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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概况

平湖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月，地处嘉兴平湖市内，东临

世界开放性大都市上海，西接杭州，北向杭浦高速公路、沪杭铁路，南靠杭州湾，

公司注册资金 11459 万美元。

公司外方投资主体台湾荣成股份有限公司是台湾第一家通过 ISO14001 认证

的造纸企业，有先进的废水处理和废渣生产有机堆肥的生产工艺，已形成资源回

收再生利用和良性循环。

公司主导产品是 A级、S1 级、B1 级箱纸板和高强瓦楞原纸，现有职工 590

人(操作工为四班三轮)，其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30%，总资产 32 亿元，目前已形

成年生产能力 70 万吨的规模。公司有良好的技术开发力、市场开拓力和质量竞

争力，在浙江乃至华东地区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公司上下有强烈的环保意

识，2011 年通过清洁生产，2011 年节水 30 万吨，2011 年投资 2200 万元改善施

胶系统节约标准煤近 1.7 万吨/年，公司先后荣获荣获中国造纸协会 2011 年度中

国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2010 年度环境信用等级评价；浙江荣成评为蓝色（第

二级）

公司的企业文化为“做人要道德士气，做事要踏实彻底”

公司的经营理念为“诚信、沟通、改善、创新”。

公司将以良好的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一流的技术与管理，为所有业界客户

提供更好的服务！

公司是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全国轻工业

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全国轻工业信息化

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中国造纸协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颁发可循环

使用热能回收系统的研发“第三届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

奖”、中国造纸协会、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颁发 PM6 后段冷凝水改造项目.“第

三届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中国造纸协会团体会员、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会员单位、浙江省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五水共治明

星企业，纳税大户企业，平湖市十佳外资企业，嘉兴市外贸进出口明星企业、嘉

兴市外资（港澳台资）十大优秀企业、平湖人民市政府颁发“2019 年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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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企业”、独山港镇总工会颁发“2020 年度工会工作先进集体”是浙江省路

桥设备行业最大生产制造企业,被评为国家高新企业和区级隐形冠军。

公司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中心、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被认定为浙江

省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科技型企业。现已获得专利 32 项，其中发明专利 7项，

新型专利 25 项。公司通过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等方式，自主开发了“一种脱水装

置 ” “一种挺度复合纸及其制备方法”等 7个项目，累计实现了 7 项科技成

果转化。

公司秉承“科技创新，专家品质，彰显卓越”的品牌理念，重视质量控制，

严格运行质量/环境/职业健康管理体系，产品遍布全国 江浙沪等 多个省市区，

近三年质量损失率为 0。

未来，公司将继续秉承“变废为宝，绿色环保，打造行业一流品牌”的使命，

持之以恒推动企业改革攻坚、创新突破，向“全国一流的包装用纸设计生产商”

愿景进发。

二、核心价值观

讲究失效、完善管理、提升品质、增创效益、做行业的领导者。

价值观是企业表达其对所担负社会责任的一种公开承诺。荣成的价值观充分地体

现在社会责任上，关注员工发展，关注福利事业，关注环境保护。对荣成来说，

其存在价值在于，通过全体荣成人的共同努力，做包装行业的领导者，通过对产

品质量的严格要求，成为其所有客户的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发展；荣成与员工

共荣辱，要使每个员工为自己是荣成一员而自豪；荣成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

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自己的奉献。

三、核心文化

企业使命：“以推进行业绿色进程为己任，引领造纸行业一流品牌”；公

司竭诚服务于行业建设，致力于通过对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各环节的

严格把控，确保提供最优质最环保的产品。通过积极推进管理创新，

为打造“平湖荣成”品牌不懈努力。

企业愿景：“全国一流的包装用纸设计生产商”全国一流：以跻身全国包装行业

省内第一、全国前五为目标，打造“平湖荣成”品牌。

包装用纸设计制造商：从事各类包装用纸的设计、生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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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价值观：做行业领导者、产品精益求精。

价值观是企业表达其对所担负社会责任的一种公开承诺。荣成的价值观充分地体

现在社会责任上，关注员工发展，关注福利事业，关注环境保护。对荣成来说，

其存在价值在于，通过全体荣成人的共同努力，做包装行业的领导者，通过对产

品质量的严格要求，成为其所有客户的朋友，互利互惠，合作发展；荣成与员工

共荣辱，要使每个员工为自己是荣成一员而自豪；荣成要为国家的繁荣富强，社

会的和谐稳定作出自己的奉献。

企业精神：做人要道德士气，做事要踏实彻底。

文化是当员工没有主管的监看时，员工做事的真实态度及方法。

把每天做的事用价值流程来分析，我们了解到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做浪费白费

的动作，而只有少部分的时间是做有价值的工作；

员工要如何能消除这些浪费白费 ？ 靠的是全员做人要道德士气；

而有价值的工作要如何能一次做好做对 ？ 靠的是全员做事要踏实彻底。

做人要道德士气，就是当我们面对问题时要能做到正面思考，能正面思考的

人就能勇于面对浮现的问题，在解决问题中得到更多学习成长，这样不断的解决

问题中同时强化了指摘浪费白费的能力。

做事要踏实彻底，就是要能做到不纳入不良、不制造不良、不流出不良的

质量三不做事要有前准备、有计划、有标准、有精度、有时效，事后必定留下纪

录以便统计分析改善，工作中就是不断的要求自我及团队一次做好做对，这同时

也强化了改善能力。

主管最大的浪费就是用了做人没有道德士气及做事不踏实彻底的人，这种

人当面对问题时大多以负面思考 ，无法接受指摘也不相信革新，事情只是做

了而不求做好做对，一再重复犯错还要求别人 重视 他的苦劳，有的主管遇到

这样的员工也不给予指摘， 这两种人就是造成荣成最大浪费白费的源头。

职位越高者对荣成文化素养的要求越高， 所以身为各阶的主管们，都必须站到

台前来负起指摘、传道、解惑、达成目标的责任，协助每位员工能持续自我修练，

能做好实践研修—做人要道德士气、做事要踏实彻底的这两项功课，就能丰富自

我的职场人生。

经营理念：尊师重道 礼义廉耻

一、荣成的经营模式是受订生产的服务型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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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强化我们固守绩优成长客户的能力

二、尊师，先尊敬有形的老师，基础专业养成的学校老师，专业技术传承的企业

内部老师，专业技术导入的外部老师；再尊敬无形的老师，满足更高标准的高要

求客户，胜出合理或不合理的同业竞争，达成内部更高质量、更低成本、更高效

率的高精度管理要求。

重道，以绩优成长的客户为目标客户，持续配合客户解决发展新品所发生的

问题；藉由客户的需求推动荣成的技术不断精进，顺应客户产品的生命周期维持

技术及管理创新的节奏；反之如同肌肉不用就退化，水不流动就发臭。

三、礼义廉耻即 礼-有教养；义-重诚信；廉-公私分明；耻-知错能改

对外这是维系目标客户的四大支柱，荣成人与客户交往必须进退得体有礼；

诚信的前提下排除万难达成质量与交期；公私分明为公司争取最大利益而非其他

不当利益；愈是多扛新任务愈是容易犯错，一旦有错要勇敢认错，再全力改善一

定要做到不重复犯错。

对内这是维系专业人才的四大支柱，企业核心的价值是这群专业人才，企业

所以能被人才吸引、留任、发挥所长，因为在日常营运管理中，团队一定会面临

各种内外部的挫折、困难、挑战、成就、荣耀；不论职位高低、不论年资长短，

我们都是有教养、重诚信、公私分明、知错能改的荣成人才。

四、经营企业者应持续修练经营理念，因为我们期望成为更好的专业人才及领导

人。

四、组织机构和治理系统

公司依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设立了分工明确、

符合行业生产特征的高效工作组织结构。具体见下表。

图 1 组织机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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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体系

公司建立绩效测量系统评价体系，每年根据战略调整和实际运营

状况，通过以下路径增减 KPI，并对各项指标值、测量方法进行调整

和优化，以保持绩效测量系统能紧跟业务需求和业务方向的变化。

每年度的战略研讨会；

卓越绩效自评、ISO9001 内外审核；

建立了一系列绩效激励制度：例如《绩效考核办法》、《科技创新奖

励办法》、《薪酬激励实施办法》等管理标准。

来自内部改进的推动力，设置了特别奖励、研发人员项目奖、合理化

建议奖、根据战略关联度、经营难度设置不同的激励系数等，有效的

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

六、员工基本情况

“平湖荣成”共有员工 800 人（本次设计高强度瓦楞芯（原）纸

员工 85人），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全方位培

训等形式，充分激励、发挥员工的智能和潜力，形成了职业素养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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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水平高、人员组成青年化的技术、营销、生产、管理四支人才队

伍。

高层关注员工意见和建议,公司高层领导通过内部沟通平台、合

理化建议、员工座谈会、聚餐、满意度调查报告等，了解员工意见和

建议，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

七、主要产品和服务

公司拥有高强度瓦楞芯（原）纸、箱板纸、纱管纸等 3 大类产

品。交付方式包括生产+销售+经销商等多种形式，主要物流方式为汽

运，产品以卷筒形式出厂，公司依据业主要求提供差异化服务。

表 1 产品明细表

产品类别 核心主打产品 应用细分领域 市场需求特点

高强度瓦楞芯

（原）纸
包装行业

纸箱生产企业

产品包装企业

瓦楞纸的设计>性价比>产

品的知名度/企业的背景

箱板纸 包装行业
纸箱生产企业

产品包装企业

设计能力>产品的安全可

靠 性>操控性>交期>价格

纱管纸
包装行业、纺织行业

等

纸管生产企

业

纺纱企业

设计能力>产品的

安全可靠 性>操控

性>交期>价格

销售渠道与交付方式

图 2 销售方式类别



平湖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第 7 页 共 13 页

八、主要技术设备设施

公司拥有房屋建筑物、通用制浆设备、制纸设备、运输工具等固

定资产，厂房及办公用房面积 1000 余亩，主要的生产设备有制浆成

套设备，造纸成套设备及废水处理设施等。

表 2 主要基础设施设备

设 施 配 置

制浆成套设备 1#链板机输送机、散包机除尘风机、散包机(22 X 4)、#2 链

板输送机、转鼓碎浆机减速机油泵电机、转鼓辅助电机、搅

拌器、卸料泵、PM7 卸料浆塔搅拌器、一段粗筛进浆泵、一

段粗筛、二段粗筛、康比筛供料槽搅拌器、康比筛进浆泵、

康比筛、一段除砂器进浆泵、二段除砂器进浆泵、三段除砂

器进浆泵、四段除砂器进浆泵、 一段精筛、二段精筛 、三

段精筛进浆泵、三段精筛、三段精筛渣槽搅拌器、三段细筛

尾渣泵、多盘浓缩机、多盘摇摆喷淋驱动电机、多盘螺旋输

送电机、中浓泵、中浓泵出口浓调电机、PM7 贮浆塔搅拌器、

#1 输送泵、#2 输送泵、去白水塔泵、低浓淘洗水泵、5Bar

清白水泵、12Bar 清白水泵、多盘稀释水泵、浊白水调浓水

泵、PM7 制浆白水塔搅拌器、散浆白水泵、细粒妹重渣分离

器、拦污机、#1 地坑水泵、#2 地坑水泵、地沟水塔搅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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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沟水泵、转鼓碎浆机减速机油泵

制纸成套设备 搅拌器、垫层浆输送泵、混合浆泵、调浓电机、搅拌器、成

浆泵、调浓电机、网前筛、二段筛浆泵、二段浆筛、尾渣泵(机

前渣浆泵）、稀释水筛、1 号风机、2 号风机、真空泵系统用

冷却塔、压榨白水过滤筛、真空温水过滤筛、克负泵、1#真

空消音槽水泵、2#真空消音槽水泵、压榨白水泵、低压超清

白水泵、中压清白水泵、(无速度给定)1#低压清水泵、2#低

压清水泵、化学品稀释清水泵、低压温水泵、(无速度给定)2#

高压温水泵、热水槽加热循环水泵、表胶加热循环水泵、表

胶用热水泵（淀粉稀释水泵）、中压超清白水泵、气罩热回

收泵、1#水针水泵(CRI3-36A-FGJ-I-E-H00E)、2#水针水泵

(CRI3-36A-FGJ-I-E-H00E)、1#高压超清水泵、2#高压超清水

泵、1#水封水泵、2#水封水泵、1#冷却水泵、2#冷却水泵、

1#回用温水泵、2#回用温水泵、地面清洗水泵、澄清白水过

滤筛、纸机冷却系统用冷却塔、调浓水泵、过滤机供水泵（纸

机剩余白水泵、机外冲浆槽消泡泵、多盘白水过滤机主电机、

螺旋输送驱动电机、摇摆喷淋驱动电机、超清白水泵、白水

过滤机喷水泵、清白水转移泵、浊白水泵、搅拌器、回收浆

泵、白水塔搅拌电机、造纸用补水泵、制浆用补水泵、损纸

白水泵、#1 伏辊损纸搅拌器、#2 伏辊损纸搅拌器、#1 压榨

损纸碎浆机、#2 压榨损纸碎浆机、#1 施胶损纸碎浆机、#2

施胶损纸碎浆机、#1 卷纸损纸碎浆机、#2 卷纸损纸碎浆机、

复卷损纸碎浆机、#1 伏辊损纸浆泵、#2 伏辊损纸浆泵、压榨

损纸浆泵、施胶损纸浆泵、卷纸损纸浆泵、复卷损纸浆泵、

损纸塔搅拌器、配浆用损纸浆泵、断纸用损纸浆泵、AKD 泵、

化学品系统搅拌电机、化学品系统附搅拌器、固体助留剂上

料泵、烧碱原液泵、混合泵、助滤剂上料泵、表胶供料泵#1、

表胶供料泵#3、底层上料筛、底层回流筛、面层上料筛、面

层回流筛、搅拌电机、#1 计量泵（一次蒸煮输送泵）、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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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区厂房是根据平湖荣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制纸高强度瓦楞芯

（原）纸产品生产特点设计，遵循安全、可靠、先进合理的原则，有

灭活备用泵、熟淀粉储存桶搅拌电机、液态助留剂二次稀释

水泵、AKD 转移泵、表胶助剂转移泵、尾渣收集槽出口泵、

振动筛、白水浆塔搅拌器、浆内硫酸铝、3#计量泵（底层供

料）、4#计量泵（面层供料）、#1 冷凝水泵、#2 冷凝水泵、

#3 冷凝水泵、#4 冷凝水泵、#5 冷凝水泵、#6 冷凝水泵、水

雾收集器排风、流浆箱排风风机、伏损池和白水池排风风机、

压榨部损纸碎浆机排风风机、引纸器送风风机、前烘#1 气罩

排风风机、前烘#1 真空辊排风风机、前烘#1 气罩送风及稳纸

器送风机、前烘#2 气罩排风风机、前烘#2 真空辊排风风机、

前烘#2 稳纸器送风风机、施胶部损纸碎浆机排风风机、空气

转向器送风风机、后烘气罩排风风机、后烘真空辊排风风机、

后烘稳纸器送风风机、后烘汽罩及吹风箱送风风机、卷纸机

损纸碎浆机排风风机、复卷机损纸碎浆机排风风机、汽罩门

提升电机、湿部侧墙送风、前烘传侧送风、后烘传侧送风、

复卷侧墙送风、前烘水针切刀、后烘水针切刀、横跨水刀移

动马达、三压毛毯张紧电机、一压下毛毯张紧电机 、吸移毛

毯张紧电机 、吸移毛毯角度张紧器、NO.1 烘缸#1 刮刀折动

电机、卷取皮带引纸马达、网部#1 油压泵、网部油压单元加

热器、湿部#1 油压泵、干部油质净化系统 1#循环泵、后烘润

滑油回油槽#1 循环泵、复卷#2 油压泵浦、成型网张紧棍、施

胶机计量棒（上辊）、施胶机计量棒（下辊）

传动设备 网部驱网辊(690V)、网部真空伏辊(690V)、网部回头辊

(690V)、一压下辊(690V)、中心辊 1(690V)、1 号烘缸(690V)、

一组真空缸(690V)、2 组真空缸 6 号(690V)、2 组烘缸传动

(690V)、前烘导辊传动(400V)、施胶导辊(400V)、卷取弧形

辊(400V)、卷取预轮辊(690V)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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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个出入口，位于厂区的四周，面向道路。厂区内包括 1 个生产厂

房，1 个办公楼和 1 个污水处理站。生产厂房为单层建筑，火灾危险

性定性为 A类，厂房占地面积 16万㎡，厂房各车间均设置员工休息

室。经评价，满足 GB50016《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火灾危险性要求。

公用工程及配套设施情况：生产生活用水由自来水公司市政配套

供给，厂区内实现雨污分流，设置有配电房，380V/220V 电源接入总

用电控制箱，分至各用电控制箱和设备使用，供电系统满足生产需求。

生产用压缩空气由空压机提供，并配置有空气储罐数个，满足生产需

要。

检测设备方面：根据产品特色，配置了电子天平，电脑测控抗张

试验机，纸与纸板吸水性测定仪，纸与纸板厚度仪，数显粘度计，鼓

风干燥箱等，能够开展横向环压指数，耐折度，定量偏差，吸水率，

横向耐折度质量检测等，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公司高层倡导“科技兴企”，通过持续创新，已形成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核心技术，现已累计获得发明专利 32项，实用

新型专利 25 项，发明专利 7 项。获得科技成果 24 项。

公司 2015 年获得省高新技术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和产学研等方

式，自主开发了“高强度瓦楞芯（原）纸”等个项目。

九、市场分布

公司对目标顾客群和市场细分进行定位，从“产品及应用领域、

顾客类型、销售区域、顾客重要性”等维度对市场进行了细分。

a）按产品及应用领域细分

公司拥有高强度瓦楞芯（原）纸、箱板纸、纱管纸三大系列产品，具

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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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方式

及所占比

例

当前客户 市场特征

芯纸
浙江盛华，嘉兴东恒，宁波百

峰

战略市场，持续发展高端市场，不

断扩大市场份额

面纸
浙江盛华，苏州兴华，昆山三

达

需求量稳定，市场占有率较高，稳

定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服务，满足

顾客需求，向新技术、新产品方面

开发推广

b）按顾客类型细分

公司高强度瓦楞芯（原）纸主要应用在纸箱领域，因此对应的客户以

纸箱生产企业为主。

c）按销售区域细分

国内市场：公司的营销网络遍及江浙沪等省，在多个省市均设有驻点，

配置了专业的行销人员等。

分类方式

及所占比

例

当前客户 市场特征

浙北、浙南
浙江盛华，嘉兴东恒，宁波百

峰

战略市场，持续发展高端市场，不

断扩大市场份额

客户类型 需求特性 市场特征
顾客定位及举

措

民企

1、安全； 2、可靠；

3、技术服务；4、质量；

5、价格； 6、交货期

1、市场潜力大；

2、有连续性。

1、战略合作；

2、培养忠诚度；

3、扩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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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北、苏东
浙江盛华，苏州兴华，昆山三

达

需求量稳定，市场占有率较高，稳

定产品质量，提高技术服务，满足

顾客需求，向新技术、新产品方面

开发推广。

d）按顾客重要性细分

公司以“签订合同金额、合作时间”为依据，将销售类型的客户

分为 A 类客户、 B 类客户和 C 类客户；其中，A 类客户中“拥有

特级资质、省级单位、签订合同额超过 2000 万”的大型纸箱单位被

认定为战略客户，公司与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公司市场信息收集的主要渠道、方式

市场细分 顾客类别 关系渠道 政策

顾客群

战略顾客

高层领导互访、技

术支持、函件、短

信、微信

售前、售中、售后全方位支持

优先订单，优先排产，优先交

付，免费技术支持，高层领导

接待

重点顾客
电话、技术支持、

函件、短信、微信

售中、售后全方位支持

优先订单，优先排产，中层领

导接待

一般顾客

网站、企业黄页、

电话、邮件、短信、

微信

按公司一般规定接待

十、利益相关方沟通与回应

表 3 相关方沟通方式与内容

相关方 沟通机制与形式 沟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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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交流会议

项目合作

日常管理

落实政府及监管机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

落实企业与申报项目、技改项目的合作

落实行业监管要求

客户 客户满意度调查

客户关系管理

VIP 客户维护、走访展销会

提升产品质量，提高售前、中、后的服务质量

改善服务，提升客户满意度

维护大客户为根本，延伸开发其他客户

行业信息对接，了解市场动态，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员工 职工代表大会

员工调查，投诉与反馈

培训

绩效管理

员工参与企业经营

员工权益保护

员工职业生涯发展

和谐工作环境与工作减压

投资者

经营业绩考核

日常管理

交流会议

资产保值增值

经营风险防范

社会责任对投资者、企业的要求

价值链伙

伴

日常沟通、评估与调查

工作会议与汇报

项目合作

合规性管理、检查和反馈

对于业务、工作流程意见和建议

业务拓展领域与潜在合作机会

同行业

行业组织

论坛、会议

工作组

交流合作

项目合作

公平和有序竞争

行业发展前景和潜在机会

技术开发，创新的共建共享

联合开发，创新的体验共享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交流与项目合作

公众

社区沟通

媒体沟通

公益活动

完善行业管理与沟通

提供完善救援

改善弱势人群生活水平

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

十一、股东及其他相关方利益的保护

股东利益的保护：根据国家《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股东

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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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

案，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对公司合并、分立、变

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等。

为有效保护股东利益，由董事会负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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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相关方利益的保护：在依法纳税、诚信经营的同时，公司

积极为社会提 供就业机会，承担社会责任，注重环境保护和降低能

源消耗。

十二、社会责任

企业与社会相互间存在着天然的责任联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行动，也是参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既是社会对企业发展的期望和要求，也是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和源泉。

多年来，平湖荣成在发展过程中，一直高度重视社会责任工作，

紧密围绕企业经营实际，把社会责任融入企业使命、价值观和发展愿

景之中，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全力做好自主品牌工作，公司在肩负起

节能、减排、清洁生产责任的同时，通过发展企业，让员工和社会分

享企业发展的成果，形成具有平湖荣成特色的社会责任观，从而较好

地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十三、社会认可

平湖荣成严格遵守《公司法》、《环境生产法》、《安全生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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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项法律法规要求。高层领导敬业爱岗、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形

成良好的遵德行为规范环境。并屡次获得政府、社会团体等相关方给

予的荣誉和表彰。

表 4 2014～2020 年获得的主要荣誉

名称 取得时间

造纸工业环境友好企业 2010-2011 年

全国轻工业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2012 年

“先进基层党组织” 2021/6/1

热电--2012 年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达标竞赛优胜班组 2012 年

生产制造--2012 年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达标竞赛优胜班

组

2012 年

废水--2012 年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达标竞赛优胜班组 2012 年

可循环使用热能回收系统的研发“第三届全国造纸行业节能

减排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

2015 年

PM6 后段冷凝水改造项目.“第三届全国造纸行业节能减排

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优秀奖”

2015 年

浙江省环境监测协会会员单位 2013 年

浙江省颁发“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2015 年

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企业 2014 年

嘉兴市外贸进出口明星企业 2008 年

中共嘉兴市委，嘉兴人民政府十大优秀企业 2017 年

平湖市企业研发中心 2013 年

“2015 年度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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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度统计工作先进单位” 2016 年

“2015 年度纳税大户” 2015 年

纳税大户 2012 年

2018 度纳税大户 2018 年

“2019 年度纳税贡献十佳企业” 2019 年

纳税贡献十佳企业 2019 年

中国造纸协会团体会员 2019 年

中国造纸协会副理事长 2019 年

平湖市十佳外资企业 2018 年

清洁生产审核验收合格企业 2018 年

绿色发展优秀企业 2019 年

“纳税贡献十佳企业” 2016 年

2017 度纳税贡献十佳企业 2017 年

度纳税贡献十强企业 2013 年

浙江省荣成绿色低碳造纸及智能制造研究院 2019 年

嘉兴市技术中心 2017 年

中国轻工业造纸行业十强企业 2018 年

“2020 年度工会工作先进集体” 2021/4/1

公司非常重视产品和服务创新，近年来成绩斐然。

表 5 2012～2020 年的部分科技成果清单

序号 名称 登记号 签发日期

1 一種牛皮箱板紙的製備方法 031127754 2003/1/25

2 一種造紙脫水裝置 2015104960315 2015/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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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種高挺度複合包裝紙及其製備方法 2015109726259 2015/12/23

4 一種紙機烘缸低壓群刮刀座 2013205254185 2013/8/27

5 一種廢紙漿渣回收裝置 2013205255099 2013/8/27

6 一種牛皮箱板紙配漿裝置 2013205255864 2013/8/27

7 一種造紙用幹網保潔裝置 2013205257747 2013/8/27

8 一種造紙用水冷卻系統 2013205261047 2013/8/27

9 一種掛麵箱板紙和瓦楞紙的聯合製造設備 2013205261193 2013/8/27

10 一種造紙助劑稀釋裝置 2013205261390 2013/8/27

11 一種箱板紙製造車間熱水供應裝置 2013205265368 2013/8/27

12 一種提升紙機成紙率的水刀切割裝置 2014206985318 2014/11/20

13 熱泵供熱的蒸汽冷凝水系統 2014206989164 2014/11/20

14 一種低濃除渣器 2014206990462 2014/11/20

15 碎漿機碎解機構 2016213892139 2016/12/16

16 紙張表面施膠機 2017204923630 2017/5/5

17 造紙製漿之廢渣的環保分類設備 2017205098293 2017/5/9

18 一種選擇性非催化還原所用噴氨系統 2017209765953 2017/8/7

19 一種落煤管播煤風裝置 2017209797672 2017/8/7

20 一種選擇性非催化還原所用噴槍裝置 2017209809665 2017/8/7

21 一種用於沼氣管道的排水裝置 2017209756738 2017/8/7

22 一種牛皮箱板紙濕部電位控制系統 2017213982426 2017/10/27

23 一种浆渣处理回用装置 201810467517X 2018/5/16

24 一种造纸业废水检测处理设备 2017106703517 2017/8/8

25 一种牛皮箱板纸纵向定量控制系统 2019223588247 2019/12/25

26 一种汽轮机调节级喷嘴结构 201922335832X 2019/12/23

27 一种用于水利散浆绞绳内废纸分离结构 2019222281424 2019/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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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一种用于厌氧反应器的厌氧污泥与钙化污泥的分

离系统

2019222636582 2019/12/17

29 一种改进厌氧污泥活性的改进系统 2019222449247 2019/12/13

30 一种汽水热回收系统 2019223371396 2019/12/23

31 一种用于水力碎浆机内的强力碎浆筛板装置 2018109543849 2018/8/21

32 一种造纸用联动循环打浆机 2018114364533 2018/11/28

十四、发展战略

公司根据战略规划与战略目标，结合产品特性与规模、设备设施

的现状进行宏观规划，有计划地投入来改善公司基础设施的总体结构，

提高公司基础设施的使用效果和技术状态，不断增强公司的生产能力，

保持强有力的发展后劲。

宏观经济形势给平湖荣成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国家“一

带一路”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的导向、国家固定资产和

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模的加大、国家对环境治理的加强、以信息技术

为代表的新技术的革命等，都为企业转变发展模式、实现快速发展创

造了良好的条件。平湖荣成要在充分发挥原有资源和能力优势的基础

上，进一步创新发展战略，调整优化产品结构和产业布局，提升公司

发展层次，增强核心竞争能力，努力实现倍速发展，早日跻身“全国

一流的包装用纸设计生产商”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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