您的捐赠对于印尼
抗击新冠疫情，恢复⼈们的⽣活起到了相当⼤的帮助。������

印尼政府将充分的评估当前的形势，分阶段实现经济的复苏，并且允许部分领域
在严格控制的条件下逐步恢复。������

在这场疫情中，我⾮常荣幸能收到您的慰问。请允许我借此机会，由衷的感谢您
为印尼政府和印尼⼈⺠对于抗击新冠疫情提供的物资援助。

我亲爱的朋友�许开华教授：������

印尼海事与投资统筹部部⻓
卢胡特

202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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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浦项市⻓李康德先⽣向格林美致感谢函

同⾈共济�春暖花开

全国⼯商联抗疫优秀⺠营企业

知名⺠企湖北⾏证书

许开华董事⻓为宁波⼒勤蔡建勇董事⻓、容百科技⽩厚善董事⻓、株
洲钻⽯切削⼑具股份有限公司李屏董事⻓等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伙伴颁发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复⼯复产感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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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秋助学⾏动
向54名受资助学⽣共发放助学⾦8.4万元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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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本
迈向⾼质量发展新时代



⼆〇⼆〇年四⽉

2020年全年⼀般及以上⽣产安全事故为零，⾮⼯伤类安全事故8起，轻微伤（医疗或包扎事件）16起，未发⽣任何职业
病事故和环保事件。2020年全年安全事故起数及⼯伤⼈数较2019年分别下降33%及52%。未涉及政府部⻔⾏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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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安全投⼊ 单位：元

完 善 、改 造
和维护安全
防护设施设
备⽀出

配备、维护、�
保养应急救
援 器 材 、设
备⽀出和应
急演练⽀出

配备和更新
现场作业⼈
员安全防护
⽤品⽀出

开展重⼤危
险源和事故
隐 患 评 估 、
监控和整改
⽀出

安全设施及
特种设备检
测检验⽀出

安全⽣产适
⽤的新技术
、新标准、新
⼯ 艺 、新 装
备的推⼴应
⽤⽀出

安全⽣产检
查、评价、咨
询和标准化
建设⽀出

其他与安全
⽣产直接相
关的⽀出

安全⽣产宣
传、教育、培
训⽀出

1,068,019

7,275,437

5,299,720
4,639,759 4,270,660

2,725,854 2641421

1,239,986 1,077,490

⼀、不安全�不作业

1、完善安全管理

2020年全集团共修订安全管理制度259项，新增88项制度。

格林美荆⻔园区、格林美江西园区、格林美内蒙园区、格林美泰兴园区建⽴完成⻛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查治理安全
管理双重预防体系。江西园区、内蒙园区及荆⻔园区顺利通过了OHSAS18001体系认证。

集团安全管理部由董事⻓垂直管理，公司设置安全环保集团领导，设置集团安全总监，集团安全副总监，各园区分别设
置安全总监。现有专职安全管理⼈员66名，其中注册安全⼯程师10名，安全专业硕⼠研究⽣9名，各⽣产制造部⻔及⼯程、基
建部⻔配置专职（兼职）安全员120余名。常年聘⽤湖北省安全专家作为公司的安全顾问对公司的安全管理进⾏指导。

2020年公司在安全⽣产⽅⾯共投⼊4,108.34万元，⽐2019年同⽐增⻓5.60%。主要⽤于安全信息化、应急救援器材、
劳保⽤品、重⼤危险源监控及隐患整改、检测、评价、咨询、培训教育等。

2、加⼤安全投⼊

为使新、改、扩建项⽬合规化，公司严格遵守国家法
律法规，开展建设项⽬的安全“三同时”及职业健康“三同
时”管理。全年共组织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专篇、验
收评价及现状评价共计38项次，开展职业健康相关评价⼯
作57次。

3、落实安全“三同时”，项⽬管理合规化

⼆、强化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2020年公司在16个园区开展了共
计6 ,103⼈次的健康体检，制作职业危
害因素公告栏69个，充分尊重员⼯的知
情权。全集团共组织职业健康知识培训
30场次，发放职业健康⼿册2,500本，多
种⽅式向员⼯普及职业健康知识。

公司制定了详尽的职业危害因素
接触标准，建⽴职业健康考核制度并对
各⽣产制造部⻔严格执⾏职业健康考
核，对各⽣产制造部⻔负责⼈20%的⼯
资严格执⾏职业健康考核，每周对各⻋
间职业危害因素进⾏监督检测，推进职
业病防治“五个到位”安全管理。

格林美泰兴园区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格林美武汉城矿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

荆⻔德威格林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

专家项⽬评审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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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职业病预防宣传⼿册

格林美急救⼿册



年龄分布

0.30% 2.30%
7.10%

36.90% 39.20%

14.20%

0.10%

16-2021-3031-4041-5051-5556-606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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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程度

博⼠及博⼠后

硕⼠

26⼈

193⼈

男性员⼯⼥性员⼯

其中残疾员⼯34⼈占总员⼯⽐例0.7%
其中少数⺠族员⼯43⼈占总员⼯⽐例0.8%

男性员⼯

⼥性员⼯

3,618⼈

1,511⼈

占⽐70.5%

占⽐29.5%

备注

2、开展技能培训�搭建晋升通道

优才：公司定期遴选表现优秀的⻘年员⼯，加⼊“优才计
划”，为其量⾝制定培养⽅案并享受相应的薪资福利待遇。

公司于2017年10⽉开始实施“双领军⼈才”计划，
2020年新增创新贡献⼈物三名；选拔百名优才并针对性的制
定培养计划，为员⼯⾃我挑战提供通道，为集团千亿产业发展
储备⻣⼲⼈才。

领军⼈才及创新贡献⼈物：在技术领域有突出贡献、在
⾏业发展有重⼤影响的优秀⼈才，有机会被认定为“领军⼈才
及创新贡献⼈物”，享受组建团队、研发经费、家属住房等福利
保障并享受相应的薪资福利待遇。

技能⼈才：专业技术⼈员通过培训和考核，可以获得相
应的岗位津贴。

T5

职级

T4-2

T4-1

T3-2

T3-1

T2-3

T2-2

T2-1

T1-2

T1-1

主任⼯程师

技术岗

资深⼯程师

⾼级⼯程师

⼯程师

助理⼯程师

三、拥抱员⼯��凝聚团队��共同发展

1、合规雇佣与多元雇佣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坚持公平与合规雇佣，采⽤本地化雇佣与多元化雇佣相结合的⽅式，员⼯多⺠族、多国籍、

多年龄层次。格林美以开放的⼼态、灵活的机制，提供贴切的待遇和优良的⼯作环境，为公司发展提供智⼒⽀持。

⼈员类别

市场类�� 130⼈

财务类�� 95⼈

研发技术类�� 1,030⼈

职能类�� 687⼈

⽣产类�� 3,187⼈

性别分布

海外员⼯雇佣情况

研发⼈员职级晋升体系：

公司坚持多元雇佣，根据发展需要⼴泛吸纳国际⾼端⼈才以及海外当地⼈才。

实施全员
培训管理

2020年开展了
以技能⼈才为主的

全员各类培训
149次

培训⼈次
累计达

11,550次
⼈均

2.25次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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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及⼤专 2，048⼈

职⾼及其他 2，862⼈

合计 5，129⼈

5，129⼈合计��

公司雇佣
印尼籍⼈员

126⼈��

公司雇佣
南⾮籍⼈员

24⼈�

公司雇佣
韩国籍⼈员

5⼈



（1）合理调整薪资结构，完善创新评优激励制度⽅案，提
⾼员⼯特别是⼀线员⼯的⼯资福利⽔平；

（2）全体员⼯“三室”（更⾐换鞋室、淋浴室和休息室）建
设。集团投⼊资⾦2,000万元，新建三室129间、7,668平
⽅⽶，覆盖集团全部园区，全⾯改善和提升员⼯的⽣产
⽣活环境，强化员⼯舒适感和归属感；

公司严格遵守《劳动法》等法律法规，建⽴了健全的
劳动合同、社会保险、薪酬分配、⼥⼯保护等规章制度。

为改善⼯作环境，提⾼员⼯满意度，2020年格林美
集团做出了以下措施：

（3）组织丰富多彩的员⼯福利活动，如举办⽉度员⼯⽣
⽇会、发放⽣⽇餐卡等，让员⼯感受到来⾃公司的温暖

3、保障员⼯权益

2020年4⽉15⽇，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会正式成⽴，并在荆⻔园区组织召开第⼀次会员代表⼤会。集团⼯会凝聚
公司各⽅合⼒，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通过开展职⼯技能培训⽐武、⽂体活动、组建职⼯医务室等，全⽅位、多渠道关怀
全体职⼯，全⼒推进企业内外和谐⽂化建设。

4、成⽴⼯会组织

集团⼯会成⽴并召开第⼀次会员代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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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持续改进⻋间⼯作环境，如改造通⻛设施、排烟除尘
设施、供暖设施等，改善员⼯的⼯作环境，营造和谐的⼯
作氛围，保障员⼯的⾝⼼健康和安全；

（5）改善⻝堂⽤餐环境，提⾼饭菜质量，夏季⾼温期间发
放降暑⽤品和饮品，增加⻝堂就餐点等，做好员⼯⼯作
的后勤保障；

（6）加强安全、环保、质量、财务等专业性培训，提升个⼈
专业能⼒，提⾼员⼯的核⼼竞争⼒；

（7）建⽴多种⼈才层次上升渠道，为员⼯提供更⼴阔的
的发展空间和平台。

和关怀；

5、丰富员⼯⽣活

公司倡导⼯作和⽣活平衡，关爱员⼯⾝⼼健康，组织开展员⼯⽣⽇会、夏⽇送清凉、春游踏⻘、技能⼤赛等⼀系列⽂
体活动，促进员⼯交流，创造愉悦的⼯作氛围来提升每⼀位格林美⼈的幸福感和归属感。

四、履⾏社会责任

公司响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标和国家精
准扶贫的号召，先后帮扶湖南炎陵县、湖南新化
县、河南兰考县等全国特困县脱贫奔⼩康以及在
湖北崇阳县、湖北京⼭市、湖北荆⻔市掇⼑区、
江西崇义县、湖南炎陵县、湖南新化县、河南兰
考县等地实施“千企帮千村”的精准扶贫战略。
格林美通过参股、产业投资等⽅式投⼊达
95,240.77万元，累计为贫困⼾创造了1,036个就
业岗位，发展循环产业，以绿⾊发展模式实施精
准扶贫，⾛出⼀条绿⾊产业扶贫新路⼦。

1、推动乡村振兴
为深⼊实施湖北省“三乡⼯程”建设，格林美重点投资建设了湖北荆⻔⾰集河流域乡村振兴⽰范项⽬。⾰集河流域乡

村振兴项⽬汇总流转⾯积（分⼀、⼆、三期）沿⾰集河流域两侧分布九个村共计流转⾯积39,958.42亩，流转费合计
23,924,022.51元。格林美乡村振兴公司联合荆⻔市政府、华中农业⼤学编制完成荆⻔⾰集河流域乡村振兴与综合治理
规划，规划2020年已通过省市专家评审。项⽬以种好⽥、栽好树、治好污、养好⽔产、建好美丽乡村“五好”为抓⼿，积极履
⾏社会责任，通过⼯业反哺农业，精准帮扶与整体帮扶相结合，全⽅位治理修复农业灌溉沟渠、泵站、⽔库等。

格林美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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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参股
产业投资等⽅式投⼊

95,240.77
万元

累计为贫困⼾
创造了

1,036
个就业岗位

格林美⽆锡园区春游踏⻘拓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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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起设⽴“格林美•中南⼤学•印度尼西
亚联合培养班”，接收在华印尼留学⽣来公司实习
实践，积极响应中国政府“⼀带⼀路”与印尼政府海
洋强国战略，为印尼丰富矿产资源的开发利⽤提供
⾼级⼈才⽀撑，助推印尼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林
美将⼀如既往秉承开放、合作、共享的理念，海纳百
川，真诚地欢迎来⾃世界各地的伙伴加⼊格林美，
⼀起实现绿⾊梦想。

2、⽀持教育发展

格林美·中南⼤学·印尼政府联合培养印尼冶⾦⼯程硕⼠班授课现场

格林美·中南⼤学·印尼政府联合培养印尼冶⾦⼯程硕⼠班回访格林美 格林美捐赠100万元⽀持百年清华的建设与发展

3、关注弱势群体
格林美善待每⼀位格林美⼈，给员⼯以温暖。成⽴绿⾊爱⼼基⾦，开展⾦秋助学和困难职⼯帮扶活动，给员⼯及家⼈

以⼤家庭的温暖。

4,455名职⼯踊跃参加了绿⾊爱⼼基⾦会捐款活动，共筹集绿⾊爱⼼帮扶资⾦325,794.21元

创建世界低碳产业的
领袖级企业 绿

⾊
时
代
扬
帆
起
航

格林美印尼镍资源项⽬团队海外出征仪式



报告的组织范围：本报告覆盖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分⽀机构。
为便于表述和阅读，“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在报告中简称“格林美”。

本报告是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起连续发布的第11份社会
责任报告，报告编制秉承格林美“循环是⾼技术的，由循环⽽经济，实现
社会责任与企业效益相统⼀”的社会责任理念，阐述了2020年1⽉1⽇⾄
2020年12⽉31⽇期间的环境、减碳、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的具体实践与
成效。

本报告披露的所有内容和数据已通过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审议通过。关于本报告的披露内容，说明如下：

（⼀）报告范围

本报告引⽤数据主要根据相关资料统计分析取得，经营数据主要
来源于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经审计的2020年度《审计报告》以及《企业
年度报告》等。

本报告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企业版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年修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编写指南之节能环保⾏业(CASS-CSR4.0）》、《中国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评级标准（2018）》和中华⼈⺠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GB/T� 36001-
2015）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信息
披露指引（征求意⻅稿）》等相关规定、标准编写。

⽬前本报告提供简体中⽂版、英⽂版、⽇⽂版、韩⽂版、印尼⽂版
五个版本，包括纸质版和PDF电⼦⽂档两种形式，PDF电⼦⽂档可登
陆格林美官⽅⽹站（www.gem.com.cn）下载，如需纸质版，请致电：
（86）0755-3338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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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的时间范围：2020年1⽉1⽇⾄2021年2⽉28⽇，考虑到披露信
息的连续性和可⽐性，部分信息内容在披露时间上向前向后适当延伸。

（四）报告发布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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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绿⾊时代�扬帆起航

2025年与⼗四五具体⽬标

让世界循环起来，为构建�� ⼈类绿⾊命运共同体奋⽃！
地球是我们从�� ⼦孙后代借来的

1
2

3
4

5

到2025年，新能源材料的业务发展⽬标：

全⾯夯实公司在三元前驱体、四氧化三钴、动⼒电池回收领域的世界头部地位，为全
球新能源的商⽤化提供关键材料与动⼒电池回收服务，推动全球新能源汽⻋从绿⾊
到绿⾊。

·三元前驱体产销规模超过40万吨/年，并谋划与全球上下游合作在印尼、欧洲建设前驱
体材料⽣产基地；

·动⼒电池回收超过25万吨/年，并谋划与全球上下游合作在印尼、欧洲建设动⼒电池回
收基地；
·印尼镍资源项⽬镍⾦属的产能超过10万⾦属吨/年，效益完全释放，并积极推进在印尼
建设从镍资源到三元材料的产业链。

·四氧化三钴规模超过3.5万吨/年；

电⼦废弃物与废塑料再造业务年销售收⼊超过40亿元，城市矿⼭资源再⽣总量超过
1,000万吨/年。

升级放⼤城市矿⼭循环利⽤业务的价值与规模，快速推进电⼦废弃物分拆上市与城市
矿⼭业务的效益升级，年资源再⽣总量超千万吨，成为推动中国资源变⾰与建设循环型
社会的先锋企业。

全⾯规划创建低碳⽰范园区的⾏动⽅案，推动⼗六⼤园区全⾯迈⼊低碳⽰范园区。

·⼤⽐例使⽤清洁能源，单位产值的排放强度降低50%；
·⼆氧化碳减排量超过60万吨/年，推动碳中和；

·⼤规模利⽤循环废物，减少原⽣原料使⽤；
·全集团新能源汽⻋使⽤占⽐超过70%，全体员⼯积极践⾏使⽤新能源汽⻋。

创建低碳产业⽰范园区，践⾏低碳消费，成为全球低碳产业的领袖级企业。

开展超⾼镍低钴、⽆钴、固态锂电⽤三元前驱体、富锂锰基电池⽤前驱体等关键技术的
研究，开展新⼀代氢燃料电池⽤关键材料技术的研究，开发废旧动⼒电池、新能源汽⻋、
氢燃料汽⻋智能拆解与⾼效资源化技术。批量制造核⼼技术，新增核⼼技术发明专利
500项以上，新增国家/⾏业标准50件以上。

重⾦前瞻布局，在核⼼业务领域实施创新突围，做全球竞争⼤格局中的技术引领者，昂
⾸迈⼊⾏业技术与质量的⽆⼈区。

携⼿上下游客⼾，让世界循环起来。
与全球上下游头部企业建⽴绿⾊供应链伙伴关系，让世界循环起来，承担绿⾊使命，履
⾏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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