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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海力士（中国）在瞬息万变中，

通过领先的开发技术并快速响应，

为行业发展和日常生活、工作做出了贡献。

未来，SK海力士（中国）将持续认真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力求创造社会价值，携手各地区共同发展，

力争成为以先进技术为

核心力量创造更美好世界的公司。

责任管理
责任战略与治理
SK海力士（中国）积极响应韩国SK集团提出的“DBL（Double 
Bottom Line，双重底线）”价值体系，追求以经济价值和社会责任意
识为基础的社会价值，与合作伙伴、社区、员工等各利益相关方在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上共同奋进。

积极构建社会价值检测系统，重点评估环境成果与社会成果，以定量方式检测企业活
动中发生的社会价值。

DBL经营是SK的一项经营原则，旨在通过在所有经营活动中创造EV的同时增加
SV，以求实现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Double Bottom Line
其超出代表净利润(位于会计账簿最底端)的“Single Bottom Line”概念。意指

“应同时追求EV和SV”

DBL
(双重底线)

EV
Economic Value

SV
Social Value

SK 社会价值测定领域

雇佣

分红

纳税

通过企业活动为经济带来
的间接贡献价值

经济间接贡献成果

环境
生产、销售环保产品

销售改善生活质量的产品
改善劳动环境、合作共赢

改善治理结构等

社会

治理

通过产品的开发、生产、
销售所创造的社会价值

经营活动社会成果

社会贡献活动

捐款

志愿服务

为地区社会开展社会贡献
活动而创造的价值

社会贡献社会成果

责任能力与沟通

SK海力士（中国）积极参与社会责任领域学术研究，参与SK
集团与国务院国资委合作的“中国社会价值LAB”、《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HINA-ESG5.0）》等研究工作，
为中国社会价值、ESG体系建设添砖加瓦。

SK海力士（中国）社会责任
报告连续三年参与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报告评级，连续第
二年获得五星级评价。

定 期 进 行 社 会 责 任 相 关 培
训，针对社会责任工作进行
集中教育和探讨，提升管理
层与员工的责任意识。

关于SK海力士（中国）

生产的存储器用于
电脑、服务器、智
能手机、汽车等 IT 
应用设备

主要产品

SK海力士在16个国家32个生产/研发/销售基地有约38,000名成员，在中国拥有4个生产工厂，8个销售法人/办事处

SK海力士（中国）运营中国最大12英寸DRAM FAB，是生产规模最大的单体生产基地

SK海力士（中国）是具备全球最尖端10纳米级制程技术
的半导体生产基地

SK海力士（中国）是江苏省最大规模外资投资企业，累计
投资突破217亿美元



SK海力士（中国）不断规范和提高自身环境管理水平，同时不断
培育绿色文化理念，增强全员绿色环保意识，营造绿色发展环境，
从管理和宣贯两方面持续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SK海力士（中国）建立公司内部环境影响评价机制，针对可能
对外部环境（水体、大气、土壤等）造成污染的因素进行环境
影响评价，根据评分结果进行登记并制定相应改善计划。

宣贯绿色文化

创造绿色生产的幸福 创造守护绿色的幸福 与员工分享成长的幸福
SK海力士（中国）抢抓绿色低碳新机遇，在践行节能减排、推进绿色生产等方面积极探
索，不断推动“双碳”工作，打造绿色低碳发展行业新标杆。

SK海力士（中国）遵循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低碳循环发展，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致力于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
业发展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以期让地球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永驻。

公司宣布RE100目标：2021年1月7日，SK海力士等8家SK集团所属公司率先宣布2050
年RE100目标，SK海力士宣布，到2022年在中国国内生产设施将优先实现RE100目标

2021年，公司不断加大环保投入，取得了突出的环保成效

环境影响评价流程
原材料使用及各运营部门 无锡环境保健部门区分

Work 
Flow 建立重大环境影响登记

及改善计划
重大环境影响选定、

登记及委托

YES

NO

委托实施环境影响评价

重大环境影响

重大环境影响登记

环境影响评价实施

日程运营管理

建立环境管理目标

SK海力士（中国）切实维护好员工的基本权益，不断促进员工健康成长，与员工形
成良性互动，持续助推企业与员工共同成长。2021年，SK海力士（中国）

与伙伴分享互赢的幸福

SK海力士（中国）与合作伙伴共谋发展、共同成长，努力打造一个长期、稳定、健康的生态合作圈。

SK海力士（中国）在发展好自身的同时，牢记自身的社会使命，把“责任感”贯彻到促进员工成长、携手伙伴共赢、造福社会大众的行动之中，用实际行动传递爱
心与温暖，回馈社会。

不断促进行业发展，携手
无锡政府，打造中韩集成
电路产业园，助力无锡加
快构建集成电路核心产业
集群和产业创新生态圈。 

不断推进责任采购，强化采购
领域各项风险管控，确保采购
体系公平公正、阳光透明，推
进本地化采购，携手上下游企
业共同打造责任供应链。

职工代表
大会

开展员工活动，
丰富员工业余生活

企业环保共建
项目

发展篇：
创造幸福：以行动为桨，扬生态之帆 分享幸福：以担当为笔，绘美好之卷

开展“环境月”活动，
企业、政府及各街道共
计150人参加，吸纳56
家企业参与“大手拉小
手”环保共建。

开展459场培训，累计培训时长达12.45
万小时，参与员工28,291人次

吸纳就业人数964人

环境总投资

23,842万元

节约水量达

1,089.89万吨
完成约3,100平方米绿化改造，共计
约1,400平方米的花灌木的种植

通过技术改善减排温室气体

2,832吨

困难员工帮扶共投入27.5万元

设置2处孕妇休息室、2处哺乳室，并提供专

属就餐通道，以实际行动关爱女性员工

SK海力士
（中国）厂区

公司提出“绿色2030”项目，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五大目标：

树立在2030年前可实现的RE100相关目标（并在2050年前实现RE100承诺）

实现碳中和相关目标        实现空气污染物排放量零新增        将水资源节约量提高300%

于全球生产据点获得废弃物零填埋（Zero Waste To Landfill,ZWTL）金牌认证

开展现场
检查开展环保公益活动

与社会分享和谐的幸福

SK海力士（中国）发挥企业的资源优势和社会影响力，积极开发和实施公益项目，用真情回馈社会，与社会各界共同建设美好家园。

公司成立无锡市新吴区幸福外国语小学，
促进教育事业发展

公司在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志愿
者活动

公司助力青海互助县采购2,046斤土豆，在
公司食堂烹饪后与员工分享

“幸福心福”项目向无锡新吴区15所学校各
捐赠一台AED，组织志愿者到学校开展AED使
用宣传教育，让更多人学习急救知识和技能

“福村宝”项目支援宜兴汤庄村、乾元村
及无锡梁溪区梨庄社区3个经济薄弱村，开
展“村级医疗互助”项目。截至2021年
底，公司总计支援120万元

SK亮睛行动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白内障手
术费部分免除或全免服务，截至2021年
底，已为近7万名老人进行免费眼科检查，
为6,061名老人提供白内障手术支援

“幸福巴士”免费移动诊疗服务项目为无锡
地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健康体检和诊疗服
务，截至2021年底，已累计开展270多场，
为3万3千名左右居民提供健康体检服务

SK海力士（中国）于2007年底成立爱心基
金，倡导员工自发自愿定额捐款。截至
2021年底，爱心基金援助人数300多名，
援助金额超百万余元

2021年，公司安全生产投入10,255万元，设置运营中央防灾室，进行24小时的系统监
督和应对各种申报；设立紧急救护小组（ERT），守护员工及公司安全。

公司持续深耕慈善公益事业，完善公益管理体系，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慈善公益体系。
2021年，SK海力士（中国）开展多项公益活动，包括“幸福巴士”免费移动诊疗服务项
目、SK亮睛行动、幸福AED捐赠、村级医疗互助—福村宝项目、同心博爱项目、“慈福”民
生保险等，并投资建立爱思开无锡医院、无锡市新吴区幸福外国语小学，彰显企业担当。

SK海力士（中国）公益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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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篇：

内外部审核 -Audi 品质等级区分-Grading

异常管理 -NCRB出货品质管理-FQC

过程变更管理 -PCCB进料品质管理-IQC

统计过程控制 -SPC品质管理制度

质量方针让日常充满高科技带来的小确幸

SK海力士（中国）一直致力于提升半导体技术，公司生产的芯片让日常充满高科技
带来的小确幸。智能语音对话时，不仅可以细心解答，还能读懂言外之意；地图导航
时，可挑选捷径，顺利达到目的地；绘画设计时，简单几笔可绘制一幅杰作；游戏作
战时，一路可顺利闯关。

创新引领发展

自2014年起，公司通过开展V-1革新活
动、创新培训、技能大赛、想象部落提案
活动等多种方式，提升员工创新能力。

品质彰显价值

SK海力士（中国）致力于提升产品品质，
强化品质意识，提升品质能力。同时，公
司注重为客户带来优质的服务体验，保障
客户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科技赋能，奋力奔向“芯”时代

客户幸福 作为为客户创造价值的伙伴，超越顾客要求的质
量，提供主导市场的产品，持续追求客户幸福

质量创新 以领先的技术竞争力为基础，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和质量创新，确保质量领导力

全员参与 以共鸣文化为基础，公司全员在各部门全力参与质
量提高

V-1革新活动之Band长教育

防止信息泄露体系运营图 客户问题分析解决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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