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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一件衬衣，需要消耗哪些资源 ?

衬衣的原材料是种植于棉田的棉花，然后经过纺线、染色和织布等环节，棉花被制

成面料。面料再经剪裁、缝制等工序，最终被制成衬衣。以上这些工序都离不开水、电和

染料。此外，负责操作机器的劳动工人也同样不可或缺。无论是环境资源还是劳动力，都

并非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之物。

位于中国山东省的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是优衣库衬衣面料的生产工厂。

其面料的产量和品质均已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尤为引人注目的是，这家公司积极致

力于降低工业废水、废气的排放，为最大程度地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甚至不惜投入资金完

善基础设施。此外，他们还采用与学校联合办学的方式，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积极地做出贡献。在谋求企业与当地社区共同发展方面，鲁泰公司的做法极具示范性，为

优衣库在中国的众多合作工厂做出了表率。

为了促进环境的改善和当地社会的发展，企业应该做出哪些努力，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

为寻找答案，我们来到了山东省淄博市，亲眼目睹了工厂与当地社会间的紧密联系，并听

取了这家工厂的员工及经营者的意见和看法。

封面插图：Soeda 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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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高中时，这里的烟尘特别严重。甚至在操

场上做操都感觉呼吸困难、十分不舒服。河水也散

发着刺鼻的气味。

我现在就职的鲁泰公司，厂区面积比当时扩大

了好几倍，但河水再也闻不到臭味儿。现在马路的

两旁种植着绿树，电影院、书店、餐馆也纷纷建成。

与十几年前相比，简直是翻天覆地的改变。

我出生在离这里不远的农村。从小时候起就经

常听大人们谈论鲁泰，因此对这个公司并不陌生。

人们口中的鲁泰是个待遇好工资高的好企业。

我在鲁泰职业学校专门学习了纺织，毕业后就

进入了鲁泰上班。6年前结了婚，现在孩子已经 4

岁了。我丈夫也是鲁泰的。我周围的很多夫妻都是

两个人都在鲁泰工作。我在家很少谈论公司的事，

因为我觉得回到家里，家人就是最重要的了。

在孩子 1岁前，我上班时每天有 2次哺乳时间。

回家给孩子喂完奶，再回去继续工作。我家离厂子

很近，每次 40分钟的哺乳时间足够用了。

2012年我买了房子并且搬家入住，在此之前我

们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那时女儿还小，我去上班的

时候，婆婆就替我照顾女儿。我现在住的房子是鲁泰

自己设计，自己盖的。地点在市内，而且有好几栋，

员工购房还能享受特价优惠，我们都很感谢公司。

女儿 3岁后，我就让她上幼儿园了。孩子的接

送是个问题，我和丈夫谁有时间谁就去接送，有时

候婆婆也会帮忙。去年一年我都没有加班，所以时

间比较好安排。

2012年我被任命为织布车间的班长，负责管

理一个 40人左右的班组。除了品质管理、确保机

器的运转率、安排机器的修理外，帮助员工排解工

作上的烦恼、解决她们生活上的问题也是我的重要

工作。我努力创造易于和员工交心的氛围，倾听她

们的烦恼，帮她们排忧解难，确保大家能够认真积

极地投入工作。

我还是鲁泰的服装模特呢。公司的模特是在员

工中公开选拔出来的。我不仅参加过公司在商品陈

列室举办的时装表演，还出差去上海参加了国际展

示会。虽然织布车间的工作非常紧张忙碌，但模特

这个工作给我带来很多欢乐（笑）。当然，对我来说，

现在最幸福的事还是和 4岁的女儿一起玩耍。

至于女儿长大后做什么工作，我尊重她自己的

选择。不过，如果女儿想进鲁泰工作，我一定举双

手赞成。鲁泰是个重视员工的公司，又是山东省率

先致力于环保的企业，所以如果到时候女儿征求我

的意见，我会充满骄傲和自信地告诉她，“进鲁泰工

作是个很好的选择 !”。

和4岁的女儿一起玩耍
是我最幸福的时刻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织布车间 班长

李 丹

为优衣库生产衬衣面料的世界最大规模的面料工厂——鲁泰公司的员工们。

中国山东省是李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她亲眼目睹了这里的环境状况及这些年的变化。

与丈夫、孩子共同生活的李丹，在休完产假后，

已重返岗位开始工作，以下是她的生活状况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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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连玉米面窝头都买不起。

高二那年，因为交不起学费，我只能退学。转而进

入提供伙食的煤炭技校学习。

之后不久我开始在一家小煤窑工作，在不见天

日的地下挖煤，再把煤装到手推车上，然后再继续

挖煤……，就这样机械地重复工作。

我本来身体瘦弱，体格也不太好，但在煤窑工

作的那段时间，我不仅增强了体力，还被评选为劳

动模范。从采煤现场调到技术部门工作不久后，我

又被抽调到故乡山东省淄博市的煤炭公司。

淄博是个煤炭、铁、铝等矿产丰富的地方，经

济发展速度之快在全国也是备受瞩目。但是，矿山

终有开采枯竭的时候，当开采量开始下降时，我被

调到了纺织厂。这次调动发生在 1990年，是我人

生的一大转折点。

我们和泰国合资建立了纺织厂。从日本进出口

银行获得融资，引进了日本设备，在机器的安装、

调适以及技术指导方面，我们得到了很多公司、很

多人的大力帮助。

我们要学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公司的经营理念。

如何才能使员工积极努力地投身于工作是我们当时

面临的一个难题。我们边干边学，终于意识到最为

关键的是“公司不能辜负员工”。保证员工的工资以

及福利待遇，完善工作环境，使员工能够心情舒畅

地投入工作。这种做法收效显著。

同时，我们还必须肩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我们

是凭借社会给予我们的资源和人才来开展生产的，

因此，我们绝不能做有损这个社会的事。但是，制

造业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影响。纺纱和织布需

要能源，染色需要水资源，焚烧锅炉会污染空气，

排放的废水会对河川造成污染。

我们多次去国外考察，通过学习了解到，致力

于环保是一个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不可或缺的重要

内容。于是，为了能够将生产对环境造成的负荷降

至最低，我们开始积极推进各项改革。

对于空气污染，我们希望通过减少当地烟囱的

数量来加以改善。为此，我们建立了燃效高、可集

中发电的大型发电厂。同时，有效利用发电过程中

产生的高热蒸汽，不仅将其输送至分散于各处的工

厂，从而废弃了各工厂的小型锅炉，还用它来为当

地居民的暖气供热。

在废水处理方面，我们不仅确保工厂排放的废

水符合目前已非常严格的国家标准，还建立了大型

污水处理厂，承接整个地区的污水处理工作，除自

己工厂排放的废水外，还对普通家庭污水、其他工

厂排放的废水等进行处理。

藤原英利先生（现任高级顾问）在日本纺织业

工作多年，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对我们工厂的经营给

予全面指导。无论大事小情，总是给予我们热心的

帮助，他对我们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贫困援助基

金”也是在藤原先生的倡议下设立的。

我们公司有部分员工来自贫困家庭。因为要维

持家人的生活，仅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有时难免会

捉襟见肘。为了救助这样的员工，藤原先生拿出自

己的钱创立了“贫困援助基金”。

基金提出的口号是“慈心一日捐”，意思是号召

大家本着慈悲之心，拿出一天的工资捐助他人。这

个活动后来发展为一个公司全员参与的活动。中国

有句古语：“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认为，作为一

个企业，唯有走正确的路，才能实现盈利。我们做

得还远远不够，今后还应更加努力。

唯有走正确的路
才能实现盈利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鲁泰公司是中国、乃至世界领先的面料生产厂，业绩持续增长。其创始人刘石祯生长于一个非常

贫困的家庭，青年时代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多年的努力终于使他赢得了人们的认可。那么，对于

如何对待环保以及如何使员工过上幸福生活这个问题，这位鲁泰的创始人有着怎样的见解呢?

刘石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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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校的宗旨是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

之所以在学校正门前建孔子像，是因为孔子是我们的同乡，同时也是教育思想的体现者。

我们学校和鲁泰的合作开始于 1992年，目前，学生人数已由当时的 850多人增加到

现在的 4000人。此外，还被评选为“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受到全国

的关注。

如果只传授职业技能的话，只需 3个月的时间就够了。在我们学校，学生在学习技能

之前，必须认真学习如何做人。因为我们认为只有具备了健全的人格，才能够提高职业素养。

鲁泰非常重视人才、重视教育成果，公司向成绩优秀的学生颁发奖学金，同时，也向

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发放助学金。

鲁泰公司对我们这个地区的贡献和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鲁泰与国家合作办学，

经营和管理当地的职业学校，

为活跃地区经济、培养人才

做出了巨大贡献。

那么，是什么举措使他们受到了全中国的关注呢?

VOICE 

向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
发放助学金

鲁泰职业学校

校长

李少鹏

我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这是一个重视教育的

城市，所以我周围的朋友都上了大学。考虑到离家

近等因素，我报考了山东理工大学的服装设计系。

这个科系是山理工和鲁泰公司以产学联合的形式新

近设立的。

在学期间我曾数次获得鲁泰奖学金，因而最大

程度地减轻了父母的负担，所以我也一直对鲁泰公

司充满了感激。

毕业时我其实有很多去向可选。但经过反复考

虑，最终选择进入鲁泰公司。因为这样既可以从事

服装设计工作，又能让父母放心。

进入公司后，很快就开始了研修。我先是在缝

制车间的衬衣下摆锁边部门研修了 2个月。那里的

气氛和预想的完全不同。车间内播放着音乐，大家

一边听歌一边工作，气氛轻松愉快。不过，仔细观

察就会发现，虽然每位员工面带愉悦，但都在全神

贯注于指尖和手上的动作。

之后我又做了一段时间的班长助理。班长肩负

着各种职责，我在协助班长工作的同时，具体地学

习了现场体系和管理机制。我深深体会到，任何工

作都不是一蹴而就的。

研修结束后，我被分配到设计室，负责各季节

的服装企划、选择面料、设计、及搭配等所有工作。

此外，在每年 2次的服装表演中，对模特的着装做

最后的检查也是我的工作。

我现在还没结婚，住在公司宿舍里，2人一个

房间，有空调和地暖，骑车去公司只需 5分钟。而且，

住宿费、电费、煤气费等几乎都是免费的，这在很

大程度上缓解了我们的经济压力。

我还参加了公司的管弦乐队。乐队成员都是从

全公司选拔出来的，还有歌手呢。演奏的曲目从古

典音乐到中国的传统音乐，范围十分广泛。每个星

期日都有专业老师来公司的俱乐部活动室为我们进

行指导。音乐会临近时，所有成员还会进行集训。

我负责演奏单簧管、二胡和口琴。明天晚上有

欢迎各地来宾的晚餐会。届时我们乐队将为各位来

宾献上精彩的演出。

邢海卿在大学的专业是服装设计，

毕业后，进入鲁泰公司工作。

公司离父母家比较近，父母对她的这份工作

也表示非常满意。

邢海卿住公司宿舍，骑车到公司只需5分钟。

住宿费和电费、煤气费几乎都是公司负担。

她还是董事长亲力组建的

公司管弦乐队的一员。

对于在鲁泰轻松愉快的工作和公司环境，

邢海卿是这样说的。

专业水平的管弦乐队
乐队所有成员都是
鲁泰员工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设计师

邢海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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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泰与当地社区
污水处理厂

员工公寓楼

住宅区

废水回收

废
水

回
收

污水处理厂、发电厂、学校、公园、动物园。

为了能更好地为当地社区做贡献，

鲁泰拥有各项设施，并进行管理。

例如，污水处理厂和发电厂，并非只供自己公司使用，

而是作为整个地区的环境基础设施来管理并投入使用。

此外，为数众多的学生在鲁泰职业学校

学习和磨练服装制作技巧。

鲁泰与当地社区联系紧密，

推出的各项举措为环保以及丰富人们生活的 

城市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园、动物园和广场均免费，

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也是大人们在假日休闲、运动的

好去处，深受当地居民的喜爱。

不仅负责鲁泰公司的废水处理，

同时也担负着当地其他工厂以及

普通家庭的废水排放处理。

污水处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泥

被输送至火力发电厂，

作为燃料进行有效利用。

将发电厂产生的

蒸汽用于地热供暖，

即使冬天房间也很暖和。

鲁泰专门建造了员工公寓楼， 

并以特价销售给员工。

提
供

电
力

和
蒸

汽

火力发电厂

鲁泰负责管理运营的

职业学校。

学习服装制作的

学生在实习期也会得到

鲁泰员工的积极帮助。

鲁泰职业学校

鲁泰体育广场

鲁泰文苑动物园

鲁泰的工厂

鲁泰文化路

鲁泰铺设的道路。

路的两旁种植着绿树、 

摆放有长椅，

是人们放松身心的好地方。

发电厂引进高性能的机器设备，

最大程度地抑制有害物质的产生。

其中部分燃料使用的

是从污水处理厂运来的污泥。

除鲁泰自己的工厂外，

此电厂还为附近的工厂及

住宅提供电力和蒸汽。

提供电力和蒸汽

让达到国家

严格标准的

水回归江河

净化后，

将水排放到河里

废
水
回
收

将
污
泥
作
为
燃
料
使
用

插图 : Soeda A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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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环保的
面料生产体系
纺纱、织布这些工序

需要耗费很多能源和水资源。

为将对环境的负荷降至最低，

鲁泰建立了自己的污水处理厂和火力发电厂。

在注重环保的同时，

生产最高品质的面料。
将纤维原料纺成纱线的工序。鲁泰的自动化程度

很高，转眼之间就纺织出优质的纱线。

所谓“纱染”是指在织成面料之前，对纱线进行

染色。这个工序需要使用大量的水和染料。

交叉编织经纬线，织成面料的工序。使用已染过

色的纱线，可织出格子等复杂的花纹。

1. 2. 3.

将使用过的水进行净化，并使之回归江河 创建环保的发电和供电体系

鲁泰的工厂里没有 1根烟囱，与其他工厂形成鲜明对比。这是因为其他工厂多采用小型锅炉自行发电，

废气由各个工厂直接排出，而鲁泰则拥有自己的大型火力发电厂，采用环境负荷低的方法集中生成能源。

鲁泰的发电厂充分考虑了环保因素。他们引进高性能的设备，高效生成能源，同时去除了废气中所含的

硫化物和氮氧化合物。在淄博市内同等规模的发电厂中，鲁泰发电厂的环保性能堪称一流。此外，鲁泰还将污

水处理厂产生的污泥粉碎后作为燃料循环利用（图片 b）。发电厂产生的蒸汽通过地下管道输送至鲁泰的工厂，

为各道生产工序提供动力。此外，他们还为其他工厂提供生产用蒸汽，并为普通家庭提供冬季采暖用蒸汽，在

当地的能源供应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鲁泰发电厂还积极引进最先进的技术，并派相关负责人前往日本发电厂进行考察，积极考虑同日本企业

合作，努力将对当地环境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

鲁泰的工厂

纱染等工序需要使用大量的水，鲁泰工厂每天的废水排放总量约达 1万吨。鲁泰对所有使用过的废水进

行净化处理，在达到国家制定的严格标准后，让其回归江河。他们将使用过的废水首先回收至工厂内的污水站，

并对其进行净化，直至达到国家标准。但鲁泰对此并不满足。除了对自己公司排放的污水负责之外，鲁泰为改

善整个地区的水质，还建立了大型污水处理厂，进一步提高污水净化的精确度。

鲁泰的污水处理厂除对已在工厂内完成处理的本公司污水进行净化外，还对附近其他工厂及普通家庭排

放的污水进行处理。其日均污水处理能力约为 8万吨。鲁泰自行创建高科技污水处理厂，对整个地区的污水

进行净化处理，为创造无水质污染、可放心生活的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

此外，为最大限度发挥资源的作用，鲁泰还有效利用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泥。他们在去除杂质后，

对污泥进行干燥（图片 a），并输送至公司的发电厂，将其作为燃料继续加以利用。

纺纱
（纺织）

纱线染色
（纱染）

面料生产
（织布）

a b

污水处理厂 火力发电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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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 1940年，和鲁泰的董事长同岁。在日

本兵库县西胁的纺织、染色公司工作了多年。西胁以

纱染工艺而闻名全世界。（注：“纱染”是将纱线进

行染色。而将织成的布料进行染色则称为“匹染”。）

在鲁泰成立的第 4年，他们找上了我，希望我能帮

助他们启动“纱染”工艺。

那时，无论机器操作还是染料调配，都要从零

开始。现在来看，这反倒是件好事。他们学东西很快，

手又巧，而且工作认真，是一群非常优秀的人。因此，

我所感受到的快乐要远远多于辛苦。

对企业而言，最重要的是员工的素质和员工的

工作热情。缺少了这两项，即使有好的原材料，也

无法生产出好的产品。正是出于“人才是支撑企业

的重要因素”这一想法，鲁泰才开办了自己的学校。

鲁泰是一家与当地联系紧密的企业。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淄博人，鲁泰的董事长多年来不遗余力

地为这个地区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包括铺设市内

干道，修建公园、动物园、运动场并免费开放这些

设施，盖建公寓楼并以优惠价格提供给员工，甚至

还组建了员工管弦乐队。

员工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当地人。他们的父母也

很了解并信任鲁泰。公司决不能辜负这份信任，不

能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对于我们而言，社会责任

绝不是空喊漂亮口号。因为我们深知 :我们用 10年

时间才赢得的信任，很可能会在瞬间失去。

棉花的品质很重要。商品的好坏一半取决于人，

另一半靠的是原材料。本着重视原材料的方针，鲁

泰在气候非常适合种植棉花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

资建立了自己的棉田基地。

在建立棉田基地的同时，我们还在当地创办了

一所小学并委托当地人管理。之所以创办学校，是

因为鲁泰并不仅仅把新疆看作自己的棉花生产基地，

同时也希望能够为当地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新疆的夜空非常美。我之前从没看到过那么多

闪烁在夜空的星星。不禁感叹我们的棉田选在了一

个好地方。新疆之行令我终身难忘。

藤原英利在日本的纺织业工作多年，

因经验丰富而被聘请到中国工作。

他和认真优秀的中国员工们一道，

从零开始艰苦创业。

藤原英利始终认为，对企业而言，

人才、品质以及与当地的紧密联系最为重要。

怀着这样的想法，他在中国做出了坚持不懈

的努力。

10年信任
可毁于瞬间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

藤原英利

来自外国的友人在参观我们的工厂后，评价鲁

泰“讲诚信，一丝不苟”，这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光荣。

山东人给人的印象是“内敛、诚实”。从历史

角度看，山东省还是孔孟之乡。

不过，再诚实地做事，企业要发展，面临各种

问题在所难免。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应对的就是环

境问题。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间，以近 10%的经济

增长率获得了飞速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对环境造

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为了追

赶发达地区，确实存在忽视环保措施的现象。

所幸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环保

问题的紧迫性，认识到必须最低限度地使用能源，

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与当地合作建立污水处理厂、

发电厂，可以说就是这一意识的具体体现。

改善环境刻不容缓，培养人才更是百年大计。

我们之所以和国家合作办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

以前，成绩优异的学生通常都会读高中、考大学，

而成绩不突出的学生才选择职业学校。愿意就读职

业学校的人并不多，而且毕业后也没有就业保障。

通过协商，我们说服当地学校开设了纺织和服

饰课程，并为其建造了学生的实习楼，派驻专业教师、

提供实习用的机器。此外，还为该校学生发放奖学

金和助学金，免除交不起学费但成绩优异的学生的

学费。

在这一系列措施的鼓励下，报考鲁泰职业学校

的人明显增加，毕业生对纺织所承担的社会意义有

了更为深刻的认识，离职率也大大降低了。

据说企业与学校联合办学这一模式，始于德国。

在中国，鲁泰致力于人才教育的系列举措受到了极

大的关注，已成为全国的典范。

今后我们仍将继续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滋

养企业根基。为改善员工的劳动环境，我们正致力

于推进自动化、信息系统化，并努力推进下属工厂

的高度智能化。此外，作为一个受社会尊敬、受员

工爱戴的公司，我们将进一步提高产品的品质，实

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以近10％的经济增长率获得了飞速发展，

但环境问题也日趋严重。

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意识到，

解决环境问题刻不容缓。

作为一个重视人才的企业，

除积极实施具体的环保措施外，

鲁泰还积极参与当地的学校教育，

并推进信息系统化，大力改善劳动环境。

改善环境刻不容缓
培养人才更是百年大计

刘子斌

鲁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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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衣库希望通过“制造服装、销售服装”这一日常的经营活动，

实现“改变服装、改变常识、改变世界”的目标。当今，全球化已

使整个世界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也要求企业必须谋求与当地的共

同发展，不损害当地人的利益和当地环境。优衣库认为，作为企业，

我们必须率先从全球化的视角考虑问题，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

服装制造需要资源。在制造过程中，会对赋予我们资源的环境

造成不小的负荷。无论是资源的减少，还是空气污染、河水污染，

都是对多样生物共同存在的地球环境的一种破坏。因此，我们必须

践行自己该做的事情。

作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开展经营的企业，一旦发现与我们合作的

交易伙伴存在对所在国家或地区的环境造成负荷的问题，就必须与

其一起面对问题，督促其解决问题，并一同做出改善。空气、江河、

大海没有国界，我们所处的地球环境也没有疆界之分。

我们是全球化企业，但我们的店铺、工厂，无一不是在所在地

区开展商务活动。如果不能赢得当地社区的认可，融入当地社区，

为当地社区做贡献，就无法获得发展。我们必须创造易于工作的劳

动环境，谋求与当地社区及当地居民的共同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

就要不断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所在。

目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将与当地社区合作，正

视每一个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为实现“让世界朝更好的

方向发展”这一目标，今后我们将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一如既往地

以积极认真的态度致力于各项问题的解决。

将环境负荷降至最低

努力为当地发展作贡献

http : //www.un iq l o .com/cn/cs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