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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简介

        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Nan j i n g  H a n r u i  C o b a l t  C o . ,  L t d .  股票代码

300618）创立于1997年，总部位于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司主要从事铜、钴矿

资源的开采，冶炼、加工，并配套生产铜、钴类产品，最主要为钴粉。为适应市场的需

求和变化，公司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向新能源领域延伸，公司产品也将会有钴中间品及

三元电池材料。

     寒锐钴业已成为拥有7家实业公司、2家国际贸易公司的跨国企业集团。2020年，

寒锐钴业的精炼厂由江苏润捷新材料有限公司迁至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此后，寒

锐钴业的钴粉精炼厂为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生产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十多

项发明专利，生产流程逐步实现连续化、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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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16年10月份成立，是南京寒

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

公司，位于安徽滁州苏滁现代

产业园，占地面积 90000平方

米，采用全球领先的自动化钴

粉生产线，以及先进钴粉生产

工艺，实现从钴粉加工到包装

全封闭、自动化生产，充分保

证钴粉质量，项目投产后，寒

锐钴业成为亚洲最大钴粉制造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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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简介

      安徽寒锐新材料有限公

司采用钴盐或氧化物还原工艺

，可根据客户对钴粉在形貌、

粒度、纯度、松装密度、流动

性等方面的不同要求进行定制

化生产，原料为氯化钴生产的

碳酸钴，氧化钴和草酸钴。另

有湿法冶金工艺， 以硫酸钴

为原料，液相还原新工艺生产

钴粉，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金属钴粉

碳酸钴

氧化钴

硫酸钴

草酸钴

寒锐是全球三大钴粉生产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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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系统

尽责管理系统---指导原则

         《中国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责管理指南》（简称《中国指南》）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关于来自受冲突影响和高风险区域的矿石的负责任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简称《OECD指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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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系统 

建立企
业风险
管理体

系

供应链
风险评
估与识

别

制定并
实施应
对政策

对过程
与结果
进行报

告

独立的
第三方
评估与
审核

开展落
地项目
解决根
本问题

第二步

第一步 第三步

第四步第五步

负责任钴供应链尽责管理以“六步法”为建设路径

第六步

    寒锐钴业按照《 O E C D 指南》     

《中国指南》与《钴精炼厂尽责管理标

准》的五步法框架要求，系统性地开展

供应链尽责管理，完成了《钴供应链尽

责管理风险控制程序》、《钴供应链尽

责管理申诉机制》、《了解你的供应商

流程》等制度的建立和发布。

    根据《中国指南》，在五步法基础

上，进一步推动第六步“社区参与”，

公司持续支持并积极参与行业内活动，

支持开展落地项目，助力解决行业挑战

的根本问题。



上述文件下载链接： http://www.hrcobalt.com/z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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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系统 

寒锐钴业尽责管理文件汇编摘录：

尽责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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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锐钴业成立了供应链治理委员会作为钴供应链尽责管理工作的最高管理部门。对公司治理（S1）、供应链(S2)以及运

营环境(S3)三个版块分别进行专业化管理，公司为各版块配备资源，各版块各司其职并进行充分沟通，从而保证供应链合规

体系的有效运行。

寒锐钴业尽责管理组织架构：

尽责管理系统 

供应链治理委员会

供应链治理秘书处    
（供应链管理部）

刚果迈特公司 销售部 质量部采购物流部 生产部



11南京寒锐钴业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运用ERP系统(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集信息技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身，以系统化的管理思

想，从供应链范围去优化企业的资源和运行模式，以其集成性、先进性、统一性、完整性、开放性的特点，实现

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管理，特别是实现了加强对供应链的控制和透明化管理。

ERP系统---控制和透明化管理供应链

尽责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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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系统 

35%

15%

15%

35%

物流管理
利用物流要素之间的效益关系，科学、
合理组织物流活动

采购管理
甄别供应商和产品的安全、提供定购、
验收信息，跟踪、催促外购物料，保证
货物及时到达、供应商信息查询等

生产控制管理
生产控制管理模块包含:主生产计划、
物料需求计划、能力需求计划、车间控
制、制造标准等

库存控制
反映采购入库、销售出库、生产领料等
情况，并结合部门需求随时调整库存、
反映库存现状

ERP系统---控制和透明化管理供应链

   通过ERP系统可以建立内部物料管控透明体

系，反映全面可靠的数据，使公司能够及时识

别供应链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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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记录控制程序》对各类记录进行保存和控制，以便为证明我公司质量

、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供应链尽责管理活动的各过程和结果符合规定要求提供客

观证据：

★ 公司各职能部门负责本部门记录的管理，人力行政部负责监控与管理体系运行

相关记录的有效性和符合性。

★ 各部门指定专人保管本部门记录，各类记录按序（如按时间顺序）归档。

★ 对于被认为特别重要的记录，保管部门应进行适当备份，且要异地保管。

保存期限：

★ 对于法律法规或客户等相关方有保存期限要求的，按要求执行；

★ 供应链尽责管理所有相关记录至少保存5年；

★ 其它记录各部门根据追溯与查阅需求，确定需保存的期限，一般为1~5年。

记录保存系统的说明：

尽责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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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践行以人为本的原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提供平等、公正的

事业发展机会， 确保在员工招聘、 培训、晋升、薪酬福利等方面不存在有关人种、肤色、年龄

、 性别、性倾向、种族、宗教、 婚姻、残疾、怀孕等方面的歧视。

   公司出台了《预防非自愿劳动程序办法》、《禁止使用童工和补救控制程序办法》等规定， 

严厉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或奴役。

    公司还开展端午节包粽子大赛、女神节送惊喜、给员工过生日等各种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员

工更加有归属感和幸福感。

公司践行“以人为本”原则

尽责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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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责管理系统 

公司开展丰富多彩的企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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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风险识别和评估

   公司参考《OECD

指南》和《中国指南

》要求，制定了供应

链风险管控流程并严

格执行，对供应链中

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

识别和评估。

风险评估方法、过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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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风险识别和评估 

 公司对每个环节严加把控，将任务落实到各相关部门：

★ 利用ERP系统的内部物

料管控透明体系，确保每

批物料来源的可追溯性，

能够识别、评估和减轻风

险；

★ 通过KYS（了解你的供

应商）程序收集供应商注

册、股东、供应链地图等

信息，建立供应商档案；

★ 要求供应商遵守寒锐

钴业供应链政策，并把相

关要求写入合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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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风险管理

风险缓解策略

    公司制定了供应链风险缓解的三条基本路径，根据风险的严重程度、容忍度，企业的影响力、

风险措施的有效性等来判定具体应采取的路径。

   风险较低且在可控范围；

   在降低风险的过程中继续

交易。

继 续
交 易

  风险较高且不可控，需要

治理以减弱风险；

  在持续降低风险的过程中

暂时中止交易。

中 止
交 易

     风险非常高且不可控；
  降低风险的努力失败，
或降低风险的措施不可行
，风险无法接受则终止关
系。

终 止
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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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风险管理

    选择风险缓解路径后，开展风险管理计划，并跟踪改善情况，六个月后再进行评估。

实施风险管理计划

• a)风险减缓计划可测量、可跟踪；

• b)具有定性和定量指标；

• c)监督和跟踪风险降低措施的成效；

• d)向高层管理人员反馈；

• e)提倡责任采购，但在风险降低措施失

败后可暂停或终止与供应商的关系；

• f)动员供应商和受影响的利益相关方参

与到风险管理计划的策划和实施中，征

询其意见。

开展额外的风险评估（6个月后）

• a)对风险减缓进行监测和跟踪

（ongoing monitor）对于需要降低的

风险，或在环境发生变化后，开展额外

的风险评估； 

• b)根据时间框架、效果评估指标、相关

方评价来评估计划的有效性；

• c)吸取可以持续改进的经验；

• d)适当情况下可公开风险管理计划和成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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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内部培训

   自推进供应链尽责管理工作以来，我们邀请

了行业内专家对寒锐钴业总部及各子公司的各部

门相关同事进行尽责管理内部培训。   

   2020年，我们积极参加责任钴业倡议（RCI）

组织的“负责任商业行为”系列培训。

   公司内部每季度组织1-2次尽责管理能力建

设培训，并将此作为常态化的内训机制，进一步

增强了员工的责任意识，推动了部门合作，并促

进提升了公司供应链尽责管理水平。

供应链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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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活动---参与行业会议

供应链风险管理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很多行业内活动

和会议都改为线上方式举行，寒锐一直保持参

与并积极发声。

   RCI于2019年启动了《钴手采矿管理框架

制定和规范化治理项目》，致力于推动行业各

相关方就可接受的钴手采矿标准达成共识，目

前正在积极推进中。寒锐作为RCI钴手采矿项

目工作组成员，深入参与RCI组织的手采矿项

目研讨会以及各类行业会议，并结合实地运营

经验及行业洞察，积极参与行业讨论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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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供应商的合规要求以及对供应商进行实地考察

供应链风险管理

★ 公司要求所有的钴原料供应商签订《供

应商行为准则》，并积极地监管供应商的合

规性；  

★ 要求所有的钴原料供应商接受独立第三

方机构的审查和来自客户的第二方审查；

★ 公司的供应链尽责管理专员与体系工程

师、质量工程师一起实地考察公司的钴盐供

应商，运用公司的供应链尽责管理体系审核

工具对其供应链尽责管理情况进行评估，针

对问题点与钴盐供应商进行沟通，并跟踪改

进情况直到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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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供应链尽责管理审核评估

 2020年1月7日，公司接受了RCS受戴姆勒委

托对南京寒锐的审查，公司参照审查后的改进计

划表对尽责管理体系进行了改进和完善。

接受审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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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供应链尽责管理

寒锐钴业郑重承诺，我司对最恶劣形式童工一贯持零容忍态度。

        
    2020年是寒锐钴业尽责管理体系建设和实施逐渐走向成熟的一
年。本着“持续改进”的原则，我们在2021年将会继续贯彻落实。

    欢迎钴供应链参与各方对我司的尽责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与指导
（联系方式：csr@hrcobal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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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