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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公共自行车进太钢 低碳出行助力生态文明

� � 作者为银则企业管理咨询
（上海）有限公司（InnoCSR）CEO

■ 李润锡/文

案例评述

面临当下严重的环境污染 ，
濒临枯竭的自然资源， 太钢作为
一个典型的城市型钢厂， 对节能
减排和循环经济建设有着深刻的
领悟。 太钢积极响应国家建设生
态文明的号召，努力探索与社会、
自然、城市、员工、客户、供应商和
谐共处的企业治理之道。 近十年
来， 太钢在践行企业社会责任方
面硕果累累： 在污水处理技术领
域取得了重大的创新突破； 在生
产过程中重视资源的循环利用 ，
使用回收的生产余热为城市供
暖； 在厂区建设方面提高绿化覆
盖率， 为城市的生态文明建设贡
献一己之力。2013 年，太钢在绿色
发展、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企业
社会责任战略的指引下， 积极采
纳员工的意见建议， 将自行车租
赁系统引入厂区， 和太原市的公
共自行车系统联网， 方便员工绿
色出行， 为全市的环境可持续发
展作出贡献。

如今， 随着企业社会责任观
念的出现， 企业的治理方式正在
发生趋势明显的变化： 在追求自
身的利润最大化之外， 还更加全
面地关注其他利益相关者， 如政
府 、社区 、员工 、供应商 、环境等 。
企业作为一个多种利益冲突与合
作的载体， 它必须面对和权衡不
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 将其他利
益相关者纳入企业治理， 使得企
业更加着重对于长期目标的追求
和持续发展。 相反，利益相关者利
益的实现， 又使得利益相关者更
加关注企业的发展， 从而与企业
形成一种基于信任的长期稳定的
合作关系。 太钢的公共自行车租

赁系统项目则是将利益相关者纳
入企业治理， 保障多方利益相关
者利益的典范。

太钢将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引入厂区， 一方面体现了其作为
一个工业企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
的态度和责任。 由于机动车激增
而带来的日趋严重的尾气排放是
环境污染的一大重要原因， 倡导
市民选择低碳、 环保的交通工具
出行， 有利于缓解因废气排放而
导致的空气污染。 这是对政府生
态文明建设号召的积极响应 ，是
对社区提升环境质量的突出贡
献。 另外一方面，公共自行车进太
钢为员工创造了便利。 太钢厂区
占地面积广，规模宏大，35 个服务
点实现了厂区的全范围覆盖 ，公
共自行车成为了太钢员工绿色低
碳出行的首选。 此外，员工在感受
到租赁自行车带来的快捷便利的
同时，也为节能减排、低碳环保贡
献出了一份力量， 提升了公民荣
誉感和对于企业的认同感。

值得一提的是，太钢“公共自
行车进厂区项目” 的最大推动力
来源于员工。 员工是企业重要的
内部利益相关者， 企业在保护员
工权益的同时， 还应当充分重视
员工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的作用 。
因此， 畅通企业与员工的沟通渠
道 ， 搭建员工意见交流平台 ，对
于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决策有着
重要的价值。 太钢通过公司内网
“在线倾听 ”、 公司职代会等平
台， 鼓励员工以各种形式发表建
议意见， 并且选择性地纳入公司
的治理中去。在 2012 年太原市公
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投入之后 ，收

获了来自市民的广泛青睐。 与此
同时， 太钢收到了员工希望企业
能与城市接轨并在厂区内推广使
用公共自行车的建议。 太钢经过
讨论后， 决定将这一建议付诸实
施。

好的公益项目应当努力让更
多的人参与进来， 形成持续的社
会影响力。 “公共自行车进太钢”
的项目能够做到的不仅仅是为厂
区内的员工带来便捷， 更加重要
的是， 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传播一
种低碳 、环保 、乐活的理念 ，进而
为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
献。 项目运行一年来收到了来自
员工的大力支持和好评。 在太钢
员工的建议下，今后，公司也计划
继续推行该项目， 在偏远的厂区
增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点。 太钢将
不断深化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和实
践，以建设都市型绿色钢厂、实现
钢厂与城市的有机融合为追求 ，
努力成为生态文明、 社会进步的
推动者。

太钢：将利益相关者纳入企业治理

� � “建设生态文明，工业
企业责任重大， 钢铁企业
更应率先垂范。 应当以高
水平的绿色发展，改变‘高
能耗、 高污染’ 的行业形
象， 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
主力军。 ”太钢集团董事长
李晓波谈起生态文明建设
时说。

太钢集团主厂区位于
太原，占地面积约 8.5 平方
公里。 作为大型钢铁联合
企业， 面对资源和环境制
约日益严重的新形势，面
对广大公众对生活质量的
期待，太钢认为，在为社会
创造财富的同时， 还应创
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如何
实现钢厂与社会、自然、城
市、员工、客户、供应商等
和谐相处，建设创造价值、
富有责任、 绿色发展的都
市型企业， 是太钢努力的
方向和前进的动力。

早在 2002 年，太钢便
开工建设我国冶金行业最
早、 规模最大的膜法水处
理生产线， 用于污水深度
处理。 目前， 太钢每天回
收利用城市生活污水 6 万
吨， 每年可减少化学需氧
量排放量 5000 多吨。 利用
回收的生产余热， 为城区
1400 多万平方米居民住宅
供暖， 并使供暖区域内的
燃煤小锅炉全部被淘汰，
年 削 减 二 氧 化 硫 排 放 量
2800 多 吨 、 烟 尘 排 放 量
4200 多吨， 节约燃煤 4 .2
万多吨。 此外， 积极开展
城市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废旧机动车拆解再利用业
务已初具规模，废旧轮胎、
塑料等综合利用项目也在
积极推进。 太钢还大规模
实施厂容整治和绿化工程
， 厂 区 绿 化 覆 盖 率 达 到
40.6%，形成了“厂在林中、
路在绿中、人在景中”的生
态格局。

PM 2.5 大范 围 持 续
的雾霾天气 、 日益严重的
空气污染， 成为全社会关
注的焦点。 在影响环境的
诸多因素中 ， 机动车激增
及其所带来的尾气排放污
染是重要原因。

2012 年 9 月 ， 太原市
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投入
使用后 ， 公共自行车以其
低碳、绿色、环保、健康，受
到省城市民青睐 。 这一做
法与太钢推进绿色发展，
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思
路不谋而和， 同时又能方
便员工上下班。 但是太钢
厂区门禁管理制度严格 ，
员工工作场所较为分散 ，
公共自行车入厂区面临着
设点 、维护 、使用、管理等
众多难题。 纵观国内大型
企业， 公共自行车进入厂

区的做法又无经验可循 。
这时， 太钢员工通过公司
内网“在线倾听 ”、公司职
代 会 等 形 式 发 表 意 见 建
议 ， 希望企业能与城市接
轨 ， 在厂区内推广使用公
共自行车。 由此，太钢决定
将“公共自行车进太钢项
目” 列为 2013 年太钢节能
环保 、 低碳发展的重要举
措之一。

公共自行车项目是在
太钢厂区内设置服务点 ，
并和太原市公共自行车系
统联网，通过智能管理，实
行通租通还。 公共自行车
是区别于城市公交的一个
慢行系统，按照规划，厂区
内租车点主要布置在主干
道两侧、生活服务区、办公
楼附近等职工密集场所 。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 ，太
钢还成立了专项工作组 ，
在绿地移植、路面硬化、网
络和电源提供等方面为施
工单位创造便利条件。

2013 年 2 月 1 日 ，太
钢厂区 35 个服务点正式开
通。 太钢厂区及周边一共
建设投放 10012 辆自行车
及配套锁桩。 据统计，单日
最高租骑 36.93 次，单车日
均周转次数最高达 19.03
次/车，日均免费租用率最
高达到 100%。 公共自行车
已经成为太钢员工绿色出
行、低碳出行的首选。

在厂区和周边区域建
设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 ，
使太钢成为钢铁行业和太
原市第一家实施公共自行
车租赁系统的大型企业，
成 为 太 钢 倡 导 和 实 践 节
约、环保、文明的生产和生
活方式 ， 持续提升绿色发
展水平的又一重大举措 。
如今，承载着节能环保、绿
色低碳理念的公共自行车
已经成为太钢厂区及周边
区域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张小小的公共自行车卡
让太钢员工在方圆 8 .5 公
里的厂区及周围感受到了
出行的方便快捷 ， 也亲身
感受到了节约资源、 保护
环境的快乐。

公共自行车进太钢作
为一项民心工程 、 实事工
程 ， 受到了太钢广大职工
的全力支持和广泛好评 。
“公共自行车进太钢”项目
运行一年来 ， 公司收到职
工提议、留言数十条 ，希望
在偏远厂区能够增设公共
自行车。为此，公司计划将
继续推进“公共自行车进
太钢” 项目， 一次性投资
100 万元 ， 增设公共自行
车网点 30 余个 ，方便员工
出行的同时， 减少环境污
染，倡导低碳出行，助力生
态文明。

“公共自行车进太钢项目 ”被列为 2013 年太钢节能环保 、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