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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说明
本报告是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一次公开
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公司 2018 年度履行
经济、环境和社会三大责任的真实反映。

时间范围：

报告范围：

本 次 报 告 期 限 为 2018 年 1 月 1 日 至 2018 年 12

以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在 2018 年社会责任

月 31 日，部分内容因比对需要适度延伸至 2018 年

各领域活动为主体，内容涉及经济、环境、社会活

以前。

动和绩效。

报告主体：

信息来源：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正式文件、统计报告以及各部门履责情况汇总
和统计，所有信息均经过公司管理层及公司各相关

称谓说明：
为便于表述，“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在报

部门的审核。

告中亦简称“华峰氨纶”、“氨纶公司”、“华峰”、

编制依据：

“公司”或“我们”。

《CSC9000T 中国纺织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2018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化工行业标准：

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每年定期发布公司上年的履行
社会责任信息。

编写原则：
本着公开、规范、透明、客观的原则。

责任关怀实施准则》（HG/T4184-2011）、《中
国化纤企业社会责任指南》。

公布方式：
各期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会议通过，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及浙江华峰氨纶股
份有限公司网站 http://www.spandex.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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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2018 年，恰逢改革开放 40 周年。作为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温州的一家民营企业，华峰氨纶自设立之
时便享改革开放政策红利并受其鼓舞，多年来持续高速发展，同时我们也深知履行社会责任对可持续发展的
意义和自己应负的责任。这一年，我们履责工作无论深度和广度都又有了长足的进步。
履行社会责任，就要用更好的经济效益，为社会进步创造物质基础。2018 年，受宏观经济和产业竞争
的影响，氨纶全行业面临严峻挑战。华峰氨纶审时度势、周密策划、精细管理、合理经营，实现业绩逆势增长，
产量、销量、营收、净利润四项主要指标再创历史新高，用优异的业绩回报了社会、股东和客户的大力支持，
肯定了员工的辛勤付出。
履行社会责任，就要坚持环境保护，打造生态文明。2018 年开始建设的重庆氨纶新项目，设计伊始就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选择更高效率并更少产生污染物的聚合、纺丝工艺，选择更先进的治理装置，选择更清
洁能源。这一年，我们固废回纺获得突破，回纺产品通过 GRS 认证（全球再生标准认证），这在国内氨纶
行业内是首家，回纺产品产业化车间也即将竣工。在这一年里，公司实施了浙江公司锅炉提标减排改造、重
庆公司纺丝尾气回收装置优化等多项废气治理装置升级改造，为蓝天保卫战做出了应有贡献。
履行社会责任，就要持续优化节能减排和清洁生产工作。2018 年，由华峰重庆氨纶公司出资建设的瑞
安热电联产项目，已进入最后的供汽调试，热电联产项目可实现集中供热，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项目运行后，
热源供应区内企业的中小锅炉全部关停，全年可净减少 1.1 万吨碳排放。这一年，我们大量应用创新技术，
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单位产品的原辅材料和能源消耗，重庆公司产品一等品率提高 1 个百分点，废丝废液率
下降 1 个百分点，吨产品的综合能耗再次刷新历史最好记录，比代表国际先进水平的行业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还要低 10% 以上，年节约能源折合标煤约 2300 吨，节约用水 11.5 万吨，创造效益近 500 万元，实现清洁
生产和经济创效的双丰收。
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始终关注员工关怀，让员工充分共享企业发展带来的经营成果，实现企业和员工“共
同目标、共同创业、共同利益、共同发展”。一年来，我们扎实推进“降强度、提收入、促发展”的造福员工行动，
继自动仓库后逐步覆盖氨纶生产全流程的聚合自动监测、纺丝自动落筒、成品自动装箱等实验装置获得成功，
将陆续扩大应用，在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大幅降低了员工劳动强度。与此同时，我们不断以提高收入来回报员工，
全体员工平均薪酬继上年大幅增长后再增加 7%，年底再将纺丝岗位新入职员工的月起薪点提升至 8500 元，
继续领跑区域工资水平。这一年，公司的行政管理、技术、技师三大晋升通道更加完善，其中累计聘任技师
115 名，在新的一年可享受每年 4800 至 36000 元不等的技术补贴。公司也因此获评最新发布的“浙江省劳
工实践维度企业社会责任示范建设单位”。
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始终坚持为客户创造更大的价值。2018 年，我们成功开发的超耐氯氨纶，满足了
客户对高档产品的迫切需求；耐高温黑色氨纶，拓宽客户产品的应用领域；低温酸性易染氨纶，提高了用户
的工艺实用性；GRS 认证产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客户产品的附加值。
一年来，我们履行社会责任工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荣获了 2018 年中国化纤行业智能制造优秀企业、
中国化纤行业绿色制造优秀企业和国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等殊荣，但我们深知，成绩只代表过去，我们绝
不会固步自封、裹足不前，是责任就要担当，敢担当才能尽责，我们始终会负重前行、砥砺奋进。
展望 2019 年，我们必将会为建国七十周年，为公司成立二十周年献上一份厚礼，为各利益相关方交出
一份最满意的成绩单。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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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公司概况
公司治理
经营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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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公司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全国化纤行业竞争力十强企业、首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
境友好型试点企业、首届中国工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公司成立以来，坚持走创新发展、科
学发展的路子，大胆突破传统民营企业发展模式，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推进清洁生产和节能
减排，承诺并践行责任关怀，努力创建自主创新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企业。

公司治理
规范运作
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要求，完善现代企业
制度建设，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 1999 年 12 月，专业从事氨纶纤维的生产、销售和技术开发，

公司准确及时披露季报和年报等经营信息，规范审计，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

年生产能力从成立之初的 1000 吨起步，发展到目前氨纶年产量突破 14 万吨，生产规模居国内第一、
全球前列。公司下辖公司：华峰重庆氨纶有限公司，主营差别化氨纶业务；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主

华峰氨纶完善现代法人治理结构，“三会”运作规范。2018 年，公司有 9 名董事会成员，其中独

营环己酮等苯深加工产品相关业务；华峰对外贸易有限公司（土耳其），主营氨纶及纺织产品的进出口

立董事 3 名，监事 5 名，其中职工监事 2 名，董事会下设战略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

业务；瑞安市华峰热电有限公司（建设阶段），主营热电联产业务；上海瑞善氨纶有限公司，主营销售

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重大运营决策进行有效管控。

针纺织品及原料、化工原料、纺织设备及零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另外，华峰氨纶公司
还积极参与国家金融改革试点，作为发起股东之一成立温州民商银行，开辟公司适度多元化发展空间。

华峰氨纶遵行“事责权利相统一，激励约束相结合，规范创新相促进”的管理理念，建立了职责明确、
高效协同的组织架构，推行个性化绩效管理体系，改进激励手段，推动 ERP、CRM 和 OA 等信息化系

公司以氨纶纤维为主导产品，产品规格覆盖了 10D-2500D，可满足机织、经编和圆编等不同用户

统在管理中的运用，有效提升了运营效率。

需求，产品性能均居国内行业前列。“千禧”牌氨纶丝能与羊毛、棉、涤纶、晴纶、粘胶等纺织纤维制
成织物，广泛用于衣着、医药保健等领域，显著提高织物的穿着性能及产品的附加值。

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 10012 测量管理体系、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以提高公司经营管理的执行能力和
工作效率；不断探索公司制企业民主管理措施，发挥党工团组织作用，完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会员代
表大会制度，以此强化民主管理，加强民主监督。

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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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业绩

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架构图

2018 年，公司各部门认真贯彻“推动变革、提质增效、产销平衡、再创优势”的经营方针，围绕

股东大会

年初确定的工作任务，全力以赴，协同作战，全面超额完成了年度绩效目标和主要工作任务，产量、销量、
营业收入、利润四项主要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监事会

战略委员会

2016 年 -2018 年经营信息
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

指标名称

董事会办公室

股东大会

仓储中心

采购部

部
EHS

综合管理部

风险管理部

研究院

计划调度部

制造部

市场部

财务部

2018 年

283347.14

413831.70

441100.5

29562.01

102667.21

117117.18

净利润（万元）

-30380.88*

38549.56

44522.14

总资产（万元）

538712.18

556208.84

593845.68

股东权益（万元）

301558.44

340006.31

380123.58

利税总额（万元）

-17814.51*

52792.03

63317.93

上缴税收（万元）

16317.72

16474.83

22284.18

工业增加值（万元）

审计委员会

外贸部

营销部

2017 年

主营业务收入（万元）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审计室

2016 年

资产负债率

0.38

0.44

0.36

* 备注：受辽宁华峰化工有限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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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推进
核心理念与社会责任价值观
社会责任推进管理体系
社会责任能力建设
社会责任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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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理念与社会责任价值观

社会责任推进管理体系
公司成立责任关怀与 EHS 管理委员会（简称 EHS 管理委员会），对公司安全、环境、员工保护、

华峰把员工目标、企业目标和
社会目标有机统一起来，以“致
力于客户与公司的成功进行创
新”为企业使命，使员工和企
业共同朝着正确的方向努力。

全体华峰员工不分职位、不分
资历、不分地域，都是华峰创
业团队的一员，是华峰事业的
创业者，也是社会的创业者。

共同目标
共同利益

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进行系统的部署和实施，总经理担任 EHS 管理委员会主任。该委员
会按照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工业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工作指南》，把社会责任工作落实到各
个部门，同时不定期督查各部门对社会责任工作落实情况，逐步形成系统性、实用性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共同创业

核心理念

责任关怀与 EHS 委员会组织结构图

共同发展
责任关怀与 EHS 管理委员会
华峰是每位员工事业发展的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人人有发展
机会，通过企业发展实现员工
及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成长。

华峰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内部
的每位员工及外部供应商、客
户、社区都是利益共同体的受
益者，共享发展成果。

工会

EHS 管理办公室

“四个共同”核心理念体现了华峰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理念，也是华峰满足客户、合作伙伴、社区、
社会等外部利益相关方需求与期望的指导准则。
事故管理小组

应急响应与隐患治理监督小组

原辅材料与成品监管管理小组

治安保卫小组

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小组

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管理小组

许可作业与外包商管理小组

工艺运行管理监督小组

设备运行管理监督小组

体系运行监督小组

企业存在的目的是创造价值最
大化，股东作为企业的投资方，
也有权利从其投资活动中获取
利益和回报。

培训与信息管理监督小组

为股东实现回报

社会责任
价值观

危险因素识别监督小组

为客户创造价值

职责和方针目标落实监督小组

华峰不断完善培训机制和激励
约束机制，注重培养员工、成
就员工和发展员工，使员工的
内在价值体现高于社会。

华峰以持续创新、高品质的产
品和服务来满足客户需求，为
客户创造商业价值，价值共享
是企业之需，也是客户之需。

为员工谋求发展
为社会承担责任
作为社会公民，华峰要诚信经
营，积极承担经济责任、环境
责任等，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和社会和谐进步尽责尽力。

制造部 EHS 管理分委会

研究院 EHS 管理分委会

公司 EHS 部作为社会责任管理委员会的日常办事机构，负责落实管理委员会的各项决议，编制社
会责任工作规划，开展社会责任培训，编制和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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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能力建设

健全社会责任管理制度
公司建立完善的责任管理机制，制定涵盖人力资源、财务、信息、技术创新等方面的社会保障策略，
增强责任管理的稳定性和长效性，同时将社会责任相关要求融入到日常制度要求中，有效保证社会责任
工作规范化和常态化。

公司积极开展社会责任培训，采取理论培训与实践体验、内部培训与外部学习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全员社会责任培训，增强员工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和能力，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同时，公司建立了个人 EHS 培训档案记录，通过车间挂图、职业健康宣传栏和 OA 等载体进行安全环
保宣传。

社会责任推进
在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地方规章的基础上，公司按照责任关怀体系要求，实施、保持并改进
公司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建立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目标和指标，确定目标和指标的结果实施，达到持续
改进社会责任绩效的目的。

对于外部社会责任交流来说，公司早在 2006 年就与全球履行社会责任标杆跨国企业合作，共同启
动责任关怀“1+3”项目。同时积极关注国内外、行业内外社会责任发展动态，参与国家权威机构组织
的社会责任交流研讨会，学习、借鉴社会责任工作的最新理念和最佳举措。
公司 EHS 部负责社会责任日常信息披露，公司网站责任关怀专栏包括 EHS 理念、EHS 管理委员会、

典型案例
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信息公开、社会责任足迹等内容，每月对外公布污染物排放信息；充分利用网络媒
公司通过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
委员会的鉴证。由于在责任关怀方面的突出表现，华峰

体第一时间对外公布社会责任信息，内部在期刊《华峰》、《聚合》、《梦想》和《腾飞》进行内部分享，
多方位、多途径对外公布社会责任工作及推进信息。

氨纶公司多次被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和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授予“中国工业行业履行社会责任五星级企业”称号。
2018 年获得“中国化纤行业智能制造优秀企业”和“中
国化纤行业绿色制造优秀企业”荣誉 , 在行业内树立了
履行社会责任标杆。

自 2009 年起，公司连续 11 年对外发布社会责任报告，各期报告经公司董事会会议通过，同时刊
登于国家法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和公司内部网站。2014 年起，报告连续 4 年通过了中国石油和
化学工业联合会责任关怀工作委员会的鉴证，并多次参加了由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主办的中国工业行业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

典型案例
2

“互助管理、共建共治、共同提高、共赢安全”，
在这个“共建共治共享”成为社会治理新趋势的时代。
瑞安市因企制宜，瑞安市安全生产协会会长、华峰氨纶
公司总经理潘基础与相关部门及企业共同探索建立安全
生产互助管理联盟模式，推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回归本
位，在创新的同时破解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难以落实
和能力不足的难题。目前，瑞安市已建立 20 大联盟，覆
盖 14 个重点镇街、13 大重点行业、800 多家企业及所有
危化品企业。该模式已得到省市领导的批示肯定。

典型案例
3

12 月 14 日 , 华峰重庆氨纶成功通过国家两化融合
管理体系评定并取得证书。这一体系的成功认证为打造
重庆氨纶智能工厂奠定了坚实基础，并率先在行业领域
内树立了两化融合管理的新标杆。
“十三五”期间，华峰重庆氨纶紧抓信息经济发展
机遇，以“两化融合”创建为抓手，整合资源，加速公
司智能制造进程，积极推动公司自动化与信息化的深度
融合，力争实现氨纶全智能化生产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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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沟通

2018 年责任关怀活动开展情况

日期

责任关怀足迹

2018 年 1 月

党总支联合工会组织开展工匠专题座谈会

2018 年 2 月

开展首届“千禧工匠”评选活动

2018 年 2 月

召开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暨 2018 年度工作会议

公司高度重视股东、合作伙伴、客户等利益相关方的合法权利，与各方积极合作，推动实现互利共
赢，为企业实现持续、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2018 年，公司恪守满足利益相关方期望与诉求的原则，
与各利益相关方及时沟通，并采取针对性举措，实现了企业与政府、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社区
及非政府组织机构等相关方的和谐发展，较好地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

利益相关方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5 月
2018 年 5 月

期望与要求

党总支举行党员联络员启动仪式暨首期座谈会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暨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2018 年 6 月

开展安全生产月消防技能比武

2018 年 6 月

举办节能宣传周活动

商业道德

客户现场走访

差别化、个性化定制产品

产品质量可靠

满意度调查

产品质量改进

产品价格合理

客户交流会

根据供需行情合理定价

差异化产品开发

服务热线

技术工程师现场服务

技术支持和服务

客户来访

快速响应客户投诉

管理看板

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合理化建议

提高员工薪酬水平

员工座谈会

举行专业知识外训

绩效面谈

健全 EHS 管理体系

OA 办公系统

落实员工关怀制度

企业内刊

开展岗前、岗中、岗后职业健康体检

薪酬福利
培训与职业发展
职业健康与安全

开展第二十一届环保开放日活动

绩效改进

2018 年 7 月

“氨纶杯”第九届职工运动会开幕

2018 年 8 月

开展生产与驻外营销一线岗位高温慰问

2018 年 9 月

首届“明星班长”评比活动圆满落幕

2018 年 11 月

组织开展义务献血活动

2018 年 12 月

成为国内第一家通过 GRS 认证的氨纶制造商

2018 年 12 月

开展第二十二届环保开放日活动

员工

经营决策信息

环保开放日活动
社区和谐关系

社区走访

社会公益

公益活动

社区

供应商

股东（投资者）

环境

社会责任报告

五水共治
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公平招标

依法履行合同

公平合作

实地考察

公开竞标采购

扩大采购

小批量试用

合作研发

共同发展

技术交流会

责任关怀“1+3”行动

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

经营业绩

董事会

资本增值与分红

年报、季报

可持续发展

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环境信息认知

环保开放日活动

节能减排

环境信息公开

清洁生产

环境报告书

就业

政府、媒体

助学、环保、赈灾

商业道德

税收

18

华峰氨纶责任行动

通过《2017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会

客户

2018 年 6 月

沟通渠道

信息披露

信息报送
公司网站
新闻发布
政府会议与文件

依法披露信息
利润分红
保障经营正常运行

“三废”排放管理
按时缴纳环保税

守法经营
依法纳税 2.2 亿元
及时披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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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ILITY
EMPLOTEE

3

责任员工
工会保障
做最佳雇主
劳动合同
改变薪酬支配关系
职业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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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保障

员工关爱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建立了职工

公司致力于为员工打造一个幸福的华峰之家，

代表大会制度和工会组织，通过发挥工会作用，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保障员工民主权利，也为员工参

持续提高员工的幸福指数。我们建立覆盖全员的“五

与企业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平台。每年定期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尊重和保护员工结社自由及工资集体谈判

险一金”社会保障体系，推行带薪年休假制度，外

权的合法权利，保障了工会的运转和管理。

地员工和驻外员工增加休假，并给予路费报销。为
解决外地人才引进和稳定问题，我们以高标准改善

2018 年 2 月 5 日，公司三届三次职工代表大会隆重召开，审议通过了《工会委员会 2018 年工作
报告》、《工会经费审查 2018 年工作报告》和《2018 年工资集体协议》等文件。

员工住宿条件，配备完善的娱乐活动设施，让员工
在华峰安居乐业。

公司工会自 2010 年 12 月 4 日成立以来，充分发挥工会桥梁纽带作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把工

情为员工所系，利为员工所谋。公司持续深入

会办成职工最温馨的家。公司工会坚持以常规化关怀举措与特色活动相结合的方式落实员工关怀，通过

开展员工关怀，坚持常规化关怀举措与特色活动相

开展年夜饭、妇女节活动、困难员工慰问和员工家访等活动关爱职工生产和生活，每逢员工结婚、生日、

结合，每逢员工结婚、生日、生病和生育等，公司

生病和生育等，都给予祝福或慰问。

都给予祝福或慰问，让员工感受到华峰大家庭的温
暖。2018 年底，公司工会发放生日礼品 1474 份，
并于年终对工会会员发放福利礼品，全年慰问员工
婚育和住院等对象 149 例，除此之外还定期开展员
工关怀督查，以确保各项员工关怀落实到位，让员
工感受公司大家庭的温暖。高温送清凉慰问、外地
员工年夜饭、三八妇女节活动、困难员工慰问和员
工家访等已成为落实员工关怀的常规化项目。2018
年，公司工会在员工关怀方面支出费用约 143 万元。

做最佳雇主
公司将员工视作第一资源和最宝贵的财富，建立多元化的发展渠道，不断完善和丰富培训机制和业
余活动，关注员工健康和安全，为员工建设更加幸福、和谐的家园，让全体员工共享企业发展成果。
公司建立员工申诉流程，申诉内容涵盖用工公开、薪酬福利、劳动合同、五险一金、用工时间、人
身自由、骚扰、虐待和歧视行为，同时为员工提供健康安全的标准化工作环境，并提供安全卫生的住宿、
就餐、娱乐环境，确保员工身心健康、职业生涯健康发展。
在员工权益方面，公司认真遵守和落实国家法律法规要求，依法建立健全员工享受各项福利待遇的
规章制度，按时足额计提、上缴五险一金，员工社保覆盖率 100%，依法让员工有计划地享受带薪年休假，
维护所有员工产假、探亲假等各类假期权益；同时严格按照劳动法要求，实施劳动合同到期续签，保障
员工的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凝聚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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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职业发展
2018 年，公司持续开展或参与技能比武、明星班长评选、“千禧工匠”评选、读书月演讲比赛、
企业文化知识竞赛、趣味运动会、吉尼斯挑战赛、中秋汇演以及各类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为员工提供

员工的进步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华峰氨纶一直坚持企业与员工共同进步、共同成长的人才观，为每
一位员工创造接受学习和自我学习的机会，将企业发展和员工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

施展技能与才华的舞台，丰富了员工的文化生活。公司员工还积极参与华峰职工艺术团、体育俱乐部、
外语俱乐部和职工之家活动中心等社团组织。

公司高度重视员工的成长与发展，关注员工的职业生涯设计和职业发展，通过自主培养、输出培训、
鼓励创新及岗位成长等多途径，为各类人才快速成长创造条件。在员工职业发展上，公司建立了“在岗
学习、集中培训、知识管理”三大培训机制。将员工培训视为公司可持续发展与员工职业生涯成长的战
略需求，针对高、中、基层员工和新员工开办成长训练营、专业技术培训班、岗位经验分享会等多种形
式的培训体系。由于在员工成长等社会责任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公司被评为“浙江省劳工实践维度企
业社会责任示范建设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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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合同

职业健康与安全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在公平、平等自愿、协商一致、诚实信用的基础上与员工签订劳动合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围绕“人”、“机”、“料”、“法”、“环”制定了

同，同时，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前如实告知员工工作内容、工作条件、工作地点、职业危害、安全生产状况、

涵盖人员行为、设备管理、工艺过程管控（作业标准）、许可作业、外部承包商、现场环境及应急响应

劳动报酬以及其他有关情况。2018 年，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率 100%。

等方面的职业健康与安全管理制度。

EHS 目标指标管理。公司各部门均建立并形成 EHS 管理目标和指标文件，内容具有可测量性，
并与公司职业健康与安全方针相一致。

改变薪酬支配关系

风险辨识。开展过程危险辨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的行动。
华峰氨纶实施行业与地区“双领先”的薪酬策略，在岗位价值和工作能力评估的基础上，2018 年
实施了员工薪酬体系改革，建立了涵盖五序列二十五级区间制薪酬体系，进一步完善员工薪酬提升机制。
我们坚持在可持续发展和效益增长的同时，不断提高员工薪酬水平和生活质量，让员工共享发展成
果。同时，公司根据内部各类岗位人员工作性质的不同，实行“薪随岗变”的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并制
定了《专业人员职务晋升管理办法》、《技师管理办法》、《管理岗位内部竞聘管理办法》及《一线员
工计件工资管理办法》等晋升发展与薪酬管理政策，切实有效提升员工收入。同时，实行岗位固定工资
和绩效奖励工资相结合的收入管理模式，根据企业业绩与绩效考核发放奖金，有力地调动和促进员工的
工作热情，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014-2018 年员工薪酬增长情况

2018 年度制造部 EHS 管理体系目标、指标和方案

人均年薪（单位：元）
目标

职业健康体检率
（岗前、在岗、离
岗）

121278

99798

104702

105835

指标

113374

指标标准

方法措施

责任部门 / 协助部门

计划时间

制造部 /EHS 部

全年

实际体检员工数 / 应体检员工数（在岗 /
离岗体检，如放弃的应有流程登记）
100%

根据岗位要求做好员工岗前、岗中、离岗
体检，岗前体检率 100%，在岗、离岗告
知率 100%（放弃的员工告知书签字）。
参加职业病培训人数 / 全员人数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年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人均年薪（税前，元）

99798

104702

105835

2018 年

2017 年

2018 年

113374

121278

职业病发
生率为零

开展岗位全员职业危害因素培训，培训考
核通过后方可上岗。
职业病防护
培训覆盖率

100%

岗位粘贴 EHS 警示标识，聚合车间、组
件清洗间等有毒有害场所设置洗眼器和水
冲淋装置，每月检查做好记录。

注：员工薪酬信息源于浙江华峰氨纶股份有限公司母公司数据，较去年员工平均薪酬涨幅约 7%。

劳保用品实际发放量 / 配备标准卡清单数量
劳动防护用品
发放率

26

EHS 部委托外部机构对工作场所职业病
危害因素检测一次 / 年并出具报告。

100%

按《劳动防护用品配备标准卡》领用劳动
防护用品，建立《劳动防护用品领用清单》，
严格监督员工劳动防护用品的规范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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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指标

指标标准

方法措施

责任部门 / 协助部门

计划时间

目标

指标

指标标准

初期《事故报告》、最终《事故报告》不
符合要求数 / 事故总数（延期的发起信息
变更流程）
事故报告完结率

年度应急演练
计划完成率

100%

100%

按《事故管理制度》要求及时组织事故原
因的调查分析，落实每一起事故纠正与纠
正措施的实施，在规定完成期限内反馈给
验收部门。

EHS 检查计划
实施完成率

EHS 培
训 100%
落实

制造部 /EHS 部

全年
EHS 检查结果
整改率

100%
部门负责人参加公司 EHS 综合检查，不

应急演练应达到预期目标，不符合要求退
回应急演练统计流程，重新演练。

完好设备设施数量 / 环保设施总数量
做好污水收集井、雨水阀门井及有机废气
治理设施的的巡检和维护保养。
100%

实际符合计划培训项目 / 计划培训项目

100%

全年

整改限期内整改有效数 / 整改限期内整改
总数

合格项在整改期限内完成。

各工段编制 2018 年 EHS 类培训计划表，
经审批后实施。

废气、污
水达标排
放，固废
合规处置

个人培训≥ 8 课时的人数（在岗时间不足
一年按比例折算，适用于生产操作岗位人
员）
培训覆盖率
（年度培训≥ 8 课
时）

制造部 /EHS 部

岗位拟定操作规程检查计划，按计划检
查并记录检查结果。

编制 2018 年度应急演练计划，审批后按
计划执行。

落实新员工、转复岗员工入职前 EHS 三
级培训教育，培训考核通过后方可上岗，
并做好相关培训记录，发起 EHS 培训情
况统计流程。

全年

各岗位按要求开展 EHS 稽核，稽核发
现不合格项，整改期限内完成。

隐患排查
覆 盖 率
100%

环保设施运行
完好率
100%

制造部 /EHS 部

100%

应急演练资料按《应急管理程序》要求填
写并保存完整。

EHS 培训
计划完成率

计划时间

编制 2018 年部门 EHS 检查计划，按计
划实施开展 EHS 检查并发布检查结果。

100%

纠正措施整改完成项目数 / 需整改项目数
（整改期限内）
事故纠正措施
整改率

责任部门 / 协助部门

EHS 专项检查计划实施次数 / 计划检查次
数

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填写初期《事故报
告》，归口管理的事故在事发后 7 个工作
日内完成最终《事故报告》。

较大及以
上事故为
零；
一般及以
上 EHS
事故为零

方法措施

制造部 /EHS 部

全年

环保设施岗位内雨水、污水排放点周围
严禁放置化学品、油品、固体废弃物等
污染物，以防止雨水污水管网系统受到
污染。
做好水平衡示意图及排污情况一览表的
记录。
固废收集处置不合格重量 / 固废收集总量

固废收集处置合格率

100%

固废处置（危险固废、一般固废）做好分
类，按要求标识、摆放，做好记录。
产生的危险固废需按要求移送到固废现
场，做好标识及台账记录。

烟尘

制度、事故、文件下发后及时组织培训，
并做好相关记录，发起 EHS 培训情况统
计流程。

<80mg/m3

选用低硫煤，做好锅炉燃烧控制；

二氧化硫

<400mg/m3 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做好脱硫脱硝除尘

氮氧化物

<400mg/m3

设施的稳定运行。

依据权限认真执行许可作业审核审批及现
场监护。
许可作业合格率

100%

现场作业
EHS 事
故为零

作业当天发起《许可作业信息统计流程》，
对危险作业许可证进行整理并检查，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
岗位不可接受风险 / 重要环境因素管控措
施未落实项数 / 需落实项数

岗位风险 / 重要环
境因素控制措施落
实有效性

100%

制造部 /EHS 部

全年

如岗位危害因素发生变化，及时更新《EHS
危害因素清单及评价表》。

EHS 危害因素清单及对应控制措施内
容定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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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 - 半定量（次 / 年）

风险矩阵

1/11-100

1/6-10

后果

A

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

轻 微 伤 害， 经
过简单急救处 事故直接经济
理， 可 以 完 成 损 失 在 1 万 元
目 前 劳 动， 不 以下。
用离岗。

环境影响

声誉影响

装置内或防护
堤 内 泄 漏， 造 企业内部关注；
成 本 装 置 内 污 形象没有受损。
染。
排放很少量的
有毒有害污染
废 弃 物， 造 成
社 区、 邻 居、
企业界区内污
合作伙伴影响。
染， 没 有 对 企
业界区外周边
环境造成污染。

B

事故直接经济
1-2 人 轻 伤， 损 失 在 1 万 元
对 完 成 目 前 工 以上，10 万元
作有影响。
以 下， 局 部 停
车。

C

3 人以上轻伤
或 1-2 人重伤，
导致对某些工 事故直接经济
作 能 力 的 永 久 损 失 在 10 万
丧 失 或 需 要 经 元以上，50 万
过 长 期（105 元 以 下， 一 套
日 以 上） 恢 复 系统以上停车。
才 能 工 作， 职
业病。

因污染物排放
造成企业界区
外 轻 微 污 染，
不会使当地群
众的正常生活
受到影响。

事故直接经济
3-9 人 重 伤 或
损失在 50 万元
一人死亡或永
以 上，100 万
久丧失全部工
元 以 下， 工 厂
作能力。
停产。

因污染物排放
造成企业界区
外 中 等 污 染，
使当地群众的
正常生活受到
影 响； 引 起 公
众投诉。

事故直接经济
多人死亡或 10 损 失 在 100 万
人以上重伤。 元 以 上， 大 于
1 个工厂停产。

因污染物排放
造成企业界区
外 严 重 污 染，
使当地群众的
正常生活受到
严 重 影 响； 引
起 企 地 纠 纷， 国际影响。
影响企地的社
会 安 定； 因 环
境污染造成水
源地取水中断；
造成区域生态
功能部分丧失。

D

E

1/1

EHS 全员稽核。2018 年，公司强化风险因素识别，应用流程化管理模式对稽核项目的整改进度
多次 /1

2

3

不可能发 行业中发
生； 从 未 生 过 / 世
听说过。 界 范 围 内
发生过多
次。

4

系统内发
生 过/行
业中发生
过多次。

予以跟进、汇总，实现检查全天候、全覆盖、全员参与的目标。完善 EHS 检查记录表，建立 EHS 扣
分标准细则，开展 EHS 日常检查及 EHS 类管理制度专项检查。全年专项检查发现不合格项 473 项，

可能性 - 定性
1

严重性

1/1-5

5

本企业发 本企业发
生 过 / 系 生过多次。
统内发生
过多次。

整改率达 100%。

EHS 培训与事故管理。公司定期组织 EHS 类培训和安全知识宣讲，2018 年公司开展新员工三
级安全教育、事故案例、消防应急队伍等总次数为 1531 次，培训总课时为 21412 课时。细化事故类别，
明确管理责任，继续开展“千日零事故”竞赛活动和安全月专题活动。
开展 EHS 类培训统计工作，督促落实个人 EHS 培训课时，初步建立个人 EHS 培训档案记录，实

A1

A2

A3

A4

A5

现生产操作岗位每个员工 EHS 培训课时均不少于 8 课时。

应急响应。 公司建立应急响应中心和应急响应队伍，制订自然灾害与重大 EHS 事故应急预案。
2018 年，各生产部门共组织演练 67 次，提高了事故应急响应能力。

B1

B2

B3

B4

B5

全员承诺。从各级管理者到一线操作员，均对自身工作、生活中安全环保行为进行梳理，同时进行
宣誓活动。通过承诺活动，
“我的区域我负责”理念得到贯彻，员工厂区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等成为自觉行为。

员工沟通。公司开辟多种沟通渠道，使员工沟通
常态化、多元化。设立“员工沟通日”，由综合管理
本地区内影响；
政 府 介 入， 公
众关注负面后
果。

部及时传达公司经营信息，解答工作疑惑。参与《华峰》
C1

C2

C3

C4

C5

和《聚合》供稿、创建党工团专刊《梦想》、《腾飞》
等信息载体，为员工提供双向畅通的信息沟通平台。
公司鼓励员工参与技改创新、精益生产、QC 活动，
提出管理与技术改进建议，广泛开展员工合理化建议、
“五小”活动、收集“员工智慧卡”和交接班一分钟

国 内 影 响； 政
府 介 入， 媒 体
和公众关注负
面后果。

演讲等活动，为员工提供便利渠道。2018 年员工共提
D1

D2

D3

D3

D4

D5

出合理化建议 2254 条。

公司依据《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明确公司领导、各级直线管理人员和综合管理部定期或不定期与
员工进行沟通，采取跟踪联系、集中座谈、绩效面谈、上门家访、离职面谈等形式，及时了解员工在工作、
生活和思想等方面疑惑和困难，并给予最大程度帮助。

职业健康与安全审计。公司体系管理者代表依据体系策划的时间间隔，组织安排对职业健康与安
全管理体系进行管理评审，以保证其持续的适宜性、符合性和有效性，并记录存档。
E1

E2

E2

E3

E4

E5

2018 年 5 月，公司召开 EHS 审计整改会议，公司总经理要求各部门认真制定整改落实措施和方案，
深入挖掘公司内部 EHS 管理隐患，进一步提升 EHS 管理水平，确保公司运营安全与合规，让广大员
工深刻地意识到：EHS 工作就是通过不断检查、发现问题和整改问题才能达到持续改善的目的，各管
理人员作为区域负责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才能确保生产安全。

注：“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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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采购

利益相关方声音：顺畅沟通、平等合作
瑞安市联峰实业有限公司与华峰已建立长期战略合作伙

打造和谐供应链

伴关系。双方在纸管及定位器产品有关方面已建立高度共识
与认知。在双方近 11 年的合作过程中，双方沟通交流顺畅、

华峰氨纶始终认为：合格的供应商是公司价值链上一个重要环节，应该建立长期互惠的供求关系。

愉悦，能够做到用心交流，用感情交流。

公司大宗物资采购实行集团统一对外运作模式，与供应商签订长期战略合作协议，通过集团化采购运作，
凸显了规模化采购的优势，为供应商提供了稳定的销售渠道。

经过共同努力，双方在平等共赢，诚信尊重方面颇有建树。
瑞安市联峰实业有限公司一直坚持把华峰作为长期战略伙伴

公司本着对产品负责、对下游客户负责、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制定了《统一物资采购管理办法》，

的既定方针，同时也感谢华峰对瑞安市联峰实业有限公司的

规范公司物资采购供应环节的监控管理和采购行为，提高采购物资质量，完善采购机制，明确采购作业
流程；按照公平、公开、择优和信用的原则，在高质量满足公司生产需求的前提下，推行货比三家、比

大力支持。希望未来双方能继续精诚合作，携手并进。
联峰供应商

价监控，实现低成本采购，更好地为公司生产经营服务。

——瑞安市联峰实业有限公司

责任采购
提高供应链履责水平

华峰氨纶实施“质量优先、供应稳定”的采购策略，与供应商及时沟通，减少紧急采购，确保物资
供应的高品质和稳定性。针对其它原辅材料采购，公司采用实地考察、竞标、小批量试用、会议论证等
多种方式，对供应商进行全面评价，选择经营诚信、质量上乘、交货及时的供应商。同时，公司建立了
科学的采购管理制度，规范廉洁采购，使供需双方的共同利益得到有效保障。2018 年，公司坚持公平
透明采购，诚信履约，无不正当竞争投诉和违约现象发生。

34

公司积极通过价值链传递社会责任理念，带动供应商履行社会责任。同时对供应商实行定期和不定
期相结合的考核评价，重点针对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等指标，开展供应商测评，并将结果及时反馈给
供应商，引导供应商加强环境保护和健康安全意识；建立定期沟通机制，组织召开供应商座谈会，及时
回应和解决供应商关注的问题，与供应商协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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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户

质量管理
公司自 2007 年开始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先后荣获首届温州市市长质量奖和全国纺织行业质量

产品创新

奖，通过一系列的改进，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绩效和能力，为顾客和其它相关方创造价值，并使公司持续
获得成功。

只有做市场需要的产品才是真正为客户负责，作为纺织原料提供商，我们遵循“助力客户成功”的
合作理念，确切了解客户对产品质量和产品创新的期望，依托专业技术工程师和售后服务工程师及时响
应客户诉求，加大客户服务力度，坚持售前产品验证的严谨性、售中跟踪指导的有效性、售后服务反馈

公司每年开展“质量月”活动，开展质量管理知识培训、质量风险识别控制的督查；同时，建立新
员工培训手册，完善新员工培训、考核和传帮带，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夯实基础。

的及时性。
2018 年，公司参与完成《化学纤维二氧化钛含量试验方法》行业标准的修订工作，并参与《氨
2018 年，入选国家“千人计划”的公司副总经理杨晓印博士领衔的温州市创新团队获得批复，该
团队主要工作即致力于高品质、产异化、功能化氨纶产品的开发，推进特种聚氨酯弹性纤维技术开发及

纶长丝截面形状参数试验方法》、《酸性易染氨纶上色率试验方法》两项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截止
2018 年底，公司共参与完成国际标准 1 项、国家标准 1 项、行业标准 11 项。

产业化。截止 2018 年底，公司产品获得国家重点新产品 2 项，通过省级工业新产品鉴定 17 项。

案例
技术创新的典型成果
2018 年，公司承担的省级工业新产品“高弹低缩
纸尿裤用氨纶”开发项目，采用物理改性技术添加复
配内外部润滑剂和无机纳米粒子，改变氨纶纤维的表
明性能，赋予其优异的退绕性和抗蠕变性能；通过提
高硬锻含量，显著提高了产品的回弹性。该项目在配
方设计和制备工艺上有创新，已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件，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 件，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截
止 2018 年底，公司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 68 项、实用新型专利 26 项。

案例 1

华峰氨纶摘获中国化纤行业四项大奖
3 月 14 日，中国化纤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暨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第六届第四次理
事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会上，华峰氨纶公司表现抢眼，一举拿下四项大奖——“2017 年
度全国化纤行业品牌质量先进单位”、“‘千禧’品牌抗紫外氨纶入围中国纤维流行趋势
2018/2019”、“中国化学纤维工业协会·绿宇基金绿色贡献度铜钥匙奖”和“2017 年度全国
化纤标准化先进单位”。中国化纤协会氨纶分会会长、公司董事长杨从登频频上台领奖。会上，
化纤协会还公布了“2017 年中国化纤行业产量预排名表”，华峰氨纶公司列中国氨纶行业产
量第一名。
近年来，华峰氨纶大力开展“品质提升年”活动，不断推进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深化
清洁生产和标准化工作，不仅在生产规模上始终占领行业龙头地位，而且节能环保、标准化
等多项工作走在行业前列，在化纤行业树立起了良好声誉和形象。
本次会议是化纤年度重要会议，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消费品工业司、国家统计局经济景
气监测中心、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等领导应邀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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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关系
案例 2

QC 活动、收获颇丰

只有做市场需要的产品才是真正为客户负责，作
为纺织原料供应商，我们遵循“助力客户成功”的合

为贯彻公司质量领先、差异化和大客户定制战略，

作理念，采用“同心圆”服务模式，以了解并解决客

公司全体员工积极开展质量改进和创新活动。2018 年，

户对产品质量和创新的需求为己任，2018 年累计开

品管积极持续推进公司 QC 小组活动开展，全年共注册
QC 课题 14 个，实际完成 9 个，创造经济效益约 260 万元。

展市场服务 2300 余次，确保了内外部信息的有效沟

同时，公司积极参加外部 QC 活动，推荐化验室 QC 小组

通和问题的及时解决。

《PTG 粘度检测方法优化》和纺丝组件细胞再造 QC 小
组《降低原液滤芯初始动力》这两个项目参赛，同时公

公司依托氨纶应用测试中心对在产产品进行常态

司申报了质量信得过班组的参评。

化监测，提早识别不良品，严格把控产品出厂品质；
专业技术工程师和售后服务工程师利用 CRM 和 OA

2018 年 7 月份，公司启动 GRS 认证工作，完成 GRS 体系、环境、生产、社会责任等
4 个模块的管理手册编写。公司于 11 月 9 日圆满完成审核认证工作，得到了审核专家的一
致好评，无不合格项顺利取证。我司是国内氨纶行业获取 GRS 认证的第一家企业，通过该
标准认证后，产品可贴牌有该标准的 LOGO 标识，并给有需要的客户开具 TC 证书。该认
证提升了品牌形象和产品附加值，这也是新市场的准入资格证，促进公司走上国际化大舞台，
拓展了销售渠道，进一步巩固公司在行业的地位。

等系统信息化服务平台及时响应客户诉求，坚持售前
2018 年客户
投诉处理率

产品验证的严谨性，售中跟踪指导的有效性和售后

100%

时内做出反应，与客户进行初步沟通，并在 24 小时

服务反馈的及时性。公司规定接到客户投诉后 8 小
内发起《客户投诉流程》，2018 年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获得了客户的认可。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B.V.
Meeuwenlaan 4-6, 8011 BZ, Zwolle, Netherlands
+31 38 4260100
www.petersoncontrolunion.com

CERTIFICATE OF COMPLIANCE
(Scope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No: CU1003227GRS-2018-00004704
Registration No: 1003227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declares that

Zhejiang Huafon Spandex Co.,Ltd.

No.1788, Kaifaqu Roa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Ruian
325200 Wenzhou
China
has been inspected and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lobal Recycled Standard (GRS) 4.0
and that products of the categories as mentioned below (and further specified in the annex) comply with this standard:

Yarns

Processing steps / activities carried out under responsibility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mpany (by the operations as detailed in the annex) for certified products

Exporting, Trading, Processing, Recycling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2019-12-02

Place and date of issue:

Stamp of the issuing body

Standard's Logo

2018-12-03, Zwolle
Name of authorised person:

On behalf of the Managing Director
Lifu Wang | Certifier

Accredited by: Sri Lanka Accreditation Board (SLAB), Accreditation No: CP 004-01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B.V.
Control Union Company Name
POST • Meeuwenlaan 4-6 • 8011 BZ • Zwolle • Netherlands
This electronically issued document is the valid original version.

T • +31 38 4260100 • F • +31 38 4237040 • certification@controlunion.com •
www.petersoncontrolunion.com

2018 年 9 月，公司完成浙江制造“品”字 LOGO 在我公司唛头上采用设计，并于 10
月份正式投入使用。2018 年 11 月，公司牵头完成“耐氯氨纶长丝浙江制造”产品的监督审
核工作，期间并无不合格项顺利通过，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公司经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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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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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股东实现投资回报是企业的重要责任。华峰氨纶自 2006 年上市以来，潜
心经营，致力于为股东创造最大回报。

2007 年 4 月，公司召开 200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6 年度
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拟以 2006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

2013 年 6 月，公司召开 2012 年股东大会，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1 元（含税）。

2014 年 4 月，公司召开 2013 年股东大会，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

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 万吨经编专用氨纶纤维技改
项目的议案》、
《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 万吨纳米改性氨纶纤维技改项目的议案》。

2015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14 年股东大会，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0.5 股，派现金红利人民币 0.5 元（含税）；同时，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9.5 股。

2008 年 4 月，公司召开 2007 年度股东大会，以 2007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红股 5 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

2016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15 年股东大会，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2009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08 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以 2008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

2010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0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利
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 2009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2017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16 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投
资建设 90000t/a 差别化氨纶项目的议案》。

2018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17 年股东大会，以现有总股本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 0.25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10 股派送红股 8.50 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1.00 元（含税），以资本公积向全
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50 股，并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年产 15000 吨耐高温薄
型面料专用氨纶技改项目等重要议案。

2011 年 5 月，公司召开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0 年度利
润分配方案，以 2010 年末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人民币 1.00 元（含税）。

2011 年 7 月，由证券时报社主办的“第五届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五十强、
第二届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二十强颁奖典礼”在深圳隆重举行，华峰氨纶凭
借其雄厚的技术实力、快速增长的业绩以及优秀的团队管理，夺得“2010 年
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五十强”荣誉称号。

2012 年 8 月，公司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了修订《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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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社会
产品安全
服务客户
环境保护
环境绩效
社会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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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安全
公司产品生产过程绿色环保,已通过了纺织品
OEKO-TEX® Standard 100 标准一级认证（婴幼儿产品），覆

环境保护
根据国家法律法规框架并基于 PDCA 的持续改进运行模式，完善、实施、保持并改进环境管理体系，
确立评审环境目标、指标、方案和实施结果。

盖公司生产的半消光氨纶、有光氨纶和黑色氨纶，拥有“信
心纺织品”证书，为下游客户应对出口中的“绿色壁垒”提
供了有力支持，为广大消费者带去了健康和安全。

公司顺利通过 IS0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换版认证，专门成立了合规性评价小组，对公司的
环境管理体系进行合规性评价。在接受外部第三方审核的同时，公司定期组织内审、管理评审对体系进
行内部审核，以确保环境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和持续改进。

ISO14001 环境方针：践行责任关怀，深化清洁生产，打造可持续发展绿色企业。

公平竞争
公司始终把自愿、平等、公平、诚信作为参与行业治理、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的核心原则，促进统一、

“践行责任关怀”是我们的态度和承诺：我们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更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在
各项生产经营活动中充分关注环境，关注健康，成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
“深化清洁生产”是我们的途径和方法：我们倡导全员参与、全程控制，重在污染预防和持续改进，
并继续加强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利用和资源的循环利用，保持节能减排行业领先水平；

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积极开展与行业内外优秀企业的技术交流与合作，发挥协同效应、推动
企业互惠共赢，共同推动行业技术进步，提高行业整体竞争力。公司积极参与行业重大技术交流与合作
各项活动，积极推动行业各层面的交流合作，共同推动化纤行业转型升级。

46

“打造可持续发展绿色企业”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坚持发展与环保并重，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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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废”管理

废气方面：公司对工艺废气通过水喷淋后高空排放；锅炉提标减排改造后，
废气采用（SNCR+SCR）联合脱硝 + 综合脱硫除尘（袋式吸附脱硫净化装
置 + 惯性内滤分室反吸袋除尘器）处理后达标排放，锅炉烟气总排口安装烟

近年来，公司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法》和《环境影响评价法》的有关法律法规与环保“三同时”验

气在线监测设备，与环保部门联网。

收制度要求，制定了比较完善的环保管理体系及健全的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专门人员，对厂区废水、废
气进行统一收集处理，各项环保处理设施正常运行，且稳定达标排放。公司根据环境管理体系和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开展生产、质量控制和环境治理工作，按时申领《取水许可证》、《城市排水许可证》和《排

2018 年锅炉烟气 SO2 日均排放浓度

污许可证》，定期上报环保运行信息。

废水方面： 公司建有污水
处理装置一套和中水处理系统一
套，污水处理采用“厌氧 + 生物
接触氧化”的处理工艺，生产和
生活废水进入废水处理系统处理
后，可回用于生产。公司坚持清

2018 年锅炉烟气 NOX 日均排放浓度

污分流、雨污分流，对废水进行
处理后循环回用。

固体废物方面：公司对生产过程所产生的固废进行分类收集和分质处理，
并加强管理，防止产生二次污染。对于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负责清运和处
理；对于危险废物，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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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公司环保专项资金投入 760 余万，用于维护环保设施运行、危废处置及环境监测等项目。

2018 年综合能耗一览

在报告期内，公司污染物均达标排放，按时缴纳排污费，未发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和环境信访事件。
产量（吨）

综合能耗（吨标煤）

2018 年环保专项资金投入一览表
费用科目

投入（万元）

157898
156332

具体内容

环保设施运行

164

含污水站电耗、药剂消耗、锅炉脱硫除尘设施药剂消耗

危废处置

383

危废处置、运输费用

排污费

121

含排污费、污水处理费

自行检测及在线监测

24

废水、废气、噪声监测

其它

68

环保宣传制作、培训教育等

143936
135329

2017 年

环境绩效
公司坚持绿色发展的环保理念，将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贯穿于生产经营全过程，深入开展清
洁生产技术，走低碳、绿色、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

6.4%

水耗（吨）
1669104
1657553

1.0%

0.7%

2018 年

年份

产量

综合能耗

水耗

2018 年

143936（吨）

157898（吨标煤）

1657553（吨）

2017 年

135329（吨）

156332（吨标煤）

1669104（吨）

同比

6.4%

1.0%

-0.7%

备注：数据来源于氨纶产品能耗信息，含瑞安和重庆基地。

作为氨纶行业龙头企业，公司在清洁生产技术、工艺及装备方面亦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公司积极开
展清洁生产和节能减排，从源头减少污染物排放，争取做到少排放；同时努力提高产品一等品率，减少
2018 年吨产品能耗一览

次品、废品的废弃，进而提高原材料利用率。
2018 年，公司完成东山厂区三、五期工艺水泵节能改造项目，每年预算经济效益 39 万元。另外

吨产品综合能耗（吨标煤 / 吨）

吨产品水耗（吨 / 吨）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吨标煤 / 万元）

公司已实施屋顶光伏项目，提高节能减排能力。
12.33

排放物

企业排放情况

吨产品排放量

2.14 kg/t

-

排放浓度（年均）

≤ 101.67mg/m3

≤ 400mg/ m3

吨产品排放量

4.27 kg/t

-

排放浓度（年均）

≤ 195.4mg/m3

≤ 400mg/ m3

吨产品排放量

0.83 kg/t

-

排放浓度（年均）

≤ 38.59mg/m3

≤ 80 mg/ m3

年份

吨产品综合能耗

吨产品水耗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废水

吨产品排放量

1.36t/t

-

2018 年

1.10（吨标煤 / 吨）

11.52（吨 / 吨）

0.35（吨标煤 / 万元）

COD

排放浓度（年均）

≤ 73.78mg/L

≤ 500mg/L

2017 年

1.16（吨标煤 / 吨）

12.33（吨 / 吨）

0.38（吨标煤 / 万元）

吨产品排放量

19.08 kg/t

-

同比

-5.2%

-6.6%

-7.9%

固废处理利用率

100%

-

SO2

NOX

烟尘

固废（与生产工艺
有关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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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2

评价指标

国家及地方排放标准
5.2%
1.10

2017 年

6.6%

1.16

7.9%
0.38

0.35

2018 年

备注：数据来源于氨纶产品能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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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

近三年吨丝综合能耗对比表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责任发展没有终点，价值创造永无止境。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诚信之基，我们承诺在创造利润、承
1.45

1.45

担对股东责任的同时，更加努力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社区和环境的责任。在做大做强公司业务的同时，

1.45

公司始终牢记企业社会责任和使命，带动地方经济和城市发展，热心公益，回报社会，促进社区和社会

1.30

的和谐发展。
1.16

1.15

1.15

1.10

1.15

六一亲子游园活动

吨产品综合能耗
（折吨标煤，吨 / 吨）

清洁生产二级标准
（折吨标煤，吨 / 吨）

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折吨标煤，吨 / 吨）

年份

吨产品综合能耗
（吨标煤 / 吨）

清洁生产二级标准
（吨标煤 / 吨）

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吨标煤 / 吨）

2018 年

1.10

1.45

1.15

2017 年

1.16

1.45

1.15

2016 年

1.30

1.45

1.15

备注：数据来源于氨纶产品能耗信息。

近三年吨丝水耗对比表

5 月 26 日，华峰亲子社团联合公司女职委、质管部分级包装共同举办了“大手牵小手·幸福华峰游”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16.0

16.0

16.0

亲子活动，300 余名员工及其子女参与了活动。
通过“我眼中的华峰”、“舌尖上的华峰”和“观影小达人”等系列活动讲述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
他们父母的智慧结晶。

14.22

14.0

14.0

14.0

12.33

此次亲子活动的成功举办为员工们打造了一次难忘的亲情之旅，增强了员工的归属感，营造出和谐

11.52

向上的企业氛围，不仅体现了公司党群对员工的关怀，更体现了公司的人性化管理，有效激发和调动了
员工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

吨丝水耗（吨 / 吨）

清洁生产二级标准（吨 / 吨）

清洁生产一级标准（吨 / 吨）

年份

吨丝水耗（吨 / 吨）

清洁生产二级标准
（吨 / 吨）

清洁生产一级标准
（吨 / 吨）

2018 年

11.52

16

14

2017 年

12.33

16

14

2016 年

14.22

16

14

备注：数据来源于氨纶产品能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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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袖之爱”公司开展义务献血活动
10 月 24 日，集团工会、团委组织开展义务献血活动，共有 172 名员工自愿参与无偿献血，累计
献血量达 49050 毫升。一直以来，华峰人都在用自己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的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展现华峰与社会和谐共成长的承诺。

情怀社会心系老人
在公司的大力支持下，华峰志愿者们先后两次前往高楼镇营前社区敬老院进行“敬老助老”活动。
2018 年，临近重阳节，他们再一次踏进了这家敬老院。
在送上新鲜的时令水果、牛奶和营养麦片等慰问品的同时，有的志愿者们开始抄起毛巾和拖把为老
人们打扫房间；有的取出准备好的理发工具，帮老人们理发，修剪指甲；有的陪着老人们聊天下棋；有
的在灶台前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菜肴，总希望能为老人们多做一些，再多做一些，用自己的举手之劳换他
们的笑口常开。
华峰的志愿者团队一直秉承“心系社会责任、弘扬人文精神”，致力于尽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公益事
业添砖加瓦。

争做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企业信用管理水平的提升，不仅有助于优化经济生态，而且有利于企业自身的做大做强。氨纶公司
历年来非常重视企业的信用管理建设，在安全生产、产品质量、依法纳税、劳动保障、环境保护、知识
产权等各个领域，均无失信行为记录，企业信用管理取得显著成绩。
从 2012 年至今，公司已成功三次被认定为“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在此基础上，公司将会
继续完善企业信用管理制度，加强企业信用文化建设，为“信用浙江”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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