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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报告主体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巨化股份”）。

报告时间范围

2012年1月1日起至2012年12月31日。

报告内容范围

总结巨化股份在2012年度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

股东、债权人、员工、客户、消费者、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承

担的责任情况。

报告审批

本报告经巨化股份董事会五届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报告发布形式

本报告以印刷版和网络版两种形式发布。网络版敬请登录上海证券交易

网站（www.sse.com.cn）和本公司网站（www.jhgf.com.cn）查阅。

报告解答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324004

电话：0086-570-3091758                0086-570-3091704

传真：0086-570-3091777

邮箱：zhuli@juhua.com.cn

mailto:zhuli@juhua.com.c


董事长致辞

企业因社会发展而生，更因社会

发展而存。1998年，巨化股份在

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的浪潮中应运而生，更在中国

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里，顺应社

会需求茁壮成长，发展成为当今

中国先进的氟化工制造业企业。

期间，虽然先后经历东南亚和全

球性金融危机，但巨化股份始终

保持良好盈利、稳步向前。这离

不开国家提供的良好发展环境，

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离

不开全体员工的创新进取。对此，

我代表巨化股份表示衷心的感谢！

常怀感恩之心，常为敬业之行，

常思责任之重。站在新起点，顺

应新时代，巨化股份将秉承敬天

爱人理念，勇于肩负起打造受人

尊重的企业的历史责任。我们不

仅要努力追求企业运行的效率和

效益，节约资源，创造社会财富，

更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促进

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要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为建

设美丽中国、和谐社会做出新的

贡献。

本报告是巨化股份继2010年首次

发布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的第三个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目的是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规范公司行为，

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发展机制，

促进公司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

欢迎您阅读本报告，并期待您留

下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3月7日



关于我们
公司概况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8年6月17日，简称“巨化股

份”，股票代码：600160。

公司以“创造财富，服务社会”

为宗旨，秉承巨化集团公司五

十余年来的创业精神，不断追

求卓越经营，现已发展成为中

国最大的氟化工、氯碱化工综

合配套的氟化工制造业基地。

公司总部基地位于中国浙江省

衢州市柯城区，距中国杭州市

巨化股份20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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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氟化工先进制造业基地

230 公里、中国上海市 420公里、

距衢州市中心 8公里。公司在浙

江省宁波市、兰溪市建有生产

基地。

公司股票为上证180指数、沪深

300指数、中证200指数、中证

700指数、中证800指数、央视

财经50指数样本股。



杜世源：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巨化

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中共

衢州市委常委。曾任衢州龙游县县

长、县委副书记、书记，衢州市副

市长，浙江省经贸委副主任，浙江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王峰涛：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巨

化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曾任巨化集团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许生来：现任本公司副董事长。曾

任本公司电化厂厂长，本公司董事、

总经理。

周黎旸：现任本公司董事、总经理，

巨化集团公司党委委员。曾任浙江

衢化氟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本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

李伯耿：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浙

江大学工学部主任、化学工程国家

重点实验室（浙江大学）主任。

巨化股份2012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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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管理团队

费忠新：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浙

江财经学院会计学教授。

帅新武：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杭

州岛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

华野景观绿化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

经理。曾任华立集团有限公司首席

运营官，华方医药集团副董事长兼

运营副总裁。

李根美：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浙

江浙经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浙江

省第十二届人大代表。

李 军：现任本公司董事，巨化集

团公司党委委员、人力资源部部长。

曾任巨化集团公司办公室副主任，

本公司证券部经理、董事会秘书、

董事。

汪利民：现任本公司董事，巨化集

团公司财务部部长。曾任本公司财

务负责人兼副总会计师。

童继红：现任本公司董事，巨化集

团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曾任本公

司发展部经理、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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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管理团队

喻旭春：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曾任本公司生产部经理。

吴宪钢：现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巨化集团公司董事、党委副书记、

工会主席。曾任巨化集团公司党委

宣传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

王笑明：现任本公司监事，巨化集

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何永红：现任本公司监事，本公司

电化厂党委书记、副厂长。曾任巨

化集团公司团委书记，本公司氟聚

厂党委书记。

王晓宇：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巨

化营销中心总经理。曾任巨化集团

公司安全环保部副部长、浙江衢化

氟化学有限公司总经理。

王绍勤：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曾

任宁波巨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巨化集团公司战略办公室副

主任。

周立昶：现任本公司财务负责人。

曾任巨化集团公司计划财务部部长

助理，巨化集团公司财务部副部长，

本公司监事。

刘云华：现任本公司董事会秘书。

曾任本公司证券部经理、证券事务

代表。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打造卓越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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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发展战略

抓住国内萤石资源整合及国际氟化工产业转移的历史性机遇，以科技

创新和结构调整为主要抓手，以走向资源地发展为重要补充，推进公

司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确立公司在国内氟化工领域的领导权、主动

权、控制权地位，跻身国际一流氟化工企业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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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们
企业文化

企业愿景

打造
受人尊重的企业

企业宗旨

创造财富
服务社会

企业使命

创建一流企业

企业价值观

敬天爱人
开放包容
尽职守信

企业精神

艰苦创业
企业利益
群众观点
与时俱进



关于我们
2012年社会责任指标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国家与社会

财政收入 当年上缴税费总额75441.85万元。

劳动就业 公司从职人员5553人，新增从职人员259人。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公司作为龙头企业，有力促进了衢州市氟硅新材料产业基地发展。

促进先进制造业 公司处国内氟化工行业领先地位。2012年，公司致力于产业转
型升级，大力发展新型含氟制冷剂、氟聚合物以及PVDC新型食
品包装材料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研发消耗臭氧潜能值（ODP）
为零、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低的消耗臭氧层物质（ODS）替
代品以及PVDC保鲜膜树脂、超高分子PTFE、ETFE和含氟涂料等
替代进口产品生产技术，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股东

公司政策 保护股东决策权、知情权、监督权，为股东创造价值。

规范运作 良好。

信息披露 及时披露临时公告、定期报告及相关文件53个，并保证了所披
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且符合及时性、公平性要求。

公司业绩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227.51万元，每股收益0.425元，
净资产收益率10.57 ％。

公益捐助 41万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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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社会责任指标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现金分红 现金分红44278.7万元，累计现金分红129307.7万元。

股东

债权人

偿债能力 资产负债率为11.94%，流动比率为3.46，速动比例为2.66。

债务偿还 无违约债务。

员工

劳动法规 严格执行。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 通过第三方审核。

劳动合同 签订率100％、及时续签率100％。

安全生产 杜绝了重大事故和人身伤亡事故，千人负伤率为0.07‰。

职业病发病率 无。

劳动报酬 员工工资总额为34896万元，比上年增长18 %。

保险 员工各类保险费用为12739.14 万元。

住房公积金 员工住房公积金为3329.68万元。

培训 教育员工培训教育的经费为316.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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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员工

劳动争议案件 无。

供应商

管理制度 供方评定制度、招投标制度。

供应商关系 合作共赢、稳定供需、共降成本、共创价值。

货款支付 无拖欠。

供应商起诉 无。

商业贿赂和腐败案件 无

客户

质量保证体系 通过第三方审核。

营销政策 以顾客需求为关注焦点，以品牌建设为支点，持续改进品质，延
伸服务，与顾客合作共赢，为顾客创造价值。

品牌战略 主要产品采用国际先进企业标准组织生产，氟化工产品系列、
有机氯产品系列、硫酸系列为浙江省名牌产品，烧碱、聚四氟
乙烯、三氯甲烷、HFC-134a 产品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知名品
牌产品，HCFC-22、HFC-134a 产品通过UL 认证。巨化牌商标为
中国驰名商标。

顾客满意度 8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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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社会责任指标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客户

商业贿赂和腐败案件 无。

产品质量查处 无。

产品质量赔偿 无

环境与节能减排

公司政策 坚持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环境立厂，遵章
守纪，全员参与，清洁生产，减污增效，持续发展”的环境方针。

环境保护管理体系 通过第三方审核。

环保投入 5236万元。

淘汰落后产能 淘汰二苯甲酮等落后产能。

综合能耗 实现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0.641 吨标煤（按现价），比 2011年上
升23.03%(主要原因：公司产量增加，按90不变价实现工业总产
值同比上年度增长23.44%，而产品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下降)。

环境污染事故 无。

“三废”排放 公司环保设施纳入生产运行管理，与生产装置同步运行，“三废”
排放符合有关要求，未发生重大环境问题和环境污染事故。

温室气体减排 公司CDM装置运行正常，核证减排量1066.75万吨CO2，约为300
多万辆汽车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一辆1.6L的汽车，一年行
驶1万公里，使用1000升汽油的碳排放量约为2.7吨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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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

社区

公司政策 与社区和谐相处，积极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加强员工职业
道德教育、社会公德、家庭美德教育，加强不稳定因素排查，
确保一方平安。

社区稳定 未发生员工违法刑事案件，未发生员工及其家属集体到政府
上访事件。



2012年末，公司从职人员5553人，新增从职人员259人。

2012年，公司向希望小学和慈善组织捐赠41万元。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社会效益——
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社会回报

2012年，公司上缴税费总额 75441.85  万元。

近三年公司上缴税费总额（万元）

34512.64

84702.84
75441.85

0

20000

40000

60000

80000

100000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公司经过近几年的转型升级和结

构调整，现已发展成为国内最大

的氟化工、氯碱化工综合配套的

氟化工制造业基地，已形成液氯、

氯仿、三氯乙烯、无水氢氟酸为

配套原料支撑的氟制冷剂、有机

氟单体、含氟聚合物、特色氯碱

材料等完整的产业链。作为龙头

企业，有力促进了衢州市氟硅新

材料产业基地发展。

社会效益——
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

公司处国内氟化工行业领先地位。

2012年，公司致力于产业转型升

级，大力发展新型含氟制冷剂、

氟聚合物以及PVDC新型食品包装

材料等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研

发消耗臭氧潜能值（ODP）为零、

全球变暖潜能值（GWP）低的消

耗臭氧层物质（ODS）替代品以

及PVDC保鲜膜树脂、超高分子

PTFE、ETFE和含氟涂料等替代进

口产品生产技术，促进国内产业

升级。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新兴产业引领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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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权益保护——依法经营、规范运作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氟化工先进制造业基
地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建立规范有效的治理机制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市公司

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制度规定，建

立健全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形成

了“三会（股东大会、董事会、监

事会）一层（经营层）”的科学决

策、有效执行、有力监督的运行机

制，保证公司依法经营、规范运作，

确保公司经营稳健，持续创效、持

续发展。

公司建立健全信息披露制度和投资

者管理制度，真实、准确、完整、

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接待投

资者来访，回答投资者的质询，向

投资者提供公司公开披露信息，确

保所有股东能平等地获得信息。及

时披露临时公告、定期报告及相关

文件53个，并保证了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

符合及时性、公平性要求。通过上

述措施，切实保障股东的决策权、

知情权、监督权。经《投资者报》

与香港管理专业协会联合评选，

公司2011年年度报告获得“中国

上市公司年报奖之优秀年报奖”。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股东权益保护——依法经营、规范运作

收益率10.57％。保持公司稳健发

展，经营业绩保持行业领先水平。

2012年，公司制定了《公司2012

年——2014年股东回报规划》，

实施积极的现金分红政策。实施

了每10股派发现金5元（含税）的

2011年度分红方案，共派发现金

红利44278.7万元，累计现金分红

129307.7万元。

近三年公司现金分红金额 （万元）

4454

15312

442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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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公司致力于以良好的业绩

回报股东。虽然出现产品价格较大

幅度下跌给公司带来巨大减利影响，

但公司上下迎难而上，以提升核心

竞争能力、打造一流氟化工企业为

目标，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主动

作为，积极化解不利影响，实现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227.51

万元，每股收益0.425元，净资产



公司奉行稳健、持续经营理念，

实施内部控制工作方案，严格

控制经营风险和偿债风险。公

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充分考

虑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严格按

照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履行债

务，及时向债权人通报与其债

权权益相关的重大信息，保护

债权人的长远利益和合法权益。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债权人权益保护——严格控制经营风险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以稳健经营保护债权人权益

2012年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11.94%，流动比率为3.46，速

动比例为2.66，确保公司债务

清偿能力。2012年，公司无违

约债务。



员工是企业的宝贵财富，是企业得

以生存发展的坚实基础和重要保障。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通过不断地改

善员工工作环境，提升员工职业技

能水平，为员工提供成长和发展的

机遇与平台，促进员工与企业的共

同进步。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员工权益保护——
让企业成为员工成长的舞台

员工情况

公司稳健经营、发展，为社会解决

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问题。截止

2012年12 月31日，公司从职人员

为5553人，新增从职人员259人。

员工专业结构

专业 人数 占员工总数比例（%）

生产人员 4262                77

营销人员 234                  4

技术人员 624                  11

财务人员 84                    2

管理人员 271                  5

其他人员 80                    1

合计 5553                100

员工受教育程度

学历 人数 占员工总数比例（%）

大专及以上 2610                48

大中专技校 796                  14

高中及以下 2147                38

合计 5553                100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员工权益保护——
让企业成为员工成长的舞台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成长的舞台

工作的员工给予特殊津贴和休养。公

司员工享有国家法律、法规和公司制

度规定的休息日、节假日、带薪年休

假和其他各类假期，以及员工加班和

假期工资待遇。公司建立健全员工社

会保险制度、住房公积金制度、补充

保险制度，依法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

员工健康

公司建立包括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在内的综合管理体系并有效运行，提

高装置本质安全，不断改善员工作业

环境，持续提高员工安全生产技能，

定期对员工体检，防范安全事故和职

业病发生。

员工权利

公司严格遵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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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保护员工的合法权益，

建立和完善包括薪酬体系、激励机制

等在内的用人制度，保障员工依法享

有劳动权利和履行劳动义务。公司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支持工会依法开展工作，保障员工依

法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利。

公司坚持按劳分配，建立工资正常增

长机制，对特殊环境（夜班、高温、

低压、可能产生有毒有害的环境）下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员工权益保护——
让企业成为员工成长的舞台

员工培训

公司高度重视培训工作，积极组织

开展多种形式的岗位培训、技能培

训、管理培训等，并鼓励和奖励员

工自我学习，帮助员工制定职业规

划，鼓励员工承担有挑战性的工作，

着力打造“学习型”的企业。

员工发展

公司鼓励员工专精所长，不同的职

务通道有相同和平等之晋升机会，

给员工个人发展以充分的空间。根

据工作性质的不同，建立员工管理、

技术和业务三个系列通道，使从事

不同岗位工作的员工均有可持续发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员工成长的舞台

展的职业生涯途径。

员工满意度提高

2012年，公司综合管理体系通过第

三方审核；公司员工劳动合同签订

率达100％、及时续签率100%；公

司杜绝了重大安全事故和人身伤亡

事故，千人负伤率为0.07‰，职业

病发病率为0；员工工资总额为

34896万元，工资增长18%；员工各

类保险费用为12739.14万元；员工

住房公积金为3329.68万元；员工培

训教育的经费为316.44 万元；无劳

动争议案件。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供应商权益保护——合作共赢

公司实行供方评定制度、招投标制度，公平对待供应商。本着合作共赢

原则，与供应商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共同降低交易成本，共创交易价

值。公司严格履行供应合同支付供应商货款，保证供应商的合法权益。

2012年，公司因为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确保了生产装置高负

荷生产。

2012年，公司无拖欠供应商货款而被供应商起诉之情况，商业贿赂案件

和腐败案件为0。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客户保护——用心感动客户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用心感动客户

公司以顾客需求为关注焦点，以品

牌建设为支点，持续改进品质，延

伸服务，与顾客合作共赢，为顾客

创造价值。

公司建立包括质量管理体系在内的

综合管理体系，主要产品采用国际

先进标准和先进企业标准组织生产。

氟化工产品系列、有机氯产品系列、

硫酸系列为浙江省名牌产品，烧碱、

聚四氟乙烯、三氯甲烷、HFC-134a 

产品为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知名品

牌产品，HCFC-22、HFC-134a 产品

通过UL 认证。巨化牌商标为中国驰

名商标。

公司实行全程信用管理，定期对客

户进行评定，并给予授信期限和信

用额度。

2012年，公司客户满意率82.54％，

商业贿赂案件和腐败案件为0，有

关部门质量查处为0，产品质量赔

偿为0；公司综合管理体系通过第

三方审核。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与环境和谐发展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2012年，公司以建设节约型社会，增

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有效履行

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的责任。

环境管理

公司始终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坚定

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环

境立厂，遵章守纪，全员参与，清洁

生产，减污增效，持续发展”的环境

方针，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

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企业

标准化综合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节约能源

加强技术创新，推行清洁生产，积极

采用新设备、新工艺、新技术、新材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创国际一流氟化工企业

料，推进以节能减排和环保技术进步

为主要目标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

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占用获

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公司环境保护工作立足于源头治理的

原则，结合《关于深入推进重点企业

清洁生产的通知》（环发[2010］54

号）等要求，组织开展了第二轮清洁

生产审核工作，节能减排方面取得明

显成效，分子公司浙江衢化氟化学有

限公司、电化厂、硫酸厂、有机氟厂、

氟聚厂、浙江巨圣氟化学有限公司分

别通过衢州市清洁生产审计验收。



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
与环境和谐发展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拥有两套HCFC—23CDM装置

CDM项目温室气体减排

公司为国内最早实施HFC-23 CDM项

目的氟化工企业。2012年，公司

CDM装置运行正常，核证减排量

1066.75万吨CO2，约为300多万辆汽

车的年二氧化碳排放量。

减排降污

针对化工行业的特点和国家环境保

护的新形势新任务，公司加大环保

投入和重点环境治理设施的改造，

2012年，结合“双学”对标活动，

公司环保投入 5236余万元，实施完

成了区域性生态化循环经济示范区

二期改造，启动三期改造项目，完

成了硫酸厂清污分流改造、浙江凯

圣氟化学有限公司应急事故系统建

设、460装置综合技改等5项重点环

境工程建设。加强产品结构调整，

淘汰高能耗高污染的二苯甲酮装置，

控制PVC 装置生产负荷，推进节能

减排。

公司环保设施纳入生产运行管理，

与生产装置同步运行，“三废”排

放符合有关要求，未发生重大环境

问题和环境污染事故。建有完善的

应急救援体系，按要求进行演练，

确保具备处置突发环境事件能力。



公司本着与社区和谐相处的原

则，积极维护社区安全与稳定。

公司除加强员工职业道德教育

外，积极推行社会公德、家庭

美德教育，加强不稳定因素排

查，确保一方平安。

社区责任——维护安全与稳定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创建和美企业

2012年，未发生员工违法刑事

案件，未发生员工及其家属集

体到政府上访事件。



展望未来

巨化股份2012年度
社会责任报告

站在新起点，顺应新时代，巨化股份将秉承敬天爱人理念，勇于肩负起

打造受人尊重的企业的历史责任。不仅要努力追求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

益，节约资源，创造社会财富，更要按照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促进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要求，认真履行社会责任，为建设美丽中国、

和谐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2012 年社会责任荣誉榜

2012年5月，中国上市公司市值

管理研究中心发布了“2012年度

中国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百佳榜”，

巨化股份以69.06总分的成绩名

列第18名，荣获“2012年度中国

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百佳”称号，

同时还荣获“2012年度中国上市

公司资本品牌百强”和“2012年

度中国上市公司资本品牌溢价百

强”称号。

入选上证 180
指数样本股

2012年6月，根据指数编制规则，

经指数专家委员会审议通过，上

2012年7月，由中央电视台财经

频道主持的“央视财经50指数

2012年度样本股发布仪式”在北

京举行，巨化股份在回报维度上

入选样本股。

海证券交易所与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调整上证 180 、上证 50 、上

证380 等指数的样本股，巨化股

份即2011年后继续入选上证 180

指数样本股。



2012 年社会责任荣誉榜

2011年度浙江省
优秀社会责任报告

2012年12月，浙江省经信委、省

国资委、浙江银监局、浙江证监

局联合召开2012年浙江省企业社

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巨化股份

2011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名列

省20家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报告之

列。

举行。经《投资者报》与香港管

理专业协会联合评选，公司2011

年年度报告名列主板第25名，获

得“中国上市公司年报奖之优秀

年报奖”。

2013年1月, 由《投资者报》与中

央电视台证券资讯频道联合举办

的第二届中国投资者大会暨中国

上市公司年报奖颁奖典礼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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