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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或“公司”）

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结合本公司 2017 年社会责任情况编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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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2017年度公司

在经济责任、社会责任、环境责任等方面的理念、制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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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一）公司简介

杭锅集团是一家主要从事锅炉、压力容器、环保及新能源设备等产品的咨询、

研发、生产、销售、安装及其它工程服务的大型综合性集团企业。前身是杭州锅

炉厂，始建于 1955年，于 2011年 1 月 1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股票

简称"杭锅股份"，交易代码"002534"。

公司占地面积 56 万平方米，注册资本 7.39 亿元，现有员工 2000 余名，其

中专业技术人员 500 余名，是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国家 CAD 应用工程示范

企业、国家余热锅炉和水煤浆锅炉研究、开发和制造基地、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环保产业基地。公司技术中心被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秉着开拓"由制造型企业转化为制造与服务型并举企业、由国内销售企业转

型为国际化销售企业"的基本思路，公司通过集团化拓展，成立具有专业分工的

各类子公司，真正实现了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等多元化、大成套的一条龙服

务，成功地跨出了由单一的锅炉产品供货向 EPC、BOT、PPP 等多种模式总承包

工程的转变。

从 20世纪 70年代开始，杭锅集团致力于冶金、化工、建材、城建、联合循

环、电站等领域余热发电设备的开发、设计、制造，是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全

的余热锅炉研究、开发、制造基地之一。迄今为止共生产了 1800多台（套）节

能环保型余热锅炉，综合市场占有率 50%以上，成为中国余热发电的领军企业。

这些产品全部投运后年发电量超过 1300 亿度，超过了浙江省 2015年全社会用电

总量的 1/3。每年相当于减少了 4550 万吨标煤的燃烧、减少了 90万吨二氧化硫、

1040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处理了约 1300 万吨垃圾量，减少 2700 万立方米的

垃圾。此外，公司的电站锅炉、电站辅机等产品销量也位居行业前列。近几年，

杭锅在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上做出了不错的成绩。由杭锅参与研发、参股建设的光

热发电项目已在青海德令哈地区稳定运行超过 3年。

从 2002年至今，杭锅集团凭借雄厚的实力，公司在拓展国内市场的同时，

积极拓展海外市场，产品已远销美国、日本、泰国、印度、巴西等三十几个国家，

向国际化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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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略方向、战略规划和目标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杭锅集团应秉持创新发展的精神，不断精益求精、

革故鼎新。各部门之间全力配合，紧抓市场机会，提高杭锅市场竞争力和杭锅品

牌知名度。

愿景：打造中国最好的“大型节能环保发电设备供应商和余热利用整体解决

方案供应商。

使命：为客户创造价值、为社会节约资源、为人类改善环境。

二、重大事件

1、1 月 11 日，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琦泉集团、华融金融租赁欢聚杭锅，

共同探讨未来的合作模式，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2、2017 年，西子智慧产业园一期（雏鹰创业基地）运营平稳，已有 20 余

家科创企业入驻，部分企业快速成长壮大；西子智慧产业园二期建设顺利推进，

目前部分主楼已完成至 5 层楼面，预计 2019年 6 月底前全部建成；与此同时，

西子智慧产业园三期（改造）工作也已在规划中。

3、2017 年，公司在技术领域获得众多荣誉：2 月，公司被评为“浙江省信

用管理示范企业”；公司研发的“高温超高压带再热生物质锅炉”项目获得 2017

年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国内首台（套）的殊荣。6 月，杭锅集团再度荣获

“2016年度中国机械工业百强企业”称号；杭锅集团的 6 个项目荣获 2017年度

全国机械工业优秀质量管理小组活动成果一等奖，6 个项目分别是：管子车间装

配 QC小组《维美德黄岗碱回收炉省煤器组装工艺改进》和《维美德黄岗碱回收

炉过热器管片制造工艺攻关》、螺旋鳍片管焊接 QC 小组《开齿型不锈钢螺旋鳍

片管焊接工艺攻关》、容器高加 QC 小组《核电封头环缝内裂纹焊接质量攻关》、

联箱车间焊接 QC 小组《集箱小接管机械手焊接质量提高》、杭锅通用技术二处

盾构 QC 小组《盾构机卧式注浆罐密封装置结构创新》；12 月，公司荣获 2017

年浙江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百强、创新能力分领域十强荣誉。

4、2017年，杭锅集团在一些项目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亚洲首台、目前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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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等级的 9H燃气轮机组配套的高效余热锅炉已顺利进入试运行阶段。公司在

成功研发 10MW 关键热力设备的基础上，太阳能光热项目的 50MW、100MW配

套关键热力设备已研发完成，即将投入安装及运行。全新双介质导热油锅炉已研

发成功并投产。

5、2017年，在国内市场，公司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持续加大各领域产品的

研发力度和市场拓展，高参数煤气炉、生物质锅炉引领市场，成为公司中短期内

的主打产品；化纤、石化等行业项目的接连中标，实现了新的市场突破；青海德

令哈二期项目的续签，进一步巩固了公司光热发电的先发优势；公司继续加强与

战略客户合作，签订了十余套燃机余热炉项目，国内市场地位进一步提升。

6、在国际市场，公司与西门子公司首次合作，签署了西门子在中国的第一

个锅炉采购订单，开启了杭锅与西门子合作的新篇章；与 GE公司继续合作，成

功签订了孟加拉余热炉订单，海外市场的竞争优势与品牌价值得到了进一步的体

现。后续公司将继续加强与国内总包公司的合作，借船出海，进一步拓宽杭锅的

海外版图。

三、关爱员工

1、5 月 13 日上午，杭锅集团 2017 年“合力·聚变”划船比赛在西湖边举

行。最终，通用公司、容器高加车间、装配鳍片管车间、总经办、成品车间、工

业锅炉、探伤中心、技术部分别获得了比赛的前八名，由何伟校总经理为获奖队

伍颁奖，冠军队授予流动奖杯。

2、月到中秋分外明，一封家书寄深情。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为感谢所有

认真工作、无私奉献的员工，感恩无数个背后大力支持的家庭，杭锅集团举办了

“一封家书寄深情”活动，通过寄一份家书让家人之间可以说说心里话，聊表思

念之情。

3、2017年来，公司组织了大量的文化活动，迎春拔河、三八节活动、健康

登山等，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注重保护和关心广大职工身心健康，激

发广大职工的工作热情，充分体现了企业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文化精神。

4、2017年工会为在职职工投保重大疾病互助医疗险 7.59 万元，女职工特殊

疾病互助医疗险 0.41万元，在职职工住院互助医疗险 4.5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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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7 年启动“爱心救助基金”慰问重大疾病和困难职工 20 人次，金额

4.6万元；

6、2017年每月补助困难职工并给予补助金 4.62万元；其他对退休职工，生

病住院职工，死亡家属进行慰问，安排一线职工进行高温疗休养。

四、安全生产

1月，由于公司在 2016 年的安保和维稳工作中的突出表现，特别是在“G20”

峰会期间，保持了公司内部持续稳定，被杭州市公安局授予“杭州市经文保保卫

工作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陈伟鸣个人荣获“省公安厅三等奖章”。

2、3 月，公司开展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为主题的第 30 次“安全月”

活动，动员大会表彰了“2016年度安全生产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并就“安全

责任”签字承诺。3 月 16 日，为了宣贯安全意识，提升消防应急能力，丁桥厂

区顺利开展了全员性的消防安全演练。

3、6 月开始，公司根据不同工种，高温补贴及时到位，防暑降温药品和清

凉饮料也早早发放给一线员工。7 月 25 日，吴南平董事长、何伟校总经理、王

晓英副总经理、党委邵德春书记、工会王文君主席等党政工领导慰问了两地的车

间一线工人。

五、社会公益

（一）诚信守法

1、2017年 1 月 23日，公司获得“AAA 信用等级证书”和 “浙江省信用管

理示范企业”称号。

3 月 31 日上午，由杭州市总工会、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杭州文

化广播电视集团、江干区人民政府主办、西子联合冠名的《杭州工匠》栏目开播

仪式在杭锅集团丁桥厂区内举行。《杭州工匠》第一期就来到了有着 62年历史文

化积淀，工匠培育摇篮的杭锅集团，将镜头对准了杭锅的高级技师——葛小青，

采访了解葛师傅的日常工作，通过对行业揭秘、工匠技能、匠心放大来展现工匠

风采，让观众在了解工匠的同时加深对工匠精神的认识，还原真实的工匠，提高

工匠的社会地位，传播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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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月，杭州杭锅工业锅炉有限公司的“NGG 牌水泥窑余热锅炉”喜获“2016

年杭州市名牌产品“称号。

3、11月 13 日，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网站公示了“浙江省 2017 年第一

批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工业锅炉榜上有名，列居第 688 号，顺利通过了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4、12 月下旬，杭锅凭着优质的服务和产品，赢得了山东琦泉集团的高度认

可，成为其 2017年度“深度合作”战略供应商。

（二）环境安全

2017 年，杭锅顺利通过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外审，且已就审核中反应的不符合项及建议进行纠正与改进。通过现

场安全改进、全员安全培训、中高层隐患排查治理、日常检查及经责考核等措施，

提高了全员安全意识，加强工作环境安全性。

（三）节约资源

6月，公司开展了全厂性的“开源节流”活动，包括金点子征集、每周用能

检查、每天下班后用能检查、会议室使用检查、开源节流培训等，并进行活动评

比。根据既定的活动规则：共收到点子 58个，金点子 4 个、鼓励点子 8 个；共

评出先进部门 3 个，先进个人 6 人。8 月 11 日下午，公司召开了“开源节流”

活动表彰会，对整个开源节流月活动进行了总结，表彰先进。

（四）社会荣誉

表 1：2017 年公司获得荣誉（市级以上）

序号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接收日期

1 AAA 信用等级证书 杭州资信评估公司 2017.1.23

2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 2017.3.5

3
浙江名牌产品证书(NG 余

热)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7.3.22

4
2016 年度全市经文保保卫

工作先进集体
杭州市公安局 2017.4.5

5
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会

会员单位证书

杭州市高新技术企业协

会
2017.4.14

6 杭州锅炉压力容器技术协 杭州锅炉压力容器技术 2017.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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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团体会员证书 协会

7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会员证 中国电器工业协会 2017.4.14

8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与节

能协会常务理事单位锅炉

分会会长单位

浙江省特种设备安全与

节能协支
2017.5.9

9 中国机械工业百强证书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 2017.7.23

10
2016 年度浙江省高新技术

行业十强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协

会
2017.12.11

11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

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

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

能促进会
2017.12.21

12 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7.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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