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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3 年社会责任报告 

 

本报告是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资产） 2013 年

度社会责任工作整体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 2013 年度企业社会责

任的实践和发展，便于各利益相关方更加深入了解华润资产的企业社

会责任实践活动。  

本报告期限为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向各利益相关方提供华润资产在员工权益、员工成长、员工关

爱、伙伴责任、社会公益、安全生产、绿色环保节能方面的情况。将

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促进华润资产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一、华润资产概况 

华润资产为华润集团一级利润中心，隶属于华润金融控股有限

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公司专业从事各类股权、不动产、债权

资产包的投资、管理、处置及咨询，并致力于向市场化、基金化转型。

目前，公司管理着华润集团委托的数十家企业逾 100 亿资产。 

华润资产拥有一支专业化的资产管理团队，全程参与了中国华

源集团有限公司、三九企业集团的重组整合。涉及重组整合资产 580

亿元、债务 600 亿元；先后完成华源、三九系 9 家上市公司重组；

累计实施 440 家企业重组、转让或清理，其中逾 100 家企业完成分

拆和转让，数十起增资扩股、股权回购、企业分立、破产清算、破产

重整、债务重组等案例；先后妥善安置、分流员工 20 万人，彰显了

华润对员工要善的社会责任理念。 

2011 年以来，公司还尝试探索节能服务产业，设立了华润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能服），为国家发改委第四批备案节能

服务公司。华润能服依托华润集团整体实力和管理优势，采取 E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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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大力推动节能技术的应用和节能技术改造项

目的实施，致力于成为提供专业化节能解决方案的服务商，并逐步成

为能效基金管理平台，努力通过资金+技术模式，为提高能源利用效

率，建设节能型社会做出新贡献。 

公司还在对华源大药房进行整合的基础上，支持企业大胆创新，

打造医药电商平台健一网，探索并实践新的价值创造之路，方便百姓

网上购药。 

2013 年，华润资产向集团相关单位移交了所孵化的健一网和华

润能服，公司业务重新聚焦于资产管理。  

华润资产定位于服务集团的市场化、专业化资产管理平台。依托

华润集团的整体实力和华润金融的专业支持，发挥在资产管理领域的

价值发现、资源组合、风险控制等核心优势，服务于集团安排的非主

营业务退出及战略新兴业务孵化，以基金或非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投资、

整合、处置外部资产管理业务，获取投资者满意的回报，构建专业化

资产管理平台。 

社会责任关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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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员工权益保护 

华润资产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切实保护员工权益。员

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社会保险覆盖率 100%，为员工提供每年

体检一次福利，体检覆盖率 100%。 

由于公司业务的特殊性，妥善做好管理范围内所托管的停产、半

停产企业或待处置企业员工安置是公司的重要工作，也是公司彰显社

会责任的重要体现。 

在华源、三九重组中，公司累计处置重组各类企业 463 家，累

计分流安置员工 20 万人。其中 2010 年-2013 年公司共处置企业 132

家，妥善分流安置 1.3 万人。2013 年，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按照

依法、合理、有情的指导思想，圆满完成了扬州华源、辽宁华源等企

业员工安置任务。全年累计完成员工分流安置 1885 人,其中集团内部

接收 529 人，妥善安置 1356 人。同时公司接收楚云酒店 614 人。在

扬州华源员工安置过程中，由于工作细致深入，得到了员工的理解和

支持，自始至终没有出现一起群访事件，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高度赞扬。 

员工安置需要专业和技巧，更需要对股东的忠诚与奉献。在维护

员工合法利益的的同时价值创造贯穿始终，华润资产严格按照集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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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始终坚守风险控制环节，以确保国有资产安全，处置程序依法合

规为已任。资产公司先后清理重组几百家企业，历来为审计重点，

2013 年国家审计署审计了公司处置金额 100万以上的项目 50 余项，

未提出任何违反国资管理规定的问题，这是公司对国有资产的负责，

更是对集团的高度负责。公司努力做到在复杂的资产处置中不失责任

心，在员工安置与维稳压力中保持耐心，在股东价值最大化原则下秉

承公心，在特殊岗位上奉献忠心。 

 2013 年员工安置案例： 

1、扬州华源破产清算员工安置工作 

扬州华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华）系华润重组华源集团过程中

涉及的一家纺织企业。该企业共有职工 340 人，离、退休职工 961



7 
 

人。近年来由于持续亏损，2012 年 6 月，被迫全面停产。华润资产

积极与地方政府协商解决之道。由于先后面临国庆、十八大召开、春

节、两会等敏感时间，地方政府对员工安置态度一直不明确，华润资

产努力维持了停产期间员工稳定。2013 年 4 月，与地方政府终于达

成一致，决定启动扬华破产清算和员工安置。华润资产迅速成立专门

工作组，全力做好员工安置各项工作。 

华润资产全力推动着扬华破产员工安置，在员工安置过程中，努

力践行华润集团“对员工要善”的理念，按照依法、合理、有情的原则，

精心组织，深入沟通。在工作组和管理团队的艰苦努力下，扬华员工

安置工作顺利进行。2013 年 6

月 28 日职代会顺利召开，职

工安置方案以 84.48%高票通

过。职工终止劳动关系签约、

兑付工作于 2013 年 8 月 6 日

开始实施。截止 2013 年 12 月

底，已全部完成了签约，签约

率达 100%。离、退休人员问题的安置也全部处理完成。至目前，扬

华员工安置工作已基本结束，总体反响平稳，未发生一起群体性上访

事件，政府相关部门认为在扬州职工安置工作未发生群体性上访事件

扬华是第一家、没有政府相关部门人员上门做宣传、接访扬华是第一

家，市政府要求相关部门去扬华清算组学习经验。历时半年，经过艰

苦努力，扬华 1200 余名员工得到妥善安置，得到了扬州市委、市政

府高度赞扬及好评，维护了华润良好的社会形象。 

2、华源辽宁公司历史遗留员工安置问题 

华源辽宁公司 2008 年 6 月停业，12 名员工向有关部门反映工

资、社会保险、取暖费、医药费、集资款等问题。华源辽宁问题的难

点在于企业是华源集团分公司，非独立法人；存在违反国家《药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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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和《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转包经营等法律风

险；员工经济补偿金、工资、社保等诉求过高。 

华润资产组成辽宁公司遗留问题处理小组,在摸清情况的前提下，

认真做好员工的思想稳定工作，引导他们通过法律诉讼和协商解决途

径解决劳动纠纷。之后，全部 12 名员工（包括 6 名退休员工）均已

得到妥善安置，累计支出相关费用 120 万元。 

 

三、员工学习与成长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学习与成长，努力营造学习型组织环境。 

1、组织召开“华润之道”分享会，邀请曾参加“华润之道”卓越经理人培

训班的学员分享了他们在华润大学学习期间的感悟。公司组织进

行了重组案例编写工作，并在华润大学讲授课程，获得学员好评。 

2、组织员工参加集团讲师培训，并在新员工训练营进行《时间管理》

《礼仪》等课程宣讲，取得了良好的培训效

果。公司不定期的在网上选择培训题材课程

组织各部门共同视频学习。 

3、公司每季度挑选一本和公司管

理主题或    近期工作相关度比

较高的《精益思想》、《改善》、《正

能量》、《魔律》等畅销书籍，让

员工通过阅读并撰写读后感的方

式激励员工的阅读热情， 2013 年完成心得体会 200

余篇。 

4、公司邀请了深圳特区报资深记者为资产公司深、沪

两地的员工进行了新闻与写作培训。 

深沪两地员工培训率 100%，人均培训时间全年 10 小时，培训

效果良好。 



9 
 

 

四、员工关爱 

公司努力营造简单、坦诚、阳光的组氛围，关爱员工生活与健康。 

1、 公司定期召开管理团队会议，组织战略、业务等专题研讨会，

邀请员工代表参加公司各种决策会议，增进员工对公司战略、

预算等的了解，增进团队与员工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群众路

线实践教育活动中，公司邀请员工代表参加团队民主生活会，

深层剖析存在的问题，坦诚接受员工意见和建议。 

2、 创办“员工文化墙”，在宣传华润的企业定位、愿景等文化的同时，

展示资产公司的新闻、新事、新亮点 

3、 召开 2012 年工作回顾暨表彰大会，举办迎春晚会，由各部门

自导自演表演节目，播放员工自制年度回顾纪

录片 

4、 为逐步完善公司管理制度，

发布实施了《团队行为准

则》、印制下发了《华润资

产管理制度汇编》 

5、 2013 年，公司本着“对经理

人要严，对员工要善”的要

求，对员工发起《健康倡议书》；为员工购买意外险及住院补贴

并制作了员工健康情况调查表备份使得员工被保障利益最大化；

并探望生病员工及近亲家人共计 4 人次，送上补助慰问金关怀

健康；还组织全员体检，员工体检率 100%，上海地区的体检

项目更首次人性化的提供了套餐内自选项目的概念并与医院沟

通后得以运作，得到员工们的普遍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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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开展了员工关爱系列

活动，包括工间操、羽

毛球、野外徒步等活动

锻炼员工体魄 

7、 公司关注女性员工，三

八妇女节公司领导送

上了慰问信，深、沪两

地还以多种形式开展

庆祝活动 

8、 公司每月开展员工生

日会和 our family 活

动，上海地区在酷暑时

节为员工提供清凉用

品，为员工提供过滤口

罩预防雾霾带来的影

响等等贴心小举措，提

升员工归属感 

9、 11 月在上海举行了上海片区职工运动会。运动会设广播操团体

赛、单人跳绳和单人定点投篮等竞技比赛项目。运动会本着人

人参与的宗旨，通过比赛，推动员工开展系列健身活动。 

 

五、伙伴责任 

公司与客户及供应商合作过程中，坚持诚信经营与公平竞争原则，

并积极探索战略合作。 资产管理方面，对要退出的股权、企业坚持

公开挂牌方式处置；对房产处置，则先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拍卖行，

再由拍卖行通过竞拍方式处置，寻求股东价值最大化； 此外，通过

邀请招标方式，分别有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分所、沃克森（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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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国众联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

估价有限公司、金杜律师事务所等公司中标，为公司

提供资产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服务。 

 

六、社会公益 

2013 年 4 月 20 日，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发生 7.0

级地震，公司响应华润集团号召，在公司本部会议室举行了“向雅安

地震灾区同胞捐款”仪式。仪式现场，气氛凝重而严肃，公司举行了

默哀仪式，并在公司领导的带领下，本部员工列队依进行捐款。此次

捐款活动，公司及下属企业员工共 649 人参加捐款，金额达到人民

币 60558 元，港币 2500 元，并相继汇入华润慈善基金账户。  

 

七、安全生产 

2013年，按照安全生产责任书和集团各项管理要求，公司扎实

推进安全管理基础建设，在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专业化体系建设、

安全行为观察活动、安全生

产教育培训等方面取得一

定成效，较好完成了集团部

署的各项工作，全年未发生

特别重大事故、重大事故、

较大事故和造成人员重伤

的一般事故；未发生造成人

员（消费者）死亡或者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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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社会影响的安全事件；未发生对集团市场形象、社会形象，造成

重大负面影响的安全生产事件和舆情，实现了安全生产责任书的控制

目标。在集团2013年安全生产内审的成绩最后得分88.1分，进入前

10名。 

  

八、绿色管理节能环保 

2013年，华润资产依托华润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继续推动以合

同能源管理的模式开展节能服务业务。  

一是继续落实为华润电力徐州、埔圻、沈海电厂提供的EPC服务，

同时与华润置地沈阳公司、华润万家长沙公司探索分布式能源项目合

作。  

二是参与华润电力2013年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招标。涉及19个电

厂的60个项目，总投资预计3.4亿，分为3个标段。我方充分展示了融

资能力优势、协同优势以及项目协调优势，并给出了合理的报价。经

过激烈角逐，我方三个标段均进入中标推荐名单（每标段推荐2名），

并最终中标第二、三标段，标的金额约2.4亿元。  

我们在员工中积极开展节

能环保宣传，将节能环保纳入

精益管理项目。在总部设立节

能环保大使，发出倡议，号召

员工注意节约用电、节约办公

用品，积极践行绿色办公行动。 

公司推选了“节能”、“环保”

大使，制作了“能耗开关位置及

巡查路线图”。全年回收处理快递

包装及支装水包装近百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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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公司将根据华润集团的要求，做好战略梳理，在清晰

组织定位的同时，全力做好管理范围内企业处置及员工安置、维稳工

作，做好内部资产管理及处部资产管理项目的开拓，将过往组织优势

转化为市场化的价值创造模式，为集团创造新的价值。在此基础上，

积极参与华润公益事业，创建符合华润集团要求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华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四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