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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概述 Release Notes

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发布的第六份社会责任报告，自 2014 年起每年定期发布报告。

时间范围：
本报告为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第六份对外公开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除部分内容追溯到以
往年份，本报告主要时间范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内容界定：
本报告覆盖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及下属机构。

参考依据说明：
本报告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社会责任指南》（GB/T36000-2015）、《社会责任报
告编写指南》（GB/T36001-2015）、《社会责任绩效分类指引》（GB/T36002-2015），并结
合企业自身情况及具体实践编写而成。

报告反馈：
对本报告的内容如有疑问或建议，欢迎来电或来函询问。

联系电话：021-54865776

邮寄地址：中国 上海市 闵行区 联明路 400 号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厂部办公室

邮政编码：2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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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Preface

高管声明  企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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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声明

2018 年，在宏观经济下行压

力加大的背景下，上海民族乐器

一厂为实现稳增长作了提前布局，

全厂员工在红双喜集团公司的指

导下，在企业党政班子的领导下，

以民乐文化为主线，发挥品牌新

优势，链接社会新资源，创造发

展新动力，营建企业新格局。经

过一年的拼搏奋进，不仅实现了

经济上的稳健增长，也获得了品

牌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

发挥品牌优势，深入推进文化营销战略。      
2018 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迎来建厂 60 周年华诞，诚邀民乐名家、文化学者等共

同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典活动，包括“丝绸之路”主题音乐作品展播、“敦煌故
事”征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传承系列活动、庆典音乐会等等。企业基于一定的品牌积
淀和受众认知度，携手行业专家学者开展了高质量的民乐文化活动。4 月，赴西安开展“敦
煌国乐”刘德海琵琶研修班；8 月，在上海举办第三届“敦煌杯”中国古筝艺术菁英展演；
9 月，企业在上海音乐厅主办了三场“敦煌国乐”系列音乐会；10 月，企业邀请中央民
族乐团在上海音乐厅演绎了两场“敦煌之夜”音乐会。

为了推动中国民族乐器走向世界，2018 年，企业继续赴海外展示“敦煌”乐器文化，
先后参与了美国阿纳海姆国际乐器展、德国法兰克福国际乐器展等大型国际乐器展览。8
月，企业参与协办的“文化越古今——生活中的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世界最古老
的图书馆——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展出，精美的技艺、典雅的乐器以及优美动听的中国
音乐受到了埃及媒体和观众的欢迎。



7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深耕乐器市场，提升销售业绩。
2018 年，企业坚持大力开拓二、三线地县级市场，发展教育培训市场和政府招投标

市场。南京路门市部转型升级，装修焕然一新，定位为集乐器展示、演绎、宣传及销售
为一体的“敦煌”品牌旗舰店。

与此同时，企业加强与海外合作伙伴的联络，策划举办了音乐会、讲座等形式丰富
的文化营销活动。企业继续拓展线上营销渠道，开通京东自营旗舰店——敦煌牌乐器官
方旗舰店，并进驻上海音乐出版社“乐海书情”平台，开辟营销窗口。

着力推进产品力建设，创造发展新动力。
2018 年，企业在产品研发上深入实践“+ 文化”思维，推出了“敦煌”到敦煌系列、

一带一路系列、海派风情系列、大唐雅韵系列等近 50 款新品乐器。其中，售价 128 万
的珍藏版小叶紫檀木“海上凤韵”金筝，更是以顶级的制作技艺、极致的装饰工艺备受
瞩目，一经推出，即被购买收藏。

企业注重提高乐器的声学品质，积极与民乐演奏名家、团体，以及专业研发机构合
作，以前瞻性研究开辟乐器市场新领域。与上海艺术研究所等合作，成功研发出了六角形、
瓷瓶形民族低音拉弦乐器；与罗兰数字音乐教育合作研发的“敦煌 • 罗兰智能交互古筝”，
真正实现了“一对多”的互动式智能化古筝教学。同时，企业高度重视质量管理工作，
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标准，上榜首批“上海品牌”，成为代表“上海文化”的一张名片。

继续推进企业精细化管理工作，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企业紧抓员工队伍建设，一方面，继续做好关键岗位的人才引进工作，培养储备干部，

目前已有本科及以上学历员工 67 人，其中研究生 19 人。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来务工人
员的招聘管理工作，调整改善生产分配、工艺改革、设备改进、工时定额等内容，以减
少不必要的人员流动。此外，企业坚持将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2018 年全厂员工增资幅
度达 10% 以上。

 2019 年，企业将继续坚持以文化为主线，以品牌运作和创新驱动为两翼的
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民族乐器制造与文化产业的有效融合，也将继续为传承和弘
扬中国民族器乐文化而努力、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再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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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成立于 1958 年，是目前我国民族乐器制造行业的领军企

业，主要生产古筝、琵琶、二胡、柳琴、月琴、扬琴、笛、箫等中国民族乐器，
产品销往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并远销日本、美国、
加拿大、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

十几年来，企业坚持以品牌建设为核心，推行文化营销战略。通过建立民
族乐器陈列馆、举办民族器乐大赛、组建上海馨忆民族室内乐团、创建敦煌艺术
学校等，将民族乐器文化渗透到文史馆展、社会公益、演艺、教育等多个领域。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代表上海市参加中国故事文化展览，在“祥云小屋”内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丝竹之美；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成为世博会宝钢大舞台“中
国元素”乐坊传习区的承办单位，宣传中国传统器乐文化；2016 年，“敦煌”乐
器再次漂洋过海、亮相狮城，共庆新加坡华乐团建团二十周年；2017 年，“敦煌”
联合主办首届澳门国际古筝音乐节，开幕式 2520 人成功创下了同台演奏“敦煌牌”
古筝的吉尼斯世界纪录；2018 年，举办第三届“敦煌杯”中国古筝艺术菁英展演，
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泰国、
马来西亚等国家的近 2000 名选手踊跃参与。

在积极开拓市场的同时，企业还十分注重产品的创新和研发，坚持“传承
经典，引领时尚”“世界眼光，全球坐标”“持续创新，勇于突破”的理念。近
年来，企业推出了仿古、巨型、时尚、微型、人文纪念、限量版等系列乐器，包
括珐琅、书画、漆器、竹编等系列乐器，备受瞩目。2016 年，与漆艺大师合作，
推出了五行系列“金、木、水、火、土”限量版古筝，运用中国传统髹漆工艺阐
述五行哲学观，在古筝视觉样式上进行了创新性探索。2017 年，推出“廿四节气”
系列限量版古筝，古筝与二十四节气，同样是两千多年沉淀的文化瑰宝、非物质
文化遗产，共同彰显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2018 年，售价 128 万的珍藏版小叶
紫檀木“海上凤韵”金筝，在设计上嫁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老凤祥
金银细工制作技艺，黄金如浓墨行于纸间，绿松石和孔雀石等宝石点缀其间，凤
凰栩栩如生，一经推出，即被收藏。

频繁的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不仅使企业形成了独有的人文效应、馆藏效应、
文化名人效应以及书刊效应，提高了“敦煌”品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树立了良
好的企业形象，更将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将“敦煌”之美，传递给了世界。作为
中国民族乐器文化的传承者和开拓者，务实进取的敦煌乐器人将继往开来，再谱
中华民族乐器制造业的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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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至 2018 年，“敦煌牌”商标连续被认定为“上海市著名商标”

自 2006 年起，连续荣获“全国轻工业卓越绩效先进企业”称号

自 2009 年起，“敦煌牌”民族乐器连续荣获“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称号

自 2009 年起，连续荣获“中国轻工业乐器行业十强企业”称号

自 2010 年起，连续通过 ISO9001:2008 认证

2010 年，“敦煌牌”商标荣获“中华老字号”称号

2011 年，“上海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古筝、二胡、琵琶）”入选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自 2012 年起，连续荣获“中国轻工业百强企业”称号

自 2013 年起，连续荣获上海市“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称号

自 2013 年起，连续荣获“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轻工）”称号

2014 年，获“全国工业企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称号

2014 年，荣获“闵行区劳动争议预防调解示范企业”称号

2014 年，被评为“上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自 2015 年，“敦煌牌（民族乐器）”连续荣获“上海轻工卓越品牌（产品）”

称号

2015 年，“敦煌牌”古筝荣膺“轻工品牌竞争力优势产品”称号

2016 年，荣获“全国轻工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先进企业”称号

2017 年，荣获“闵行区首次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示范企业”称号

2018 年，获“全国轻工业先进集体”称号

2018 年，企业及“敦煌牌”民族乐器获首批“上海品牌（上海文化）”认证

主要荣誉



11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组织治理 (Z)
Organization Governance 

制度建设 决策程序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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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1 决策程序和结构

     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制度，包括《行政管理制度》《党务制度》《人
力资源管理制度》《生产供销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并定
期做出修改审核，从而推动社会责任原则和实践的落实及应用。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部分制度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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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制定： 

       为贯彻落实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指导方针，切实保障职工的
民主管理权利， 充分发挥员工的积极性，推动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持续发
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精神，
制定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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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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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 (R)
Human Right
安全责任   平等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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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将保护员工生命安全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首要任务。据统计，年内未发

生重伤以上事故，未发生火警以上事故，未发生单位机动车辆重大交通事故，无
职业病例，未发生不稳定的苗子，未发生治安以上案件，按期实现六个为“零”
的安全目标。
        落实责任

       厂领导重视企业大安全工作，认真履行安全稳定双承包工作职能，全方位抓
好企业各级责任人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2018 年，共签订安全责任书 62 份，
明确责任内容和范围，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安全责任的工作制度。
        安全会议

       为做好风险管控，确保企业平安稳定，2018 年，相关领导提出具体工作要求
有 16 项；定期召开安全领导小组会议 10 次；安全部门会同车间、设备、总务、
销售、子公司生产单位负责人就各阶段防汛防台、高温、秋冬季节安全生产、防
火安全等内容召开安全专题会议，共计 12 次。各项安全工作通过各类会议有计
划地布置和落实。

R-1 公民和政治权利：
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创建安全生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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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检查

     为了防控各类事故，安全部门对经
营店铺专项检查 4 次，对作业场所检
查 13 次，分管厂长会同安全部门、
设备总务对厂本部、子公司生产单位
进行专项检查 10 次。开具安全整改
通知书 12 份，整改内容 21 项均已落
实整改和验收。厂领导接待市、区、
镇安全职能部门对于我厂粉尘涉爆区，
设备升级改造验收、确认工作 8 次。

       

                                                              安全培训

       为有效保障生产安全，控制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发生，通过各种形式开
展对全员的安全培训，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利用安全生产月、交通安全宣传
周、职业卫生宣传日、119 消防活动日进行专项培训及演练，举办安全生产
知识竞赛等形式，将全员安全培训教育作为企业安全文化建设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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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投入

为了保障企业安全生产，2018 年，企业在完善、改造和维护安全防
护设备设施、安全教育培训以及配备劳动防护用品等 8 类项目上共投
入经费 596 万余元。其中，用于安全评价、重大危险源监控、事故隐
患评估和整改上的经费投入达 487 万余元。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消防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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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依法杜绝使用童工，并积极促进就业机会平等和非歧视就业，企业目前

为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企业残疾职工为 11.67 人，残疾职工比例为

2.8886%，2018 年收到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奖励 37450.2 元。

R-3 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

残疾人分散安排就业申报核定通知书 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单位奖励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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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实践（L） 

Labour Practices
民主 职业发展 提升员工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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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增资工作，确保员工利益。  

2018 年，企业坚持将发展成果与员工共享，全厂员工增资幅度达 10% 以上。

L-2 工作条件和社会保护

      依法签订劳动合同，签约率 100%；按时发放工资、按时缴纳社保等，为员
工提供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工作条件。

L-3 民主管理和集体协商

      企业每年召开一次专题研讨会——经济工作研讨会，各部门就同一主题进
行交流发言，激发集体的智慧产生和创新设想。

2018 年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经济工作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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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至少召开一次职工代表大会，确保职工行使自身权利。包括对企业长
远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重大经营管理决策行使知情权、建议权；审议企
业与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开展民主评议干部活动；先进表彰等 。

2018 年职工代表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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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 职业健康安全
为确保在岗人员人身安全与健康，单位在年内组织员工职业病体检 267 人次，

无一例职业病患者，共计经费 52159 元；安全部门会同劳资科、车间对新进人员

进行岗前安全培训和教育，主要内容包括职业卫生、交通安全、消防安全、职业

道德等教育，并进行考试，将有关信息资料存档，建立一人一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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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 工作场所中人的发展与培训

专家讲座

企业积极为员工争取展示自我、突破自我的机会和平台，鼓励员工弘扬

工匠精神，激发创新热情，争做优秀员工。经企业申报，成功推荐员工徐仲

荣为“金山工匠”，推荐员工李东浩为“闵行当代工匠”。

此外，企业邀请上海交通大学声学和力学专家，对一线员工和管理人员

开展了 2 场声学和力学知识讲座，提高员工的乐器理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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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杯”109
届古筝制作比赛

“敦煌杯”110
届琵琶制作比赛

“敦煌杯”111
届二胡制作比赛

2018 年，举办“敦煌杯”第 117 届古筝制作比赛、第 118 届琵琶
制作比赛和第 119 届二胡制作比赛，不断提高员工的技能水平，为一线
员工提供与知名民乐演奏家、教育家交流的机会，促使员工查缺补漏、
精益求精，提高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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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 

Environment
节能  降耗  减污  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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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围绕“节能、降耗、减污、增效”的八字方针开展绿色生产，派出相关

人员参加了上海市推进清洁生产办公室举办的“清洁生产内审员培训班”，并获

得了合格证书。

清洁生产内审员培训证书

H-2 可持续资源利用

2018 年，经过产品检验、工厂检查和后期监督，上海民族乐器一厂获得由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发的古筝、琵琶、柳琴等环保产品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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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公平运行实践 (G)  

Fair Operating Practices
反腐 尊重知识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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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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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反腐败
组织相关人员每年签署《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党员、干部廉洁从业规定承诺书》，

并定期修改与完善该承诺书。

党组织在《党务制度》中制定了《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关于推行厂务公开的若

干意见》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关于企业实行业务招待费使用情况向职代会报告制

度的规定》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实施 < 关于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 > 的办法》

等反腐监督措施。 

《党务制度》中关于反腐的规定及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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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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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7 月，企业赴徐州铜山区打假

G-4 尊重产权
2018 年，企业打假工作组密切关注市场动态，在工商、公安等政府部门的

协助下，赴连云港东海县、徐州铜山区，以及上海和广州乐器展开展打假维权工作，
共查获了假古筝 28 台，假乐器配件 11249 件，涉案金额达 34 万以上。企业与第
三方网络打假公司合作，处理知识产权侵权链接 2.5 万余条。与此同时，企业积
极开展商标保护工作，申报《上海市重点商标保护名录》，对“海敦煌”“敦中煌”“敦
金煌”等有异议的侵权商标提出撤销申请，对“悲鸿生命”商标被提出撤销予以
证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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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同时，企业也注重产品设计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
加大创新、研发力度的同时，持续开展专利申请工
作。2018 年，企业提交专利申请 36 项。

企业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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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消费者问题（X）  
Consumer Problem

公平 公正 信息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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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在正规渠道投放广告，广告内容正面向上，传播中国民

族器乐文化 。

X-1 公 平 营 销、 真 实 公 正 的 信 息 和 公 平                 
的合同实践

   企业在 CCTV15 音乐频道投放广告

 企业在上海新闻综合频道投放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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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各销售点均提供完整、准确信息；官方网站及《乐
器使用指南》等资料中公开企业信息。

 《乐器使用指南》封底及内页标明企业信息及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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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注重向消费者传递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安全信息，《乐
器使用指南》中有保养常识及注意事项，外包装上标有搬运
警示信息等。

X-2 保护消费者健康安全

《古筝使用手册》封面、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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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企业编写《敦煌国乐系列乐器使用手册》，并随产品
附赠给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产品以外的文化服务，对
消费者正确使用产品给予相关指导。
2018 年， 企 业 对《 使 用 手 册》 进 行 了 改 版 升 级， 增 加
了英文版内容，并将拍摄的《敦煌乐器 DVD》数字化，
消费者可以直接扫码观看。此外，企业还升级了琴弦包
装，原来的纸质包装换成了塑封包装，并且在包装背面
增加了防伪标贴，让消费者可以更加放心地购买“敦煌
牌”琴弦。

英文版《使用手册》

激光全息防伪标签



37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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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 消费者服务、支持和投诉及争议处理

   企业制定的《生产、供销管理制度》中包含《产品质量“三
包”期限与范围》《退换货制度》《产品投诉与处理制度》等，
严格按照制度执行。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生产、供销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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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 业 开 通 客 服 热 线 4001518400 及 打 假 办 邮 箱
dunhuangdajiaban@163.com， 帮 助 顾 客 解 决 售 后 问
题及真伪查询服务。
企 业 邀 请 第 三 方 进 行 了“ 顾 客 满 意 指 数” 的 测 评，“ 敦
煌 牌 民 族 乐 器”2018 年 度 的 顾 客 满 意 度 指 数（CSI） 为
82.33 分。

《2018 年度顾客满意指数测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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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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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6 基本服务获取
    2018 年，企业着力打造以敦煌国乐网为主体，以微博、
微 信 为 两 翼， 以 Bilibili、 抖 音、Finger 等 第 三 方 平 台 入 驻
账号为补充的自媒体矩阵，让用户通过不同渠道获取企业的
相关信息，实现快速传播，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2018 年，
企业进一步优化了敦煌国乐网的 PC 端和移动终端页面，丰
富视频库，并在官网上开展了上海之春“敦煌杯”古筝网络
通俗曲展演、三场“敦煌杯”听音大挑战等互动性投票活动。    

“敦煌国乐网”网页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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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国乐网”手机版

“敦煌杯”听音大挑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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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参与和发展（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公益  传承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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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教育和文化
“爱心在召唤”系列活动——进社区 献爱心

     企业旗下的敦煌青少年民族乐团自成立以来，坚持“公益、兴趣、快乐、
进步、成长”的活动宗旨，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正能量，为多所福利院、
敬老院、消防队送去爱心与祝福，所到之处都充满欢乐与温暖。2018 年，乐
团共完成了 7 场公益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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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中国民族乐器陈列馆——展示中国乐器文化

上海民族乐器一厂
2018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为向广大市民展示中国乐器的历史和文化，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积极建立中

国民族乐器陈列馆，集中展示仿古、精品、微型等各类民族乐器。陈列馆被列为“上

海市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2018 年，喜迎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建厂 60 周年，

民族乐器陈列馆装潢一新，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

装潢一新的民族乐器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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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团倾情演绎——推广民乐文化
     2018 年，敦煌 • 馨忆乐团国内外演出近 50 场，其演出品牌“玲
珑国乐”票房基本实现饱和。为进一步提升曝光率，乐团在原有宣传
渠道——官方微信微博、视频网站、直播账号等基础上，与今日头条、
抖音、文化云等多个平台进行资源置换，以实现信息的精准性传播。
此外，乐团多次受邀远赴俄罗斯、拉脱维亚、埃及、日本等国进行演出，
将民族音乐文化传到世界不同角落，吸引了国内外主流媒体的报道，
有效提高了乐团及“敦煌”品牌的知名度与曝光率。

玲
珑
国
乐
演
出
现
场

廿
四
节
气
民
族
室
内
乐
音
画
剧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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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技术开发和获取  
推进乐器制作与文化创意的融合发展——为市场提供新动力    

    2018 年，企业在产品研发上深入实践“+ 文化”思维，推出了近
50 款新品乐器，为“敦煌”乐器的升级发展集聚动能。此次推出的“敦
煌”到敦煌系列、一带一路系列、海派风情系列、大唐雅韵系列等新
品乐器，嫁接了漆器、敦煌画作、锲金画、海派剪纸、景德镇青花瓷
等艺术，体现了企业“传承经典 • 引领时尚”的产品研发理念。其中，
售价 128 万的珍藏版小叶紫檀木“海上凤韵”金筝，更是以顶级的制
作技艺、极致的装饰工艺备受瞩目，一经推出，即被购买收藏。

“海上凤韵”金筝
珍藏版小叶紫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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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版敦煌飞天琵琶

限量版海上花开琵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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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族低音拉弦乐器研发成果发布会

改良乐器声学品质——开辟乐器市场新领域

    2018 年，企业注重提高乐器的声学品质，积极与民乐演奏名家、
团体，以及专业研发机构合作，以前瞻性研究开辟乐器市场新领域。
企业与罗兰数字音乐教育合作研发的“敦煌 • 罗兰智能交互古筝”，
真正实现了“一对多”的互动式智能化古筝教学，为古筝教育市场注
入新动力。企业与著名伽倻琴演奏家彭丽颖合作，成功研发推出了“敦
煌”新型伽倻琴，在延续伽倻琴传统外观风格的前提下，对制作方法
加以改良，将传统的 12 弦五声音阶改为 25 弦七声音阶。该成果得到
业内专家的认可，已成功获得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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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 • 罗兰智能交互古筝学堂新闻发布会

“敦煌”新型伽倻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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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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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企业将继续坚持以文化为主线，以品牌运作和创
新驱动为两翼的发展战略，深入推进民族乐器制造与文化
产业的有效融合，成为中国民族乐器行业中优秀文化的承
载者、创新驱动的领跑者、走向世界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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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好    较好    一般  

联系我们
为加强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社会责任工作的监督和指导，提高企业履

行社会责任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诚挚期待您的意见和建议。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管理责任方面的评价：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经济绩效方面的评价：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环境绩效方面的评价：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在社会绩效方面的评价：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社会责任报告的总体评价：

您对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社会责任工作和本报告的意见和建议：

非常感谢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谢谢！

意见反馈邮箱：Dunhuang_yueqi@163.com

好    较好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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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国乐，让世人共享
  Chinese national music delights the world

www.dunhuangguoyue.com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联明路 400 号

邮编：201101电话：021-54864800
全国服务热线：400-1518-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