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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公司出具的社会责任报告，是依据国家有关质量法律、法规等进行撰写。

报告中关于公司社会责任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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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性负责。 

 

 

 

 

 

 

 

浙江汉达机械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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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汉达机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布的

《社会责任报告》。本公司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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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达机械有限公司 。本报告描述了 2021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

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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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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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档形式在浙江汉达机械

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zjhanda.com/）向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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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简介 

浙江汉达机械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型企业。公司主要生产液

压阀、液压缸、液压系统等液压产品和多轴钻床及组合机床。汉达创立于 1999 年，位于浙江

省丽缙五金科技产业园区，占地 20 亩。公司旗下两大产品系列：“汉力达”液压产品和“达

人”多轴钻床及组合机床。液压产品包括液压缸、液压阀、液压系统，广泛应用于机械、工程、

冶金、农机等各大行业，可为客户提供完整的液压解决方案。机床产品包括多轴钻床、多轴攻

丝机、钻攻多用机等组合机床，多名高级工程师参与设计把关，可为客户提供合理高效的多孔

零部件加工方案。产品通过机床质量检验中心的检测，并已获得六十多项自主研发专利。 

在研发方面，公司设省级企业研究院，并和浙江科技学院建立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致力

于技术创新、新品研发。公司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中小型科技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

三级企业，承担了多项省级新产品的研发试制，其中公司自主研发的全自动超多轴联动钻攻系

统获得 2020年浙江省装备制造业重点领域首台（套）产品的认定。 

公司秉承着“立己达人，共创双赢”的理念，导入 ISO9001、ISO14001、ISO45001 和 6S

管理，购置国内外先进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并采用 ERP、PLM 等来管理订单、生产和库存，

力求质量、交期的双赢；丰富的行业应用经验，点到即通。 

汉达将不断提升核心竞争优势，通过技术创新、系统化管理为客户提供更高效的多孔零部

件生产及液压系统解决方案。达人立己、共创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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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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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主要公司主要生产液压阀、液压缸、液压系统等液压产品和多轴钻床及组合机床。

公司产品目前主要是以订单交付为主，除畅销国内之外,50%的产品远销美国、墨西哥、智利等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贯彻以原料稳定、工艺稳定、操作稳定

最终确保质量稳定的方针。公司拥有 20亩的高科技生产基地，拥有加工设备 186台，其中马

扎克，大畏等车铣复合中心 30台，具备月产 3万只油缸的产能。品质方面，公司通过 ISO9001

管理体系认证，具备完善的检测能力，包括三坐标测量仪，偏摆测量仪，洛氏硬度测量仪、齿

轮跳动仪、清洁度测量仪等，保障产品质量。在研发方面，汉达拥有省级企业研究院，并和浙

江科技学院联合成立产学研校企合作基地，致力于技术创新、新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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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工艺技术和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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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责任 

公司在注重企业运营的同时，尽可能兼顾各相关方的不同需求，将保护他们的权益视为自

身责任，并付诸于实际行动之中。作为多轴钻床和液压缸行业知名企业，公司切实履行了企业

社会责任，从社会、环境、经济和谐的大系统角度，审视社会责任和企业长远发展的关系，把

社会责任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和长期利益。 

一、战略方向 

公司将以科技创新为引导，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转型升级。持续进行创新技改，

保证产品先进性，提升产能，控制成本，关注产品品质的提升，适时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提出

更广阔方案应用，提高产品附加值及应用场景。每年投入不低于 4%的营业收入用于研发，保

证产品的技术含量在行业领先地位，赶超形创。在多轴钻床和液压缸领域侵占全领域，做到行

业专家。把汉达打造成一个国际知名品牌。 

二、财务业绩 

现公司拥有固定资产 3421万元，2021年实现销售收入 4494万元。现已规划实施转型升

级战略，打造国际高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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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责任 

一、诚信守法 

公司严格遵守各项法律法规，诚信经营、依法纳税、不断提高产品质量,注重保护相关方

利益，应遵守的法律法规包括一般法、质量类、行业与标准认证类等，见下表。 

主要法律法规环境 

项目 国家、行业标准 控制指标 现有控制措施 测量方法 

质量安全 

JB/T 10205—2010 《液压

缸》 

T/ZZB 1683—2020 《叉车用

液压缸》等 

过程产品、成品抽

检合格率 

公司质量管理严格遵守国

家法规和标准，实施并通

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不

断完善质量管理过程，并

从质量管理、质量检验与

试验、计量理化检测等多

方面控制产品质量 

品 保 部 根

据 检 验 标

准 进 行 检

验并记录 

能源节约

及综合利

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

法》 

公司内部的考核

指标有对单位产

能对电和燃气使

用的控制 

公司在产品设计和生产线

技术改造方面注重节能降

耗和能资源综合利用，主

要耗能设备采用最先进的

低能耗设备，广泛使用变

频技术和余热利用技术降

低能耗。 

根 据 每 月

的 产 能 计

算 单 位 产

品 的 用 电

及燃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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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国家、行业标准 控制指标 现有控制措施 测量方法 

环境保护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项目

厂界东侧、南侧昼间噪声监

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 4 类标准；

厂界西侧、北侧昼间噪声监

测值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

(GB12348-2008) 3 类标准；

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均符合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 表 2标

准限值； 

公司建立公司、车

间、班组的三级管

理网络，各部门进

行环境因素评价。

生产废水经沉淀

池絮凝沉淀处理

后与生活污水一

起经化粪池处理

后，纳入污水管

网，进入壶镇污水

处理厂处理后外

排环境，固体废弃

物根据国家相关

法规及标准进行

分类处理。选用高

效率、低噪声的设

备，经过专业机构

的环评，合理工厂

总图布置。 

根据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对法律法规进行动态的更

新和发布，并每年组织一

次法律法规的合规性评

价，以衡量法律法规的符

合性；引入清洁生产评价

体系和 ISO14001 环境管

理体系，组织集中式和滚

动式的内部审核管理，对

体系运行情况进行实时监

控，保持体系的有效性，

推动环保治理工作的持续

改进。 

委 托 外 部

有 资 质 单

位检测 

安全生产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浙江省燃气管理条

例》 

杜绝燃气泄漏事

故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

产的法律法规落实日常管

理，配置有专业的消防管

理人员和设备主管，并全

部通过消防部门验收。消

防管理人员均通过上级主

管部门组织的培训，具备

较好的业务能力。各特殊

岗位均有严格的安全操作

规程，所有操作人员均持

证上岗，确保生产经营工

作的安全运行 

内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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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国家、行业标准 控制指标 现有控制措施 测量方法 

公共卫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

生活垃圾管理办法》、《危

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

防治条例》等 

安全处置危险废

物，全面推动落实

垃圾分类，加强危

险废物收集管理，

100%安全转移处

置危险废物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入城市

污水管网，由城市污水厂

处理达标排放；依据《废

弃物管理程序》，建立废

弃物的分类、标识、收集

及处理程序，确保可回收

废弃物得到再生利用，危

险废弃物得到妥善处置，

避免废弃物对公共卫生造

成影响 

委 托 外 部

资 质 机 构

转移 

 

公司每年进行合规性评价，公司建立 GB/T 19001、GB/T 24001、GB/T 45001

等管理体系，充分地对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安全生产、环境控制、职业健康要

求、公司经营管理等进行了全面的法律法规要求的识别，并通过行业协会、网络、

书籍、杂质、报纸、新闻、客户等多途径进行了法律法规有效性的获取，收集了

行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劳动保护法律法规、环境保护、产品

质量、能源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等系列的法律法规 100 余项，识别获取充分有

效。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地方各项法律法规和标准，营造诚信守法

的经营氛围。 

 

二、质量安全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消

防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标准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作业指导书、检验规范等，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

平。公司运用LEC等方法对产品制造全过程进行风险识别、评价和明确控制措施，

形成了从研发、采购、生产、检测、包装、转运交付到客户服务等全过程质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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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保证体系。根据 GB/T 19001 的要求进行实施，加强日常维护工作，定期组织

内审、管理评审，以便及时发现管理中的不足并作出改善。目前在体系管理中，

各部门职责清晰、流程完善、质量目标得到了提升。 

三、员工权益 

公司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人力资源的管理理念，视员工为公司最为宝贵

的财富，为员工提供实现自我价值的平台，积极推进员工教育培训工作科学化、

规范化、制度化，每年开展新入员工、在职、技能职称的培训学习，并为员工创

造良好晋升环境。截止 2021 年 12月，公司现有员工 114 人，其中技术和管理人

员占比 25%以上。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汉达一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维护员工的

合法权益，始终努力为员工营造和谐、愉悦的工作氛围，为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

薪酬福利，并随着公司整体业绩的提升而联动提升；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

空间、周到的职业保护和专业高效的培训，使员工与公司成为利益、事业和命运

共同体。公司每逢元旦、春节、元宵节、生日等节日为员工发放礼品和红包。 

汉达通过职工满意度、合理化建议、投诉意见箱等方式识别员工需求，以影

响员工权益、满意程度和积极性的关键因素为依据，提供系统性管理政策、后勤

服务和福利，满足不同层级、不同类型员工的个性化需求。一系列别具特色的支

持与激励措施为汉达各级员工营造了和谐的工作氛围、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使他们积极进取，保持旺盛的工作热情，在汉达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四、公益支持 

汉达高层领导认为公司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来源于社会，企业取得的每一项

进步和成效都得益于各级领导的呵护和关心，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厚爱和支持。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14 

 

因此，自成立以来，汉达始终积极支持国家和地方的公益事业，鼓励和支持员工

开展青年志愿者活动及参与社区服务。 

五、社会荣誉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企业研究院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专精特新企业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符合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标准）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符合 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标准）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符合 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标准） 

 与浙江科技学院开展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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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安全环境责任 

 

一、环境保护 

公司所处于行业不属于高危险、重污染行业。自成立以来，公司仍一直十分

重视环境保护，坚持保护环境与发展企业同步走，实现“发展与环保双赢”，在

产品研发时，运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设计产品的性能、使用的材料、回收等环保

性要求。公司生产中所产生污染物较少，主要为噪声、废气和固体废弃物，不存

在重污染的情况。 

公司已按 GB/T 24001—2016 、GB/T45001-2020 标准建立环境和安全管理体

系，按照《环境运行控制程序》、《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程序》对公司环境和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绩效实施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进一步提升公司的“绿

色水平”。 

二、节约资源 

公司坚持技术革新，节能减排，力争把公司发展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程度。

公司通过环保宣传、技术创新、制定相关程序并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将节能环

保的意识深入到企业的日常运营与生产中。此外，公司还将节能环保等理念通过

宣传栏、横幅等形式进行宣传，为提升员工在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主动意识，

鼓励员工在工作和生活中养成自觉节约用电、用水、用纸、用油的习惯。公司通

过对打印、复印集合统一管理，纸张双面综合重复利用，墨盒、硒鼓以旧换新等，

节约了大量纸张、墨盒消耗，减少资源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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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健康与安全管理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各项安全法规、制度和标准。公司设有

职业健康安全事务代表，主要负责建立健全安全生产体系，制订安全操作规程，

完善安全责任机制，落实安全防护措施，保障操作员工人身和企业财产的安全。

在日常生产中，公司严格执行安全生产制度，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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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未来几年，公司将继续注重股东的资本增值和企业价值的提升，

实现公司的可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公司要以业务提升、管理升级为主

线，巩固提升，稳健发展，拓市场、抓现场、重科研、强内控，努力

打造技术领先、装备先进、管理科学、融资多元、极具品牌影响力的

高度务实、负责、诚信、受人尊敬的企业。 

公司将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加大安全生产投

入，提高职工的职业健康水平。 

公司将积极推进绿色环保发展，开创环保科技创新，加快新技术、

新技能、新设备的应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 

公司将继续大力建设人才队伍，改变人才结构，提升员工素质；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让企业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 

公司将继续认真履行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回报股东，

赢得市场肯定和客户信赖，促进企业与社会和谐、协调发展。 

 

 

浙江汉达机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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