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本公司”）公开

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系根据社会责任的使命，结合本公司 2018-2020

年度社会责任体系建设情况编制而成。本公司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

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

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 2018

年 1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司在质量管理、产品质量责任、

社会责任管理等方面的理念、制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等。

报告发布形式：

本公司一至二年定期发布一次社会责任报告，本报告以 PDF 电子文档

形式在本公司网站（www.china-easun.com）向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

提出宝贵意见。

http://www.china-ea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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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图 1 公司厂区图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EASUN”）于 2007 年注册，地处宁波慈溪市经

济开发区长池路 739 号， 公司打造国际品牌，力争成为国际前例的气动元件制造商，“创新、

务实、求精”是亿日科技的企业精神。

亿日科技已成为中国大的气动元件制造商之一，专业生产气源处理器、气动电磁阀、气缸、

快速接头、调速阀、消声器、气枪、PU 管等气动元件、辅件及各类电磁线圈家电配套电磁泵的

高科技型企业，引进欧洲、日本等多台先进设备，拥有加工中心、高精度电加工、CNC 自动车、

数控车、注塑、冲压、压铸、表面处理流水线等各类设备 500 余台。

亿日科技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与 ISO/TS16949 体系认证，亿日品牌有五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经注册获批准。多种产品自主创新，每年获批几十项国家专利，制定国家气动元件行

业标准，并在 09 年公司投入巨资建立国内气动产品检测中心。技术性能方面得到用户好评。

亿日科技现每年技改投资 250 多万美元。现已投资 1500 万美元。公司占地面积 70 亩，建

有现代化的标准厂房 5万余平方米，现有员工八百余人，大中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 30%，

采用计算机 ERP 管理系统，一流的员工培训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及生活后勤保障系统，一应俱

全。

主要业务/产品

核心产品

气压动力机械及元件；

插入式气动管接头（PC 系列）；

产品特点（PC系列）

1. 设计时已考虑拉伸载荷、爆破压 力和周期振动耐久性能，并进行失 效模式分析：使用有限
元分析软件 对弹性片和接头体结构强度和寿命 进行分析、优化。
2. 从原材料入手把控质量第一关， 选用优质材料，符合浙江制造“四 精”
定位。
3. 制造过程的
a. 为提高加工效率和尺寸精度，在 机加工过程中配备了自动化加工设 备完成零配件一次加工
成形。
b.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成品质量， 确保产品一致性，成品装配过程己 实现自动化。
c.为提高锥管螺纹一致性，螺纹加 工过程中螺纹规检测公差控制在一 个螺距以内。
d.为保证产品性能，零配件储存配 备有无尘仓库，装配前周转应防尘， 装配现场应配备无尘
车间和恒温恒 湿环境；为防止错装漏装关键工位 配备了自动检测功能。 .
4. 产品检验
本公司具备以下几类检测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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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金属材料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检 验。
b. 中性盐雾试验性能检验。
c.塑料、橡胶物理性能检验。
d.拉拉伸、连接力、拆卸力、2世漏 、耐压、爆破和周期振动耐久。

企业资信及专利

“EASUN”商标被评为“浙江省知名商标”

高新技术认定企业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标准制定突出贡献

国家级小巨人

拥有“科学技术成就登记证书”

近三年拥有专利总计 30 项，其中发明专利 2项，实用专利 27 项，外观设计专利 1项

生产能力

占地面积：43000 平方米，员工：800 余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30%，年生产能力：2.8

亿套；专业生产气源处理器、气动电磁阀、气缸、快速接头、调速阀、消声器、气枪、PU 管等

气动元件、辅件及各类电磁线圈家电配套电磁泵的高科技型企业，引进欧洲、日本、等多台先

进设备，拥有加工中心、高精度电加工、CNC 自动车、数控车、注塑、冲压、压铸、表面处理流

水线等各类设备 500 余台。

企业从事的细分领域及在细分领域的地位

1.1 主要业务领域

1.1.1 插入式气动管接头 PC 系列销售占比 29.08%，市场占有率 32.3%。1.设计时已考虑拉伸载

荷、爆破压力和周期振动耐久性能，并进行失效模式分析；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弹性片和接

头体结构强度和寿命进行分析、优化。2.从原材料入手把控质量第一关，选用优质材料，符合

浙江制造“四精”定位。3.制造过程的 a. 为提高加工效率和尺寸精度，在机加工过程中配备了

自动化加工设备完成零配件一次加工成形。b.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成品质量，确保产品一致性，

成品装配过程已实现自动化。c. 为提高锥管螺纹一致性，螺纹加工过程中螺纹规检测公差控制

在一个螺距以内。d. 为保证产品性能，零配件储存配备有无尘仓库，装配前周转应防尘,装配

现场应配备无尘车间和恒温恒湿环境；为防止错装漏装关键工位配备了自动检测功能。4.产品

检验本公司具备以下几类检测的能力：a.金属材料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检验。b.中性盐雾试验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2644849&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1269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7284&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12137&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8448564&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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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检验。c.塑料、橡胶物理性能检验。d.拉拉伸、连接力、拆卸力、泄漏、耐压、爆破和周

期振动耐久。

1.1.2 插入式气动管接头 PL 系列销售占比 26.1%，市场占有率 34.7%。1.设计时已考虑拉伸载荷、

爆破压力和周期振动耐久性能，并进行失效模式分析；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弹性片和接头体

结构强度和寿命进行分析、优化。2.从原材料入手把控质量第一关，选用优质材料，符合浙江

制造“四精”定位。3.制造过程的 a. 为提高加工效率和尺寸精度，在机加工过程中配备了自动

化加工设备完成零配件一次加工成形。b.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成品质量，确保产品一致性，成

品装配过程已实现自动化。c. 为提高锥管螺纹一致性，螺纹加工过程中螺纹规检测公差控制在

一个螺距以内。d. 为保证产品性能，零配件储存配备有无尘仓库，装配前周转应防尘,装配现

场应配备无尘车间和恒温恒湿环境；为防止错装漏装关键工位配备了自动检测功能。4.产品检

验本公司具备以下几类检测的能力：a.金属材料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检验。b.中性盐雾试验性

能检验。c.塑料、橡胶物理性能检验。d.拉拉伸、连接力、拆卸力、泄漏、耐压、爆破和周期

振动耐久。

1.1.3 插入式气动管接头 PE 系列销售占比 25.78%，市场占有率 22.9%。1.设计时已考虑拉伸载

荷、爆破压力和周期振动耐久性能，并进行失效模式分析；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弹性片和接

头体结构强度和寿命进行分析、优化。2.从原材料入手把控质量第一关，选用优质材料，符合

浙江制造“四精”定位。3.制造过程的 a. 为提高加工效率和尺寸精度，在机加工过程中配备了

自动化加工设备完成零配件一次加工成形。b.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成品质量，确保产品一致性，

成品装配过程已实现自动化。c. 为保证产品性能，零配件储存配备有无尘仓库，装配前周转应

防尘,装配现场应配备无尘车间和恒温恒湿环境；为防止错装漏装关键工位配备了自动检测功

能。4.产品检验本公司具备以下几类检测的能力：a.金属材料化学成分和物理性能检验。b.中

性盐雾试验性能检验。c.塑料、橡胶物理性能检验。d.拉拉伸、连接力、拆卸力、泄漏、耐压、

爆破和周期振动耐久。

1.2 经营规模和效益

亿日气动依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利润总额 2020 年较 2019 年增幅达 181%

幅度快速增长，截止 2020 年底，企业总资产 42084 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43%，银

行信用等级 AA。2018 年公司销售收入 22024 万元，实现利润 2370 万元；2018 年

公司销售收入 23138 万元，实现利润 2466 万元，2020 年公司销售收入 32485 万元，

实现利润 6934 万元；经营业绩表现良好。经营规模和各项经济指标排名行业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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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经济

2.1 战略方向

企业宗旨：打造国际品牌，力做行业巨人

企业理念：以顾客为中心，超越顾客期望，给顾客意外惊喜

企业作风：强化责任教育，规范塑造亿日

企业目标：追求零缺陷

根据国家《中国制造 2025》规划和相关新材料产业政策，

2.2 具体

维度 绩效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涉及的利益

相关方

财务

层面

营业额（万元） 32400 35800 40400 股东

利润（万元） 4860 5370 8080 股东

毛利率（%） 25 25 30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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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绩效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涉及的利益

相关方

客户

层面

市场占有率% 30% 35% 40% 股东

客户满意度% 92% 93% 94% 客户

内部

流程

综合成品率（%） 72.5% 73% 73.5% 客户

PPM值 950 900 900 客户

投产项目数（个） 1 1 1 客户

设备综合效率（OEE） 73% 73.5% 75% 客户

整体工厂效率（OPE） 92% 93%
94% 客户、股

东

全员劳动生产率（万元/
人）

68.5 82.4 95 股东

人力成本率（%） 6 5.2 4.6 股东

损失工时率（%） 0.035 0.03 0.025 股东

存货天数（天） 3.5 3.5 3 股东

A 级核心供应商比例

（%）
70% 70% 75% 供方

学习

与成长

员工薪酬增长率（%） 5% 5% 5% 员工

人员流动率（%） 3.5 3.5
3.5 员工、股

东

团队人数 850 860 1000 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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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 绩效指标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涉及的利益

相关方

员工满意度（%） 95 95 95 员工、股

东

社会

公益支持（万元） 8 10 15 社会

万元总产值综合能耗 0.06 0.050 0.045 社会

战略分目标

序号 战略内容 战略具体要求

1 品牌战略
通过打造技术先进性，产品专业化，体现差异化，提供品牌产品的
顾客满意度和忠诚度，提升公司的品牌知名度。争取获得浙江制造
品牌认证。提高NZSB产品在等国际一流客户的占有率。

2 技术创新
据行业发展的特点，确保技术领先，①最低拉伸载荷，爆破压力，
周期振动耐久性产品质量特性控制精度达到国际先进水平；②设
计时已考虑拉伸载荷、爆破压力和周期振动耐久性能，并进行失效
模式分析；使用有限元分析软件对弹性片和接头体结构强度和寿命
进行分析、优化。
③三年内获得产品专利达 30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

3

新型能力

①从原材料入手把控质量第一关，选用优质材料，符合浙江制造
“四精”定位。
②制造过程的
a. 为提高加工效率和尺寸精度，在机加工过程中配备了自动化加
工设备完成零配件一次加工成形。
b. 为避免人为因素影响成品质量，确保产品一致性，成品装配过
程已实现自动化。
c. 为提高锥管螺纹一致性，螺纹加工过程中螺纹规检测公差控制
在一个螺距以内。
d. 为保证产品性能，零配件储存配备有无尘仓库，装配前周转应
防尘,装配现场应配备无尘车间和恒温恒湿环境；为防止错装漏装
关键工位配备了自动检测功能。

4 产业协同
重要原材料是决定产品品质、交期、价格的关键，通过加强战略供
应商管理，整合供应链优势，强化产业协同。在3 年内优良供应
商达 90%

5 社会责任 慈善捐助，爱助夕阳，亲近自然、公益同行，合计支出共计17.5
万

2.3 市场地位

亿日气动是国内最早进入轴承行业的企业，连续多年市场占有率遥遥领先,2020

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34.7%，排名第二。

2.4 业务增长和新增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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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业务范围从目前的国内市场现已扩展到国外市场，“EASUN”品牌已为全球性

的品牌，建立了全球合作伙伴关系。

二、财务业绩

近三年公司财务表现稳健，由于处于技术转型期，公司总资产和主营业务收

入保持稳健增长势头，关键绩效指标结果如下：

序号 项目 单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全区同行

名次

1 资产总额 万元 32795 37163 42504

2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22024 23138 32485

3 对外投资总额 万元 1776 2484 2693

4 投资收益 万元 7.28 13.90 20.10

5 营业外收入 万元 9.94 26.10 268.10

6 利润总额 万元 2370 2466 6934

7 纳税总额 万元 2005.23 1870.63 1812.60

8 销售额 万元 38571 43449 45555

9 创汇总额 万美元 644 1151 1343

10 总资产贡献率 % 17.12 15.32 14.23

11 资产负债率 % 64.52 61.26 60.68

12 流动资产周转率 次 1.45 1.46 1.39

13 全员劳动生产率 万元/人 47.3 50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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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吨/万元 0.08 0.07 0.06

15
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年下降率
% 11% 12.5% 14%

16 产品销售率 % 111.7 111 108

17 新产品产值率 % 24% 27.8% 37.6%

三、社会责任

3.1 诚信守法

高层领导遵循“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管理理念，严格遵循《公司法》、

《经济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环保法》、《劳

动法》以及机械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员工法律知识培训，配合政府部门开

展普法教育活动，鼓励表彰员工的“正能量”，使诚信守法的作风深入公司全体

员工的意识和行为。公司合同主动违约率为零，从不拖欠银行贷款，逾期应收账

款降至合理范围，公司高层、中层领导都没有违法乱纪纪录，员工违法次数为零，

在顾客、用户、公众、社会中树立了良好的信用道德形象。

3.2 质量安全

为了履行产品与服务质量安全职责，公司专门成立品质部、安全生产管理小

组，总经理兼任组长。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首先，依据 ISO 9001、

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主动的自我完善与持续

改进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先后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等一系列质量管理文

件。生产过程严格遵守作业指导书要求，关键工序设立质控点严格把关，产品包

装储运严格遵守产品防护管理制度，并定期对产品进行审查和质量稽查。完善的

检测设备是合格产品的有力保证，公司从德国购置的光谱分析仪、从以色列购置

的罗米型材测量系统、二维影像仪、拉力试验机、金相显微镜、超声波探伤仪、

维氏硬度计等成套检测设备对入厂的原材料、过程产品及出厂产品进行系统而全

面检测，确保产品质量完全达到客户要求。

公司坚持“质量至上”的产品质量意识，不断对员工进行质量意识教育，举

办各种形式的质量讲座、质量知识测验等活动明确产品与工作质量要求。强调人

人重视质量，每一岗位都是监督点，并建立一支专职质量管控队伍深入一线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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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质量问题，发挥车间质量检验队伍分兵把守作用，通过落实责任制、提高检

测手段等必要措施，生产和研发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汽车轻量化铝合金型

材。

加强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管理。公司确立以优质产品满足客户，以优质服务赢

取市场的经营理念。为了加强企业内部各车间、部门的物资调拨，简化调拨的手

续，实现高效、有序的管理。为妥善处理好产品在销售后顾客的各种反映，收集

顾客的反馈信息，向顾客了解有关产品质量的意见，以取得顾客的持续满意。以

便及时向已发出反馈信息的客户回复。成立了销售部，制定了《顾客投诉管理程

序》、《顾客满意度调查管理程序》、《持续改进管理程序》等管理制度，采用

现场支持等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服务，以实现客户利益的最

大化、公司收益的持续性。公司为了更快更好地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明确了专人

负责制度，能使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传递，并得以解决。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在预防上下功夫。

使原料质量、生产工艺、规范操作、质量检验等影响质量安全的因素处于受控状

态，严格监督检查，定期进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分析攻关活动，确保隐患排查

到位、治理有效，加强物流过程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及经营安全。

3.3 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及社会责任方针、目标

项目 内容

质量方针 提供超乎客户期待的价值、制造业内领先的产品

环境、职业健康方针 为贡献一个舒适、安全的社会尽心尽力，关爱员工的健康

社会责任方针 诚实守信、优质保量；按时交付、保证服务。

社会责任目标
1、产品质量三包实施率 100%；2、产品投诉处理

率 100%。

3.4 员工权益

公司通过识别员工的需求，创造适宜安全的工作环境，维护员工的权益，使

员工享有安全的工作场所、合理的薪酬福利和平等的发展机会，并获得必要

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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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依法管理、创建舒适的工作环境

公司认真贯彻执行《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制定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目标管理制度》、《劳动防护用品管理制度》，对

特殊工种采取特殊防护，配置必须的劳保用品。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通过

安全知识培训、开展安全比赛，强化全员安全意识，降低事故发生率。针对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安全状况，各制定了详细的管理规定、操作规程及预案定期对

车间进行 6S 安全检查，并及时记录安全隐患。

3.4.2 公司参照 ISO 14001 标准的要求，对工作场所的环境因素进行识别，

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公司每年还举行多种活动，让员工参与安全环境改善工作。公司通过问卷调

查、座谈会、绩效面谈、离职面谈等方式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确定影响不同员

工权益、满意程度和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并为员工提供针对性、个性化的支持确

定关键影响因素，评估员工满意。为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公司总经理信箱、合

理化建议、员工面谈、离职面谈等渠道听取和采纳员工建议，通过分析、评估，

识别确定影响员工权益、满意度和积极性的关键因素。员工的满意度是一个追求

成功的企业应当重视的目标，员工是企业的内部客户，只有兼顾内外，企业才能

获得最终的成功。本公司的员工满意度一直处于较高水平。

影响对象 关键因素 可能影响

生产一线

操作工

物质精神汇报：薪酬福利、职业发展 工作积极性、满意度

工作环境：噪声、粉尘、气味、劳动保障等 身体健康、满意度

工作管理制度：工作时间、管理的公平性和亲和力 工作积极性、满意度

技术人员
物质精神回报：报酬等 工作积极性、人才流失

成长与发展：学有所用、发展空间、生活环境、培训等 未来发展、满意度

管理机制（工作时间等） 心理压力、满意度

管理人员
成长与发展：晋升、薪酬、培训等 工作积极性、满意度

企业文化（文化认同、办公条件、生活环境等） 工作情绪、满意度

发展远景：晋升、内外部职业发展等 未来发展、满意度

图表 3.4.2-1 影响员工满意关键因素识别

员工 个性化需要 个性化支持措施

生产人员

一线操作工

健康的需要 改善工作环境：对车间现场安装冷风机、空调等环保设备及通风

设备的大量投入，从2017年到2019年共计投入达 22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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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体员工实行定期体检，对从事职业危害岗位的员工还安排职

业病检测，对影响人员进行轮岗、换岗等，保障其劳动健康。

工作回报的需要
薪酬与绩效挂钩，充分调动工人来动积极性；对优秀员工进行物

质奖励；

学习成长的需要 通过内部师傅带徒弟、外部送培、岗位轮换、一人多岗等形式提高

员工的业务技能

管理类人员

技术类人员

工作报酬的需要 中层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享受岗位津贴

工作精神的需要 专题项目课题攻关；建立竞争激励机制，对晋级晋职与个人绩效挂

钩，并以先进表彰形式增强员工成就感
学习、发展空间需

要

帮助设计职业生涯，提供紧缺型、未来型培训，给内部人才充电

补课，同时给予岗位轮换等支持；与外部资源密切合作，定期选

送人员进修、培训

良好环境的需要 改善办公条件、生活区环境等

女性员工 工作环境
在三八节等假日慰问女性员工，行政部发放礼品，休假半天，同

时关注起生活状态；人力资源部定期对一线女性员工的工作强度

、工作环境关注，通过调动轮岗等措施维护其身心健康

80、90后员

工
成长与发展

80后、90后员工逐步成为公司发展的骨干力量，丰富工余生活，

共同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明确发展通道，开展专项培训，给予更

高工作目标，提高其业务技能和个体素质；安排联谊活动，解决

个人问题

外地员工 健康、安全、生活

需要

中晚餐补贴、安排员工宿舍；年底帮组外地员工购买车票或报销车

票，解决外地员工小孩子上学问题。

表 3.4.2-2 员工个性化需求、保障措施

3.4.3 关注员工的文体活动

公司十分重视员工的文化建设和健康。这主要体现在公司努力为员工创造舒

适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如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和车间；干净整洁的食堂，在食

堂餐厅还配备空调，员工活动室、阅览室、图书室；提供篮球场、乒乓球桌等休

闲娱乐场所等等。除了硬件保障之外，公司还通过诸如劳动技能竞赛、员工聚餐

和文娱活动等员工活动来调动员工的工作激情，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获得了员

工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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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贯坚持诚信共赢的经营理念，积极维护相关方利益。公司通过规范化运行、

精细化管理，以良好的企业经济效益回报股东；定期召开股东会，对公司重大决

策进行监督，定期审计重大项目，实现资产保值增值，保护股东权益。公司坚持

“以人为本”，定期召开员工代表座谈会，班组等活动及时了解员工的工作及生

活改善，解决员工所关心的问题；保障员工薪酬增长，持续为每天为员工提供就

餐补贴改善伙食；逐步降低一线员工劳动强度，员工奖惩公开透明，遏制不公；

对困难员工给予温暖和人性关怀，如发放困难补助，增强员工对公司认同感和归

属感。

公司始终坚持为客户提供满意产品和服务的理念，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供货

质量、供货周期等要求，确保客户权益；公司建立售后服务热线，对产品质量、

客户投诉等进行管理，制定了《客户投诉管理程序》，保障消费者权益。公司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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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履行与供方签订的各类购销合同，按时付款；对主要供应商在技术、管理等方

面给予扶持；与核心供货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长期紧密合作关系。

公司高层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化“企业公民”意识。公司总经理始终坚

持，在企业发展的同时，要积极反哺社会，为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是企

业的责任所在，也是企业价值的真正体现。作为当地利税大户，公司每年创造税

收超 1800 多万元，并带动周边关联产业发展；公司恪守道德规范，在环境保护、

能源消耗、安全生产等方面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并积极推动公益事业发展，切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

3.4.4 公司群众性质量管理活动坚持“广泛动员、全员参与”原则，以普通一

线员工为质量创新的“主力”，将项目立项、TPM、合理化建议、6S活动作为

公司全员质量活动的平台，通过合理化建议、项目立项攻关等活动激发员工参

与热情。公司提供各项活动所需的资源，并通过对活动成果评定、认可和激励

员工参与质量管理活动的积极性。

支持方面 支持措施

明确组织机构 品质部是公司质量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发动、促进、督促公司群众性

质量活动在公司的全面铺开。

提供竞赛平台 质量知识竞赛。

提供学习交流机会 不定期的分组讨论，参加提升培训；优秀人员还将送到国内其他优秀企业、

院校学习交流。

建立评定机制 由品质部组织每月一次评定，定级公布。

激励措施 合理化建议奖；采纳后依据改进绩效程度给予奖励。

3.5 公益支持

公司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真诚回报社会。总经理十分重视公益支持事业，

大力倡导并以身作则，公司领导也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坚持不懈的把公益事业

发展下去。公司配合企业的战略每年规划公益支持的费用和公益支持的方向。

年度 重点领域 内容 金额（万元）

2018 慈善 无偿献血 为员工补助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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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 “关爱”走进福利院 3

2019
慈善 无偿献血 为员工补助 1

慈善 为困难员工家庭捐款 5

2020
慈善 无偿献血 为员工补助 1.5

慈善 为困难员工家庭捐款 5

公益 “关爱”走进福利院 1.5

合计 17.5

3.6 社会荣誉

获 奖 名 称 颁 奖 部 门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说 明

高新技术认定企业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2018 年 11 月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3 年 10 月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2017 年 12 月

标准制定突出贡献单位
全国液压气动标准技术委员会 2019 年 7 月

国家级小巨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3 月

拥有“科学技术成就登记证书” 宁波市科学技术局 2020 年 1 月

四、安全环境责任

4.1 保护环境

公司产品及生产、运营过程对环境污染、社会风险不良影响较小，但公司仍

非常重视环境影响控制，严格贯彻国家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并实施了《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等制度和管理办法，每年组织签订安全管理目标责任书；建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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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预警机制和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每年定期开展消防演练、紧急集合演练活

动，实现环境和安卫目标；同时公司制定了节能管理制度，采用节能设备；制定

资源回收利用制度，对可利用资源进行回收利用。公司环境、安全、能源消耗等

测量指标、方法、控制过程见下表。

序号 项目 2017 2018 2019

1 环保指标达标率（%） 100 100 100

2 重大隐患整改率（%） 100 100 100

3 一般隐患整改率（%） 100 100 100

4 安全教育受训率（%） 100 100 100

5 火灾、爆炸事故（起） 0 0 0

6 安全生产事故数（起） 0 0 0

7 职业病和职业危害事故（起） 0 0 0

8 重大工伤事故（起） 0 0 0

四废排放情况表

检测项目 标准
实测

2017 2018 2019

噪音 ≦65dB 合格 合格 合格

废气

废气
硫酸雾≦30mg/m

3

合格 合格 合格

阳极氧化≦18.6mg/m
3

合格 合格 合格

烟尘 ≦200mg/m
3

合格 合格 合格

二氧化硫 ≦50mg/m
3

合格 合格 合格

氮氧化物 ≦150mg/m
3

合格 合格 合格

固废
注塑、机加
工过程产生
废渣、污泥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

001）及其修改单、危险废物鉴别标准（GB508

5.1~5085.3-2007）和《危险废物填埋污染

控制标准》中的有关规定

合格 合格 合格

废水

氧化车间废
水

《电镀污染物排放标准》(GB21900-2008)"

表3水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

合格 合格 合格

PH 6-9 合格 合格 合格

CODcr ≤500mg/L 合格 合格 合格

4.2 节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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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能源消耗及利用

公司能源消耗主要是用天然气用电，近三年来呈逐年下降趋势。

重点支持领域 2017 2018 2019

综合能耗（吨标煤/万元） 0.08 0.07 0.06

4.3 健康管理

4.3.1 公司每年对生产活动或服务过程中的全部危险因素进行辨识和评价，尤

其对不可容忍和重大安全风险因素进行识别，确定危险源的存在和性质，评价其

风险程度，并制订与风险程度相适应的应对措施。

为加强员工的安全保护，公司按时足量发放劳保用品，并对重点部位进行技

术改造和工艺改进，努力为员工创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公司对重大安全

隐患和重大危险品均制作识别卡、设立警示标志，告知员工。公司按国家规定，

定期为特殊工种进行职业病体检和防护，并采取轮岗制度，最大限度的保护员工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4.3.2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将健康安全防护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作为制定健康安全方针、

评价健康安全风险、拟定健康安全目标和指标的准则，并对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做出的承诺。

4.3.3 制订实施危险源管控的运行管理规定

公司在危险源管控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风险的范围、性质和活动时限性，也

考虑到工作场所的设施、设备和材料，以及考虑到风险评价的结果和控制的效果，

考虑到与风险评价和实施必要控制措施相关的适用法律法规义务。

公司制定的危险源管控管理规定，包括健康安全防护目标和管理方案，与员

工队伍的工作经验和所采取的风险控制行为、对工作区域、过程、装置、设备、

操作程序和工作组织的设计，及其人的能力和其他人的因素相适应。

当公司生产过程的活动、产品、服务发生变更或临时性变更时，或法律法规

及其他要求更新时, 公司及时组织危险源的重新辨识并重新进行风险评价, 确定

不可容许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并策划风险控制的措施，修改完善所制定的健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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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防护目标和管理方案以控制、降低或消除风险，确保重大职业健康安全风险得

到有效控制。

4.3.4 制定安全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公司在充分识别和确认危险源并进行风险评价的基础上，针对可能对企业造

成重大损失、对员工健康安全造成影响的潜在事故或偶发紧急情况，制定预防措

施和发生紧急情况时的安全应急预案，配置应急响应的设备及物质，并对这些措

施、应急预案和物质配置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演练，对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的

有效性进行评审。

公司目前已制订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对火灾、洪水、台风、断电等也均有

相应的应急措施，并每年举行消防演练和各种灾害应急演练。演习以后，公司组

织对相关预防措施和应急预案的有效性进行评审，必需时进行修订。

4.3.5 定期检测作业岗位有害因素

公司一直以来都把安全生产放在企业经营管理的第一位，不断完善安全环保

设施建设，并对环境安全实施指导和监控，同时对于车间环境中可能对员工造成

伤害的潜在因素如噪声等进行实时监控，确保员工日常作业安全。

公司还每年组织对所有员工进行体检，对员工的作业岗位的有害因素，如噪

声排放等，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现场职业卫生监测，防止职业病的发生。

具体如下表 4.3-1 风险控制岗位明细表

序号 危险源 危害说明
风险
级别

活动点/工序/部位 控制措施
备
注

1 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压力过
大

过劳、心理疾病 3 办公活动 B、D、E

2
未安装漏电保护器 触电伤害 3 办公活动 B、D、E、F

3 墨粉污染 有害物质中毒 3 文件复印 B、D

4 未配置灭火器 火灾漫延 3 办公生活区 B、E

5
变压器超负荷运行 火灾 3 办公区域过度用电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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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未使用防辐射保护屏 电磁辐射 3 电脑操作 B、D、E

7 湿地面未及时清理干净 摔伤 2 卫生清理 B、D、E、F

8

下班时间过晚、住宿点

偏僻、无人陪同

抢劫
2

加班 B、D、E、F

9 提取大量现金无人陪同 抢劫 3 财务 B、D、E

10 违章驾车 撞击、伤害 5 汽车驾驶 B、E、F

11 酒后驾车 交通伤害 5 汽车驾驶 B、D、E、F

12 车辆超载/未及时保养 车祸 5 汽车驾驶 B、E、F

13 用电设备漏电 触电伤害 3 生活办公用电 B、D、E

14 乱用电炉取暖 触电伤害 3 生活办公用电 B、D、E

15 私拉乱接电线 触电伤害 3 生活办公用电 B、D、E

16 灭火器失效 火灾 3 生活办公用电 B、D、E

17

长期使用后松动，不牢

固，造成人身受伤

人身伤害
3

人身伤害 B、E

18 桌子不牢固松动 人身伤害 3 人身伤害 B、E

19 玻璃破裂造成人员受伤 人身伤害 4 人身伤害 B、E、F

20 柜子摆放不规范松动 人身伤害 4 人身伤害 B、D、E、F

21 镜子安装不稳脱落 人身伤害 4 人身伤害 B、E、F

22 关门时不注意观察造成人
员碰伤

人身伤害 3 人身伤害 B、D、E

23 氟利昂淀漏使人中毒 中毒伤害 3 中毒伤害 B、D、E

24 漏电使人触电 触电伤害 3 触电伤害 B、D、E

25 空调主机脱落造成人员损
伤

人身伤害 3 人身伤害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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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长期使用进气道细菌繁殖

造成人员生病
疾病伤害 3 疾病伤害 B、D、E

27 农药使用不规范 中毒 3 中毒 B、D

28 修剪树枝未按规定登高 高处坠落 3 高处坠落 B、E

29 采购不达标素材 食物中毒 4 食堂（相关方） B、D、E、F

30 生熟食物未区分 食物中毒 5 食堂（相关方） B、D、E、F

31 过期食物食用 食物中毒 5 食堂（相关方） B、D、E、F

32 厨师有传染病 得传染病 5 食堂（相关方） B、D、E、F

33 煤气不正常使用 爆炸、烫伤 5 食堂（相关方） B、D、E、F

34 刀具使用不合理 割伤 2 食堂（相关方） B、D、E

35 气泵未按规定检修操作 机械伤害 4 空压机 B、D、E

36 压力表、安全阀未按要求检
定

爆炸 5 空压机
B、D、E、F

37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3 空压机 B、D、E

38 噪声超标 听力损伤 3 空压机 B、D、E

39 线路老化、破损 触电、火灾 3 办公用电 B、D、E

40 乱用电取暖 触电、火灾 4 办公用电 B、D、E

41 接地不良 触电 4 使用电器 B、D、E

42 未配带防防护用品 粉尘吸入 3 车间活动 B、D、E

43 未按要求佩带劳保用品 物体打击 3 现场巡视 B、D、E

44 检测设备接地不规范 触电 3 进料检验 B、D、E

45 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触电 3 进料检验 B、D、E

46 劳动防护用品失效 触电 3 进料检验 B、D、E

47 噪声超标 听力伤害 3 机床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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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未按规定佩带劳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机床 B、D、E

49 操作不规范 机械伤害/夹伤 3 机床 B、D、E

50 工作时间聊天开小差 机械伤害/夹伤 3 机床 B、D、E

51 员工疲劳操作 机械伤害/夹伤 3 机床 D、E

52 乱拉外接电源 触电/摔伤 3 机床 D、E

53 连线卡料 夹伤 3 机床 ABF

54 未按规定佩带劳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磨床 ABF

55 操作不规范 机械伤害/夹伤 4 磨床 B、D、E

56 工作时间聊天开小差 机械伤害/夹伤 3 磨床 B、D、E

57 员工疲劳操作 机械伤害/夹伤 4 磨床 B、D、E

58 皮肤直接与加工用油接触 皮肤过敏 3 磨床 D、E

59 不按规定方法处理铁屑 锐器划伤 4 磨床 D、E

60 梯子放置不当 高处坠落 2 加料作业 B、D、E

61
平台走道脚手架堆放物超
载

坍塌 3 加料作业 B、D、E、F

62 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设施
物体打击、高处

坠落 3 加料作业 A、B、E、F

63 未按规定佩带劳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总装/装配 B、D、E

64 操作不规范 机械伤害/夹伤 3 总装/装配 B、D、E

65 工作时间聊天开小差 机械伤害/夹伤 3 总装/装配 B、D、E

66 员工疲劳操作 机械伤害/夹伤 3 总装/装配 D、E

67 噪声超标 听力伤害 3 总装/装配 D、E

68 未按规范操作及未佩带劳
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总装/装配
B、D、E



24

69 使用未接地的电器 触电 3 总装/装配 B、D、E

70 未禁止现场烟火 引起火灾 3 总装/装配 B、D、E

71 废气吸入 人员伤害 3 总装/装配 B、D、E

72 未按规范操作及未佩带劳
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清洗区、生产加工区域
B、D、E

73 化学品挥发 化学品中毒 3 清洗区、生产加工区域 B、D、E

74 噪声超标 听力伤害 3 清洗区、生产加工区域 D、E

75
化学品遗漏 土壤、河流水污

染
3 清洗区、生产加工区域

B、D、E、F

76 易燃化学品的使用 火灾 3 清洗区、生产加工区域 B、D、E、F

77 未禁止现场烟火 引起火灾 2 设备维护 B、D、E

78 未按规范操作及未佩带劳
保用品

机械伤害 3
超声波清洗 B、D、E

79 化学品挥发 化学品中毒 3 超声波清洗 B、D、E

80 噪声超标 听力伤害 3 超声波清洗 B、D、E

81 易燃化学品的使用 火灾 3 超声波清洗 B、D、E

82 检测设备接地不规范 触电 3 最终检验 B、E、F

83 未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触电 3 最终检验 B、E、F

84 劳动防护用品失效 触电 3 最终检验 B、E、F

85 员工上防锈油皮肤过敏 皮肤过敏 3 最终检验 B、D、E、F

86 试验噪声 听力伤害 3
实验室试验 A、B、E、F

87 化学品废气、酒精挥发 火灾 2 实验室试验 B、D、E、F

88 实验室化学品泄露 火灾 2
实验室试验 B、D、E、F

89 电器事故火灾 燃烧、爆炸 3 工作场所外部 A、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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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相关方火灾事故 燃烧、爆炸 3 工作场所外部 B、D、E、F

91 相关方化学品爆炸事故 燃烧、爆炸 3 工作场所外部 B、D、E、F

92 未禁止现场烟火 引起火灾 2 相关方进入公司 B、D、E、F

93 化学品/叉车违章驾车

车辆超载/ 未及时保养

车祸
3

相关方进入公司 B、D、E、F

94 化学品/叉车违章驾车 撞击、伤害 3 相关方进入公司 B、D、E、F

95 无证行驶 撞击、伤害 3 相关方进入公司 B、D、E、F

96 材料吊起放置不当 高处坠落 2 材料搬运 B、D、E、F

97 吊带超载 坍塌 3 材料搬运 B、E

98 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设施
物体打击、高处

坠落 3 材料搬运 D、E

99 搬运物品过多、搬运方式不
合理

碰伤、扭伤 3 材料搬运 B、D、F

100 材料外漏 人员伤害 3 材料搬运 B、D

101 材料搬运不合理 物体打击、高处
坠落 3 材料搬运 B、E

102 设备材料工器具无防坠措
施

物体打击 3
配电管理 B、D、E

103 未使用绝缘器材带电接线 触电 4 配电管理 B、D、E

104 未设置开关箱 触电 4 配电管理 B、D、E、F

105 未设置分配电箱 触电 4 配电管理 B、D、E

106 保护接地或者接零线不到
位

触电 4
配电管理 B、D、E

107 现场人员未穿绝缘鞋 触电 4 配电管理 B、D、E

108 小动物咬断电线 火灾 4 配电管理 B、D、E

109 配件滑落 砸伤 3 热处理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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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高温 火灾伤害 3 热处理 B、D、E

111 高温处未设警示标志 灼伤 3 热处理 D、E

112 设备未可靠接地 触电 2 热处理 B、D、E、F

113 开关箱无保护接零 触电 3 热处理 B、D、E

114 甲醇使用 中毒 3 热处理 B、D、E

115 线路短接 火灾 3 热处理 B、D、E

116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热处理 B、D、E

117 未按照规定操作设备 机械伤害 3 热处理 B、D、E

118 接入电机的电线未使用防
爆电线

火灾 3
热处理 B、D、E

119 输送甲醇未使用防爆电机 火灾 3 热处理 B、D、E

120 高处修理设备 坠落摔伤 3 热处理 B、D、E、F

121 配件滑落 砸伤 3 设备维修 B、D、E、F

122 板手磨损 打滑磕碰伤 3 设备维修 B、D、E、F

123 煤油洗零件 火灾伤害 3 设备维修 B、E、F

124 高处修理设备 坠落摔伤 3 设备维修 B、D、E

125 开关箱无保护接零 触电 3 设备维修 B、D、E

126 线路短接 火灾 3 设备维修 B、D、E

127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设备维修 B、D、E

128 配件滑落 砸伤 3 设备维修 B、E、F

129 板手磨损 打滑磕碰伤 3 设备维修 B、E、F

130 煤油洗零件 火灾伤害 3 设备维修 B、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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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未按照规定操作设备 机械伤害 3 设备维修 B、D、E、F

132 未按规程操作 机械打击 2 设备维修 A、B、E、F

133 高处修理设备 坠落摔伤 3 设备维修 B、D、E、F

134 安全装置失灵 机械伤害 3 电瓶叉车 B、D、E

135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电瓶叉车 B、D、E

136 充电未打开通气孔 电瓶爆炸 4 电瓶叉车 B、D、E、F

137 叉车未按规定操作 机械伤害 4 电瓶叉车 A、B、E、F

138 车辆超载/未及时保养 车祸 3 材料及垃圾运输 B、D、E、F

139 违章驾车 撞击、伤害 3 材料及垃圾运输 B、D、E、F

140 未分类、有序堆放 倒塌、打伤 2 临时堆放 B、D、E、F

141 包装堆放不合理 倒塌、伤人 2 临时堆放 B、D、E、F

142 电器保护设置失效 触电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F

143 无良好接地 触电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F

144 安全装置失灵 机械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45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46 不执行操作规程 机械伤害 4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E

147 电梯故障停机 机械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48 超负荷使用 机械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49 失修带病作业 机械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F

150 安全附件未定期检验 机械伤害 3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51 载物未扣保险扣 机械伤害 4 设备操作/电梯操作 B、D、E

152 普通车床材料装夹不牢 材料飞出伤人 4 工装制作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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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未按规定要求佩戴防护目
镜

切屑飞溅伤人 3 工装制作 B、D、E

154 地面切屑未及时清理 脚面割伤 3 工装制作 B、D、E

155 地面切削液未清扫 滑倒摔伤 3 工装制作 B、D、E

156 机床开关受潮漏电 触电伤人 3 工装制作 B、D、E

157 机油撒地 摔伤 2 工装制作 B、D、E

158 重物搬运 滑落砸伤 2 工装制作 B、D、E

159 锉刀打滑 碰伤 3 工装制作 B、D、E

160 板手打滑 碰伤 4 工装制作 B、E、F

161 手砂轮漏电 触电伤害 4 工装制作 B、D、E、F

162 手锯条断裂 划伤 4 工装制作 B、E、F

163 气泵未按规定检修操作 机械伤害 4 空压机 B、D、E

164 压力表、安全阀未按要求检
定

爆炸 5
空压机 B、D、E、F

165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空压机 B、D、E

166 噪声超标 听力损伤 3 空压机 B、D、E

167 气泵未按规定检修操作 机械伤害 4 储气罐 B、D、E

168 压力表、安全阀未按要求检
定

爆炸 5
储气罐 B、D、E

169 无操作证 机械伤害 4 储气罐 B、D、E

170 未佩戴防护面具 粉尘病 3 钻孔 B、D、E

171 未设置消防双通道 烧伤 5
仓库化学品 D

172 未单独存放并远离火源 火灾/爆炸 5 仓库化学品 B、D、E

173 未设置消防器材 火灾无法控制 5
仓库化学品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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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搬运、储存化学品泄漏 污染土壤或水源 4 仓库化学品 A、F

175 消防器材失效 火灾无法控制 5
仓库化学品 B、D、E

176 处理问题时方式过激 吵架、打架 3 厂区行为规范 B、E

177 变压器超负荷运行 火灾 2 生产用电 B、D

178 短路 火灾 2 违规接电 D

179 架设电线时电线杆埋设不
规范

倒塌砸伤 3 临时架电 B、E

180 未使用绝缘工具 触电 3 检修办公电器 B、E

181 未按规程操作应急器材 灼伤 3 消防应急演练 B、D、E

182 无防暑降温措施 中暑 3 高温环境作业 BDE

183 使用无效降暑药品和器材 中暑 3 高温环境作业 BDE

184 临时建筑和塔吊未加固 倒塌 3 台风袭击 BDE

185 污水泄漏 污染河流 2 污水站 BDE

186 人员跌落 中毒 2 污水站 BDE

187 未及时疏通管道
污水溢出,

疾病传染
3

台风袭击 BDE

注：A—制定管理方案；B— 执行相关程序；C—增加检查次数；D—执行作业文件；E—监视和测量;F—
应急响应。

4.4 预防为主，制定各种应急预案

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各对安全生产管理每月进行

不少于两次检查评比，发现问题，及时要求责任单位进行整改，安全生产领导小

组进行跟踪验证。安全生产领导小组下设应急响应小分队，定期组织培训及演习，

并作演习效果评估，对演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提高员工应对生产中出现的

危险情况或紧急状况的能力，同时实施全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强化员工安卫

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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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隐患防患，公司制订了相应的应急预案《煤气管道泄漏应急预案》、《消

防应急救援预案》、《电梯应急救援预案》、《氟利昂泄漏应急预案》、《自然

灾害应急预案》、《废水处理应急预案》、《气管道泄漏应急预案》等，通过制

度化、标准化的风险管理，提升企业的安全生产经营。

4.5 公司自身工作环境要求

4.5.1 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和倡导诚信，强调诚信经营、诚信品质、诚信纳

税、诚信守法，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公司对客户诚信，以顾客为导向，

注重做好产品销售与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支持和肯定；公司对员工诚

信，在工作、生活等方面身体力行关爱员工，提高员工满意度。公司合同履约率

100%，确保与合作伙伴建立健康、规范的良好合作关系，打造信用企业。为确保

内部运行符合道德要求，公司制定了道德行为测量指标与方法。如下表：

类别 相关人员 主要监督项目 检测依据 主要监督部

门

对内

股东

董事会

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股
东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章程》、《公
司法》、《股东信
息披露要求》

股东会

监事会

中高层 违纪违法事件、重大经营活
动无违规 《劳动合同》 财务部

员工 不文明行为、工作态度、违
纪违法情况

《员工行为》、《

劳动合同》

财务部

对外

顾客
合同履约情况、产品准时交
货率、供货质量合同履约情
况、产品准时交货率、供货
质量

《产品质量法》

《销售合同》
业务部

供应商 及时付款率、合同履约率 《采购合同》 采购中心

4.4-1定期消防演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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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依法纳税、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三废排放达标率

《税法》、《环境保护
条例》 财务部

4.5.2 在质量控制方面

为了履行产品与服务质量安全职责，公司专门成立品质部、安全生产管理小

组，总经理兼任组长。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首先，依据 ISO 9001、

IATF16949《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和相关法律法规，建立了主动的自我完善与持续

改进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先后建立《不合格品控制程序》等一系列质量管理文

件。生产过程严格遵守作业指导书要求，关键工序设立质控点严格把关，产品包

装储运严格遵守产品防护管理制度，并定期对产品进行审查和质量稽查。完善的

检测设备是合格产品的有力保证，具体如下表，检测设备对入厂的原材料、过程

产品及出厂产品进行系统而全面检测，确保产品质量完全达到客户要求。

图表 4-8 先插入式气动管插头检测设备举例

工序 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设备能力 设备级别/精度 测量范围

检测
盐雾喷雾

试验机
AC-120B 盐雾测试

压力表（kgf/cm2）：

1.00±0.01；

喷雾量

（ml/80cm2/h）：

1.0~2.0；

压力桶温度（℃）：47

±1；

盐水桶温度（℃）：35

±1

中性/酸性/铜加速乙

酸盐

雾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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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式组

合冲击试

验机

XJC-25D
材料韧性

测试

摆锤预仰角（°）：±

0.01''；

摆锤力矩（Nm）：±

0.001~±0.01

简支梁：冲击速度

2.9m/s；

3.8m/s；冲击能量 0.5J，

1J，2J，4J，5J，7.5J，

15J，25J，50J；

悬臂梁：冲击速度

3.5m/s；

冲击能量 0.6J，1J，

2.75J，5.5J，11J，22J

金相显微

镜
4XC-TV

材料组织

测
0.002mm 10~125X

JC-1076耐

磨耗试验

机

JC-107 耐磨耗测试 ±1 水平方向

A20-339耐

磨耗试验

机

A20-339 耐磨耗测 ±0.5 仰角（0~45°）

电磁阀动

态性能测

试台

ZJSB-X
电磁阀可

靠性测
0.1ms 0.1~2000Hz

阀杆推力

测试
4V110-4V41 推力值测 ±2N（±0.25kgf） 0~300N（0~30k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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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破强度

试验
LX-8502

包装盒纸

强度
≤1%F.S

纸板：250~5600KPa；

纸张：50~1600KPa。

JPL-50KN

电子万能

试验机

气动泄漏测

试仪
/

一级

＜±0.5%

0~40000N

JPL-5000N

电子万能

试验机

JPL-5000N
压力、拉力

测试

一级

＜±0.5%

0~40000N

气动泄漏

测试仪
/

密封性测

试

气压精度：0.1bar； 泄

漏 精 度 ：FS＞

5ml/min：±0.5%Rd±

0.1%FS；FS 3-

5ml/min：±1%FS；FS＜

3ml/min：±2%FS

气压范围：0~10bar；

泄漏范围

0.03~5ml/min，

0.1~18lm/min，

0.25~45l/h

电子天平 ALH-3（C） 重量测试 ±1g 0~3000g

电子天平 WTB 5003 重量测试 ±0.01g 0~300g

电导率检

测仪

DDS-11A（18
液体电导

率测试

1.5 级

1.5%（FS）
（0.00~100.0）mS/cm

PH 值测试

仪

PHS-3E
液体酸碱

值测试

0.1 级

±0.1
0~14

精密数显

压力表

/
流量值测

试
0.4%FS 0~1.6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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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温湿

热交变试

验箱

GDW/JB-025

0

环境模拟

测试

温度：高温时≤±0.5

℃，低温时≤±1.0℃；湿

度：+2/-3%r.h.

温度范围：0℃、-20℃、

-40℃、-60℃、-70~+100

℃（150℃）；

湿度范围：30%（45%）

~98%r.h.

DWC 三箱

式 温度冲

击试验箱

DWC01
环境模拟

测试
±2℃

高温室温度范围：

+60~+160℃；

低温室温度范围：

-60~0℃；

风冷疝灯

耐气候试

验箱

SN-010
环境模拟

测试

温度：±2℃ 湿度

+2%~-3%

温度范围：

Rt+10~70℃； 湿度范

围：45~95%RH

低温试验

箱

HWD501
环境模拟

测试
±2℃ 0~-50℃

沙尘试验

箱

SC-500
环境模拟

测试
±2℃ Rt+10～50℃

高温电阻

炉

SX2-15-12
环境模拟

测试
±1℃ Rt10~1200℃

高温试验

箱

UGW-70
环境模拟

测试
±2℃ Rt+10~300℃

氮气罐 /
爆破、耐压

测试
0.05MPa 0~10MPa

电动振动

台

DCS-000-6-0

4

环境模拟

测试
0-5mmp-p

垂直：5-5000Hz，≤ 5kg；

水平：5-2000Hz，≤6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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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精密减压阀先进测量设备举例

电磁阀性

能测试仪

/
寿命老化

测试

气压：±0.1bar 时间：±

0.1ms

测试次数：

0~1000000000 次；

测试频率：0.1~500Hz

蝶阀测试

台

/
蝶阀流量

测试
±0.02 0~1MPa

ISO流量压

力测试台

0-5000L
流量压力

测试
±0.01 0~1MPa

玻璃转子

流量计

LZB-80 流量测试 ±5 50~250 LPM

玻璃转子

流量计
LZB-40 流量测试 ±2 6~60 LPM

玻璃转子

流量计
LZB-15 流量测试 ±0.2 0.6~6 LPM

RoHS 2.0 LC-5800
4 项有害物

质测试
一级 DEHP/BBP/DBP/DIBP

RoHS 1.0 U-2200
6 项有害物

质测试
一级 Pb/Hg/Cr6+/PBB/PBDE

工序 设备名称 设备编号

检测 精密减压阀综合测试台 EST-03C-0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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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坚持“质量至上”的产品质量意识，不断对员工进行质量意识教育，举

办各种形式的质量讲座、质量知识测验等活动明确产品与工作质量要求。强调人

人重视质量，每一岗位都是监督点，并建立一支专职质量管控队伍深入一线解决

生产质量问题，发挥车间质量检验队伍分兵把守作用，通过落实责任制、提高检

测手段等必要措施，生产和研发出具有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汽车轻量化铝合金型

材。

加强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管理。公司确立以优质产品满足客户，以优质服务赢

取市场的经营理念。为了加强企业内部各车间、部门的物资调拨，简化调拨的手

续，实现高效、有序的管理。为妥善处理好产品在销售后顾客的各种反映，收集

顾客的反馈信息，向顾客了解有关产品质量的意见，以取得顾客的持续满意。以

便及时向已发出反馈信息的客户回复。成立了销售部，制定了《顾客服务管理程

序》、《顾客满意度调查管理程序》、《持续改进管理程序》等管理制度，采用

现场支持等服务手段，为客户提供不间断、全方位的服务，以实现客户利益的最

大化、公司收益的持续性。公司为了更快更好地解决产品质量问题，明确了专人

负责制度，能使信息在最短时间内得到传递，并得以解决。

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在预防上下功夫。

使原料质量、生产工艺、规范操作、质量检验等影响质量安全的因素处于受控状

态，严格监督检查，定期进行隐患排查治理，组织分析攻关活动，确保隐患排查

到位、治理有效，加强物流过程控制，保障产品质量及经营安全。

4.5.3 在能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方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按照国家和浙江省深入推进清结

生产工作的要求，2012 年宁波市清洁生产工作围绕实现“十二五”节能减排约束

性指标，推行节能减排与保护生态环境。浙江亿日 2018 年获得 ISO14000 环境体

系认证；

在“中国制造 2025”大背景下，亿日气动致力于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工艺自

动化提升和装备智能化技术改造。2011-2020 年公司总投资 0.6 亿元建设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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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实施推行信息化管理。公司在综合能耗方面获得了巨大的突破，使得公

司在节能环保工艺、装备的应用水平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引领行业向着节能降耗

的方向发展。

4.5.4 在安全生产方面

公司一贯遵循“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为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和确保员工的人身安全，公司通过制订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财产安全。

同时，从培养员工安全意识、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入手，针对不同岗位的安全特点，

采取岗位安全培训、配备劳动保护用品等安全防范措施，确保所有员工掌握岗位

需求的安全知识和技能，以保证职工的人身安全。公司同时为全体员工缴纳五险。

特别要指出的是，公司通过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全员安全培训与

全员安全考核等一套体制激发员工自发地参与到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建设中来，同

时公司广泛开展的 5S 活动，通过这些员工自身深入参与的活动，来创造更深入

人心的安全文化。

成长和发展对员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公司先后建立了一套有效的培训机制，

并指导员工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确保每位员工获得成长。为每位员工发放丰厚的

年中和年终奖励。同时为了激励员工和让员工谋取更大的福利，公司让员工参与

公司的改善活动，让每位员工集思广益，与公司共同成长共同发展。

五、回报社会，参与公益

在企业发展的同时，时刻牢记奉献社会，造福一方，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爱心回报社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将“慈善捐助，爱助夕阳，亲近自然、

公益同行”等三个领域确定为公益事业支持重点。如公司给宁波协会预防肿瘤基

金会捐款；给敬老院、残疾人福利院等捐款捐物，节日为周边村镇的老人送去节

日礼品；捐赠资金投入人力积极参与环境保护，近三年来公司用于公益事业的支

出累计约 18 余万元。把企业发展与社会回报有效结合在一起，使亿日文化由企

业向社会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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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与员工双赢发展

公司注重公司与员工双赢，在公司稳步发展的同时，为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

环境、适宜的生活条件以及具有竞争性的薪酬福利。如下表

年份

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合理化建议数量(项) 3 7 11

QC 小组数量 1 4 7

员工总体满意度（%） 95 95 95

紧急事故演练次数(次) 1 2 2

工作环境改善次数（次） 3 11 13

公司在日常运作过程中，非常注重员工抱怨状况，出现员工抱怨，及时协调

相关部门了解情况并尽快处理，以消除员工的不满意程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过

程中，快乐学习，快乐工作，快乐生活。

另外，公司每年做一次全体的员工满意度调查，统计分析后形成报告，针对

性做改进。该工作逐年持续，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员工满意度逐年提升。

总而言之，社会责任是亿日公司的应尽的责任，是回报社会的最好方法，公

司将自始至终努力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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