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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公司出具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依据国家有关社会责任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行业质量标准、规范等进行编制。报告中关于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是对公司现状的真实反

映，本公司对报告内容的客观性负责，对相关论述和结论真实性负责。 

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 华祥（中国）高纤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 2020 年 1 月 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在社会责任方面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等。 

报告发布形式： 

本公司每年定期发布一次社会责任报告，本报告以 PDF 电子文档形式通过网络向社

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公司希望通过本报告的发布来吸收利益相关方的意

和建议，获得改进机会，以推进社会责任与公司发展战略、运营管理的融合发展。 

 

总经理         



一、  公司简介 

华祥（中国）高纤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3 月，是一家专注于高附加值功能性、差别

化涤纶纤维研发、生产和销售的企业。集团公司为新加坡上市公司，注册资本 19450 万美元，

占地 720 亩，建筑面积达 37 万平方米，股东中国高纤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是吴兴区首家总投

资突破 3亿美元的外资企业。 

公司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地处浙江北部杭嘉湖平原，属于中国最具有经济活力的长江三

角洲地区的中心位置，是中国纺织产业核心集中地。 

公司一期年产 40 万吨 POY 及 FDY 差别化纤维项目，总投资 3亿美元。项目采用目前世

界上单线产能最大的装置之一，主要设备有中纺院设计监造的聚酯装置一套、8条 POY 生产

线和 12 条 FDY 生产线，20台加弹机，均采用德国巴马格、意大利、瑞士、日本等国家进口，

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既形成规模优势，又实现多产品、低成本、高附加值的特点。一期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 26 亿元，继 2014 年 6 月加弹车间投产后，2015 年 3 月成功完成聚酯和

长丝 2 个关键环节的自给，实现了全面投产。2016 年在受春节及 G20 峰会的双重影响下，

全年完成产值 29.6 亿元，实现利税 1.15 亿元。2019 年，我司投资 2 亿元对原有厂房进行

节能减排、零土地技改建设，对现有的四台 1250 万千卡/小时的热媒炉增加脱硫、脱硝装置，

新增油烟废气处理装置、64 台新型 384 锭加弹机，新增 DTY（拉伸变形丝）产能 7.2 万吨，

减少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改善了环境质量。2020 年，在春节及新冠病毒的双重影响下，通

过各级政府的帮助协调，实现了不停工稳产，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十三五”期节能减排的号

召、国务院《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及市政府大气污染整治的要求，公司再投资 1000

万元，对 4台导热油锅炉的烟气处理设备进行超低排放改造，同时对在线烟气监测装置进行

了更新升级，提高了测量精度。  

公司属高新技术企业，现有在职员工 1200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 180 余人，日产涤

纶长丝 1,000 吨，近四年来公司年产值均超过 50 亿元，连续获评湖州市“金牛”企业。历

年来先后获得吴兴区政府质量奖、进出口贸易先进企业、重大项目推进先进单位、湖州市重

点建设先进集体、管理创新先进企业、6S 管理先进企业、湖州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市级工

业企业技术中心、湖州市四星级绿色工厂、省级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示范试点、省级节

水型企业、浙江省第二批上云标杆企业等荣誉、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并取得发



明专利 1项，实用新型专利 39项，新产品 6项。 

我司主要生产销售聚酯切片（PET）、涤纶预取向丝（POY）、涤纶牵伸丝（FDY）、涤

纶加弹丝（DTY）4大类，广泛应用于服装面料、纱纺面料、各种运动鞋辅料、室内装饰面料

等生活领域。产品类型多样，既有高端高差别化、高附加值涤纶纤维，同时有粗旦、中旦、

细旦、超细旦等半消光、全消光、大有光等差别化聚酯纤维。产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主要

用于织造具有一些具有特殊性质或特殊功能的织物（如炫光或高透气织物、人造真丝、人造

羊毛等），具有较强的进口高端产品替代性，产品质量客户公认处于行业内前三，其中 FDY

被选入第四批绿色制造体系绿色设计产品。因此，各类产品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并培

育了一批实力较强的稳定客户群，其中与苏州圣欧、厦门翔鹭等高端用户的强强合作，进一

步提高了华祥的品质认可度和品牌知名度。 

据公司发展规划，公司计划新增投资 4亿美元，用地面积约 650 亩，延伸产业链，打造

高端化纤产业园，以进一步强化规模效应，提高公司竞争力。届时，员工总数将达到 4000

人，年销售收入可达 200 亿元以上，实现利税 18亿元。 

 

 

  



二、组织架构及主要产品 

1、组织架构图 

 

2、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生产有三大类近百个规格品种的涤纶纤维和聚酯切片。 

公司主要产品特点 

产品 
名称 

产品性能或 
功能介绍 

照片 
示例 

代表 
型号 

聚酯切片 

PET Chips 

纤维级聚酯切片是无

定型结构的高分子聚

合体，将聚酯切片加

热到一定温度，其无

定型结构可转变为具

有一定结晶度的晶体

结构。该产品具有耐

热性和较好的耐光

性、耐酸性，与氧化剂

和还原剂接触时不易

发生作用。适用于纺

制各种涤纶短纤维和

长丝等，制作各种服

饰面料。 

 



POY 涤纶预

取向丝 

主要作为DTY产品的原

料，部分在复合丝上使

用。 

90/72、138/36、

135/72、

150/144,150/288

等 

FDY 涤纶牵

伸丝 

应用于服装家纺领域、装

饰领域、产业领域 

30/24、40/72、

50/24，50/72，

75/36、150/288、

100/192 等 

DTY 拉伸变

形丝 

应用于服装家纺领域、装

饰领域、产业领域 

50/72，75/75，

75/36，100/36，

150/48，150/288 

 

公司顾客群和细分市场分布广泛，产品主要销往全国近数十个省市，并远销南美、中

东、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公司主要顾客 

顾客分类 顾客特点 划分标准/依据 顾客需求 

直接顾客 

拥有自己的后加工

设备直接采购产品

进行生产采购量大

且稳定。 

拥有后道加工设备，且

具备一定的生产规模，

对产品的采购比较稳

定。 

质量好，稳定性高，交货期

稳定，价格及成交方式优

惠，并提供完善的顾客服务

及改善。 

  公司市场细分 

市场划分 区域细分 销售比例 

国外 

20000 吨 
韩国、越南、印度尼西亚、巴西、埃及 5%左右 



国内 

380000 吨 
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市场 95%左右 

目前公司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 

 

 

三、 社会责任 

（一）、公司治理 

公司不断完善组织治理机构，建立了科学的监控系统，定期评审高层领导的绩效，努

力保证内外部审计独立性与有效性，有机协调了企业与各相关方的利益。 

1、 组织行为的管理责任 

（1）明确经营责任、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公司根据《公司法》明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权利与义务，形成企业决策、执

行和监督机构相互协调、相互制约的机制。公司定期对关键领导岗位进行监督、审计，促

使高管人员肩负起忠实和勤勉义务，保证组织活动的合法性、规范性、有效性。 

（2）落实财务责任 

公司根据《会计法》等法律法规，对投资项目审批、结算管理、成本核算、费用报

销、应收账款管理等做出明确规定，从而健全了财务制度。公司财务负责人由公司执行董

事任命，并得到股东同意，保证财务的独立运作。财务向公司股东负责，为公司经营提供

相关财务服务与支持，从理财与管财角度履行责任。 

（3）确保经营管理透明及信息及时披露 

公司严格按照信息披露制度要求，定期将财务变化、公司经营状况等信息和资料向执

行董事和股东报告，保证公司经营的透明化。 

（4）审计的独立性 

公司监事每年听取公司管理层关于公司各项营运情况的汇报，并就其关心的问题组织

进行专项内部审计。公司定期委托专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对经营过程进行严格

监控，逐步建立了完善的内部监控体系，确保财务数据合法、准确、真实。 

（5）股东及其他相关方利益的保护 

公司一贯坚持诚信共赢的经营理念，着眼企业持续发展，依据《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进行公司信用体系建设，积极维护各相关方利益。 

1)股东利益的保护： 为有效保护股东利益，定期对公司各高级管理人员职权行

使、重大投资、财务收资和经济活动等组织行为进行监督、审计，保证公司活动的合法

性、规范性、有效性。 

2)员工利益的保护：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劳动法》和《劳动法实施细则》等国家

相关法律法规，依法与所有员工签订劳动合同，并将涉及员工利益的基本报酬、工作时

间、休假、劳动安全、社会保险与福利、职业培训等内容进行具体规定，有效维护了员工

的合法权益。另外，公司定期向工会和员工代表通报公司的经营情况和其他相关信息，保

证公司的运营透明度，以及员工的参与权、知情权等各项民主权利。 

3)顾客及供应商利益的保护： 公司以“ 敬业、诚信、严格、高效、公正、和谐”

为核心价值观，推动顾客满意度的不断提升；以产品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保障，实现了体系支

撑能力的逐步提升。多年来公开、公正地选择、评价供应商，切实开展效能、过程监督，对

主要供应商积极提供信息数据和工作支持，与各供应商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实现合作



共赢。 

4)其他相关利益的保护： 公司依法纳税，积极投身环保、节能和社会公益事业，

获得了政府、金融机构和广大社会大众的良好信誉和口碑。 

 

2、对高层领导开展定期绩效评价，实现公司领导系统的持续改善  

（1） 对高层领导绩效的评价体系  

公司董事会每年依据下达的经营计划和KPI考核表，对公司高层领导进行绩效考核和评

价，评价方式主要采取高层领导述职和评价。评价维度包括战略目标完成情况、经营绩

效、公司管理提升和团队培养等。绩效评价的结果决定高层领导的薪酬奖金、职务升迁。

副总经理以下的中层领导由公司高层依据年度KPI指标进行评价考核。 

  

（2） 运用绩效评价结果改进领导系统效率  

根据绩效评价的结果，公司高层展开原因分析，设定改进行动计划。对于高层领导和

领导班子存在的不足，公司会根据知识结构不完善，团队执行力缺乏、工作激情不足等不

同原因分类，通过加强培训、调整领导团队等方法加以改进，以保证领导系统的有效性。  

 

3、 审计体系 
（1） 公司内审机制； 

公司股东和监事定期组织实施内部监督，对公司经营管理进行系统化、规范化的审

计；必要时对资金、采购、费用、合同等经营管理事项进行专项审计，审计负责人直接向

公司股东负责，确保了审计人员的独立性和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对发现问题下达整改建

议，并跟踪检查。通过内审制度的有效执行，公司管理日趋规范，各类经营风险得到有效

控制。 

 

（2）独立外部审计机构年度审计 

公司委托专业会计师事务所对本公司进行财务审计。财务审计机构都具备相应资

质，具有相关专业的履职能力，与公司无关联利益。近年来审计结果显示，公司财务管理

符合法规和相关方要求。 

（二）、人权和职工保护 

公司自成立以来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

法》等劳动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实行劳动合同制，与所有员工按照《劳

动合同法》的有关规定签订了《劳动合同》，并为员工提供了社会保障计划。目前，公司

已根据国家及地方的有关规定，为员工缴纳了养老保险金、工伤保险金、医疗保险金、失

业保险金、生育保险金和住房公积金。员工可享受法定休假、婚假、丧假、产假等带薪假

期。公司和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并办理了社会保险。同时，员工享有外出参观学习、发

放过节福利、防暑降温药品等福利。公司不断完善员工反映问题和诉求的渠道及处理机

制。员工可通过电话、微信等渠道，反映他们遇到或可能发生的问题。公司高度重视员工

申述事件，保证处理程序正当、依据明确、结果恰当，保障了员工的合法权益。  

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如节庆文体活动等，丰富员工的工作和业余生活，构造和谐工作

环境，激发员工爱心、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公司和谐发展。 

公司高层领导通过短信/微信平台、合理化建议、员工满意度调查、员工座谈会、下基

层参加部门例会、娱乐活动、午餐会等形式，调查、了解员工意见和建议，获取员工满意

度信息。相关投诉和建议问题由人力资源科负责跟踪督办，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在规定时



间内进行处理。高层领导注重现场了解情况并在承诺时间内及时做出积极的反馈和处理。

2020年公司员工满意度达到了93% 

公司已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的手册和程序文件，在对危险源识别、评价和

控制策划，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策划，事件调查和处理，职业健康安全绩效评价等方

面，充分保障了员工参与和协商的权利。 

公司定期组织实施工作场所职业危害因素检测和职业病定期检测。公司全面实施了三

级安全教育，定期实施环境和安全应急响应演练，设立了职业健康安全文化宣传栏，培育

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文化。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职业病伤害情况和严重安全生产事

故。 

公司根据岗位所要求的知识、经验、技能等情况，向员工提供同行业具有竞争力的薪

酬福利。公司薪酬福利政策遵循“内部公平性、外部竞争性”原则。 

1、 基本工资：根据员工岗位的贡献度、对组织的影响力、对知识要求以及工作环境

危险性、市场水平等因素来综合确定，体现对员工基本价值、工作表现及贡献的认同。 

2、 奖金：创造高绩效文化，将绩效和奖金相结合，有效保留和激励员工。奖金是对

高绩效员工的额外奖励，根据个人和组织业绩综合评定。 

3、 福利：福利是薪酬体系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员工生活的保障。包含：各类补贴

（工龄补贴、通讯补贴、交通补贴、餐贴等）、“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

保险、生育保险、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员工活动经费等。 

 

公司支持社会就业，并通过建立和不断完善员工招聘培训激励制度，为员工提供了公

平的基于绩效的晋升空间和广阔的发展通道。从普通员工、技术岗位到管理岗位，给员工

清晰的发展通预期，促进员工和公司共同成长，帮助员工实现更好发展。 

 

（三）、环境保护 

公司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污染预防的环境保护理念，已建立并持续保持环境和能源

管理体系，识别和收集有关环境管理的合规义务，并定期评价合规情况。公司的生产设施

有关新改扩建活动，严格按环保三同时制度执行，已投产项目已通过当地环保主管机构的

验收。公司定期组织实施污染物排放监测，公司自成立以来没有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四） 公平经营和消费者保护 

（1）诚信营销 

自成立以来，公司坚持“ 敬业、诚信、严格、高效、公正、和谐”的核心价值观，生产

优质产品，对企业内部员工负责，对客户和消费者负责。在宣传中，公司实事求是，不夸

大，不弄虚作假欺诈消费者，在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公司意识到，在产品质量就是企业生命的今天，产品质量俨然已成为一个企业在市场

中立足的根本和发展的保证。产品质量的优劣决定产品的生命乃至企业的发展命运。没有

质量就没有市场，没有质量就没有效益，没有质量就没有发展。  

公司在车间生产的每个环节都设有质检程序，专业的质检人员会层层把关，不生产缺

陷产品、不接收缺陷产品、不流出缺陷产品。  

在产品营销中，公司致力于给客户和消费者最适合的产品，不会因为眼前的利益欺骗

或变相欺骗消费者。对于客户和消费者关于产品方面的疑问，公司积极回应，力求给客户



和消费者最好的答复。  

公司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努力给消费者提供全面周到的售后服务。在公司员工的

概念里，产品卖出去的那一刻才是服务真正开始的时候。 

公司十分注重来自客户和消费者的反馈信息，由销售科负责收集记录客户和消费者的

意见和建议，并针对客户和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配合，及时提供合理的解

决方案。对于产品问题引起的退换货，公司在确认信息后积极配合解决，确保有效处理各

种消费问题，尽可能降低问题产品对客户和消费者的伤害。针对已知的问题，公司会严查

漏洞，及时整改，努力消除产品的质量、安全隐患，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更高质量的产品

以及更完善的服务。 

公司定期实施顾客满意度调查。2020年实施的顾客满意度调查结果：96.2%， 达到了

目标要求。 

       
公司建有完善的合同管理的制度，合同签订充分考虑合作方权益，努力做到权责平

衡，保证公平公正。公司切实履行商业合同以及对外订立的合同，除不可抗力和对方违

约，以及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解除者外，合同基本都能按约定执行。公司成立以来诚

实守信的履约行为在行业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近年来，更是有为数不少的企业为了寻求

合作主动找到公司进行考察、洽谈。 

 

（2）反腐败 

公司十分重视廉洁运营相关工作，在采购等敏感环节设专人监督，建立透明的操作模

式，将工作内容曝光在众人目光之下，让企业员工积极参与进来，在认识到廉洁运营重要

性的同时起到监督管理作用。  

公司将反腐败相关内容具体化，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反腐知识，提高员工反腐意识，从

根源处杜绝腐败之风。具体举措有：  

1、以机制促廉政。党员和干部带头进行廉政建设，并渗透到各项基层管理活动和市场

化运营等每个环节。落实职工知情权，扩大职工参与权，保证党风廉政建设扎扎实实取得

实效；  

2、以活动强意识。深入开展“廉洁从业宣教”活动，包括学廉洁知识、听廉政报告、观

看廉洁警示片、廉洁竞赛答题等内容，增强领导人员的大局意识、宗旨意识、法纪意识和

监督意识；  

3、以岗位树正气。强化“一岗双责”意识，有针对性地展开岗位廉洁教育，建立完善动

态、立体式防控措施，切实杜绝违规违纪问题发生，营造风清气正、勤廉服务的良好氛

围。  

 
（3）在价值链中促进社会责任 

公司严格履行供应商、经销商和服务合作伙伴选择评价的准则，公平考虑相关方在质

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等方面绩效和管理水平，选择合适的相关方合作。对合作公司定

期评估相关方的绩效表现，基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促进供应链的优化，提升整体价值

链的绩效。 

 
（4）产权保护  



公司坚决遵守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了严格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除了向内

部员工普及产权知识外，公司还积极响应市场号召，通过座谈会等不同形式向客户及公司

合作伙伴宣传产权保护意识，通过自身积极影响推动市场产权保护进程。具体举措如：  

1、增强产权保护意识。既尊重他人识产权，也注重对自己产权的保护，通过与国际社

会的通力合作，赢得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的荣誉与尊严；  

2、完善公司自主创新机制，积极开展自主创新活动。只有大力开发具有自主产权的关

键技术和核心技术，拥有行业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弱者地位，才能

有经济竞争力以及受人尊重的国际影响力；  

3、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严格依法办事。不侵害他人的产权，不盗用他人的专利技

术，不制造、不使用、不销售、不传播假冒产品，不盗用和仿造他人的商标、产品标识和

外观设计；  

4、坚决与侵害他人产权的不法行为做斗争，积极举报涉及产权的违法行为，主动配合

政府做好对产权违法行为的遏制、查处和打击工作；  

5、积极参与宣传保护产权的社会活动，与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认真履行与产权相关的社会责任，增强全社会产权保护意识，为切实推进我国产权保护事

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五） 社区参与和发展 

(1) 公益支持 

表 5近年公司公益捐助情况 

年份 活动内容 价值 

2018 吴兴一中赞助费 18000 

2018 吴兴区慈善一日捐 2000 

2019 吴兴一小赞助费 3000 

2019 清塘桥建寺院 36000 

2019 吴兴区慈善一日捐 2000 

2020 吴兴区红十字会（疫情定向） 50000 

2020 八里店镇扶贫项目 50000 

2020 公司员工慰问金 10000 

 

(2) 经济效益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营业收入 （亿元） 44.9211 43.7795 35.0241 

研发投入 （万元） 13775 13518 10908 



研发投入占比% 3.07% 3.09% 3.11% 

新产品产值率% 66.4% 65.6% 61.7% 

新产品利润贡献率% 74.7% 58.7% 80.1% 

纳税（万元） 1089 1084 1835 

 

 

(3) 技术开发 

公司已制定技术创新战略及实施计划，实施差异化技术创新，重点突破化纤产品有关产

品技术。公司高层积极引进国内优秀行业团队，提高资金保障，已取得国内领先的技术优势。

下表列出的近年公司取得的专利成果。 

No 名称 专利号 类型 授权日期 

1 一种单面型半自动贴标装置 202020713619.8 实用新型 2021/6/1 
2 一种锅炉烟气处理装置 202020712715.0 实用新型 2021/6/1 
3 一种涤纶丝专用自动包装设备 2018111576018 发明专利 2021/3/21 

4 
一种用于加弹机上纸管收集的轨道

登高车 
2020204251495 实用新型 2021/3/9 

5 
一种用于生产超细纤维的侧吹风装

置 
2020207122250 实用新型 2021/3/9 

6 一种加弹机变形热箱的保温装置 2020207001646 实用新型 2021/3/9 
7 一种高缩率纤维喷丝板 2020204284728 实用新型 2021/2/19 
8 一种涤纶丝头尾连接装置 2020204251550 实用新型 2021/2/19 
9 一种涤纶丝的染色装置 2019226324830 实用新型 2020/12/8 
10 一种涤纶丝的风干箱 2019223647847 实用新型 2020/12/8 
11 一种涤纶上丝机防乱丝机构 2019223770894 实用新型 2020/12/8 
12 一种用于涤纶丝绕丝装置 2019223770983 实用新型 2020/12/8 
13 一种涤纶自动绕丝装置 2019223804265 实用新型 2020/12/8 
14 一种涤纶生产用自动落丝成卷装置 2019223804975 实用新型 2020/12/8 
15 一种涤纶加弹机的丝线上油装置 2019223624690 实用新型 2020/10/16 
16 一种涤纶加弹机卷线装置 2019223647828 实用新型 2020/10/16 
17 一种生产涤纶丝的烘干装置 2019223648074 实用新型 2020/10/16 
18 一种涤纶加弹机 2019223804778 实用新型 2020/10/16 
19 一种涤纶线绞合装置盘 201821464742X 实用新型 2019/5/21 

20 
一种吸湿排汗涤纶上丝绕卷机中的

长丝绕卷张力调节装置 
2018214807556 实用新型 2019/5/21 

21 
 一种多孔超柔涤纶纤维生产用上浆

机 
2018214969917 实用新型 2019/5/21 

22 一种超细涤纶弹簧线的卷线装置 2018214647595 实用新型 2019/5/14 

23 
一种超高弹涤纶长丝卷绕机中的导

丝装置 
2018214647307 实用新型 2019/5/14 

24 一种涤纶生产用自动落丝成卷系统 2018214803413 实用新型 2019/4/30 
25 一种涤纶纤维用聚酯切片除尘装置 2018214969739 实用新型 2019/4/19 
26 一种车间清洗车 2018200902536 实用新型 2019/3/29 



27 尾丝翻转结构 2017219026106 实用新型 2018/12/14 
28 一种化纤车间维护推车 2018200906240 实用新型 2018/10/12 
29 一种化纤丝筒输料吊架 2018200906560 实用新型 2018/9/25 
30 化纤喷丝板结构 2017218476948 实用新型 2018/9/21 
31 纺丝机上油嘴结构 2017218769506 实用新型 2018/9/21 
32 一种纺丝高速卷绕机上的护板结构 2017219019808 实用新型 2018/9/21 
33 一种废水处理及回收系统 2016207435121 实用新型 2017/5/24 
34 一种废水处理及回收机 2016207434951 实用新型 2017/5/24 
35 用于喷丝板的清扫装置 201620930500X 实用新型 2017/5/10 
36 喷丝板面清理用铲刀 2016209304736 实用新型 2017/5/10 
37 一种生产化学纤维用流量计 2016207353437 实用新型 2017/2/1 
38 生产化学纤维用柱塞泵机构 2016207352928 实用新型 2017/2/1 
39 一种恒温纺丝装置 2016207356223 实用新型 2016/12/21 
40 涤纶长丝生产装置 2016207535187 实用新型 2016/12/21 

 

(4)社会荣誉 

 

 

编号 荣誉称号 颁奖机构 获奖时间 

1 2020 年度湖州市“金牛”企业 湖州市人民政府 2020 年 

2 吴兴区政府质量奖 吴兴区人民政府 2020 年 

3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科技厅 2020 年 

4 市级工业企业技术中心 湖州市经信局 2020 年 

5 湖州市四星级绿色工厂 湖州市经信局 2019 年 

6 浙江省 A 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湖州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 
2019 年 

7 湖州市两化融合示范企业 湖州市经信局 2019 年 

8 高新技术企业 科技部 2019 年 

9 第四批绿色制造体系绿色设计产品 工信部 2019 年 

10 2019 年度湖州市“金牛”企业 湖州市人民政府 2019 年 



 

报告结语 

 

公司致力于为社会和谐发展贡献自身力量。公司将继续努力奋斗，

诚信经营，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为行业健康有序、又好又快发展做

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