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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报告目的

报告称谓

践绩效等内容与各利益相关方进行坦诚交流，系统回应

力石化”、“公司”或“我们”）及其二级控股子公司

本报告旨在就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理念、实
利益相关方期望和诉求。

时间范围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增加报告可
比性和完整性，部分内容超出上述范围。

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每年发布一次。

数据说明

本报告使用数据来源包括公司实际运行的原始数据、内
部统计数据、政府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公开数据等。本报
告的财务数据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为便于表述，报告中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
履行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责任信息，相关典型案例

来自公司所属企业。本次报告涉及二级控股子公司江苏

恒力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恒力化纤”）、原营口
康辉石化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康辉石化、康辉新材”）、江苏恒科新材料有
限公司（简称“恒科新材料”）、恒力石化（大连）化
工有限公司（简称“恒力化工”）、恒力石化（大连）
炼化有限公司（简称“恒力炼化”）、恒力石化 （惠州）
有限公司（简称“恒力石化（惠州）”）、恒力石化（大
连）有限公司（简称“恒力石化（大连）”）、江苏德
力化纤有限公司（简称“德力化纤”）。

编制标准

国际标准 ISO 26000:2010《社会责任指南》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GRI 可持续发展报告标准》
（GRI Standards）

中国国家标准 GB/T 36001-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中国企
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CASS-CSR 4.0）》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 编制指引》

报告形式

本报告电子版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公司官网（www.hengliinc.com）及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阅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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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安全发展、绿色发展理念
建设“内在优、外在美”的世
界一流园区

2021 年适逢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亦是“十四五”开启之年。新
的起点，恒力石化既要革新求“变”的进化，即要变思路，强化

学习意识，实现企业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要变方式，强化自主

创新，实现更高质量的主业发展；要强人才，以人才为核心，集
聚创新潜能；也要有“不变”的定力，即要重安全，强化责任心，

坚守底线思维；要重环保、环境，打造更多精致绿色花园工厂；
要抢先机、快速做好开局之年新项目建设。当然，不变的还有我
们产业报国的赤诚情怀，“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创业决心，
以及“滚石上山、爬坡过坎”的发展意志。变是为了顺应趋势，

迎接挑战；不变是为了永葆初心，坚守时代航道，在“变”与“不
变”之间，勇肩石化强国的重任。

在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交织叠加的背景下，恒力甘做苦干实干的
“老黄牛”，深耕主业，强势破局，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
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这一年，我们推进“双循环战略”，做精

实体经济，恒力化纤年产 20 万吨工业丝项目、康辉新材聚酯薄膜
项目与可降解塑料项目先后投产运营；恒力（惠州）产业园、恒
力炼化精细化工园一期项目、恒力（长三角）国际新材料产业基

地相继开工建设；年产 90 万吨 PBS 类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年

产 16 亿平方米锂电隔膜项目陆续签约落地，五大产业链业务布局

脉络初显；我们开展“颠覆式变革”，攻克行业短板，700 余项专
利技术涌现，多项技术行业一枝独秀；我们兼顾“绿色、智能”，

实现能效领跑，恒力身处石化行业，大型设备生生不息，却坚持把绿色环保、智能制造贯穿始终，
继恒力石化（大连）、恒力炼化和恒科新材料分别于 2017 年和 2020 年获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称号，恒力化纤于 2022 年初获评国家级“绿色工厂”称号，至此，公司旗下已有四家企业获评国

家级“绿色工厂”；我们常怀“感恩”与“责任”，永葆创业初心，恒力积极支持抗疫工作，继续
热心扶贫、助学、救灾以及其他公益项目。

基于国内外大环境，2022 年恒力明确提出“人才引领发展，创新成就未来”的发展路径，再启新程：
新的一年，我们要树立“人才为本”的人才观，实现人才引领，全企将积极营造识才、爱才、敬才

的工作环境，完善“聚、用、留、培”人才资源开发机制，建立以担当、能力、贡献为导向的培养
评价体系，为企业发展萃取绵绵不断的人才力量；我们将激活“效率为先”和“创新为王”的动力

源，实现双轮驱动，提倡务实、主动和智慧的工作方式，鼓励拼干劲、拼冲劲、拼决心的工作态度，
推崇抢先机、抢时间、抢效率的工作作风；致力于打造“学习型、创新型、科技型”民族企业；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鼓励员工创新，依靠“内动力”，实现科研量质齐升；另一方面加强与国内外高校、
科研院所和国际大企业合作研究，借助“外动力”，实现创新突围。

我们秉承“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方法论，逆势发展，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我们在战略上“致
广大”，即围绕国际、国内两大市场精耕细作，围绕五大主营板块及产业链做精做强；在战术上“尽
精微”，即继续强化“品质、成本、快速反应”三个经营要点。继续健全完善安全环保管理体系、

金融财务安全体系、人才建设体系、质量管理体系、大数据信息化体系、企业文化体系等六大体系
建设，以及在强化党建、惩处腐败和员工关怀方面下功夫。

“前程越广阔，就越需要开拓。”立足当下，恒力将精益求精，打造人才汇聚“新高地”，开创效

率“新局面”，实现研发量质“双突破”，安全生产显现“真功夫”，不负你我灼灼春华；展望未来，
恒力将继续心无旁骛，践行“高品质、低能耗、绿色化、智能化的高质量发展之路”，围绕产业深耕，
强化创新驱动，不负国家殷殷重托。凝心聚力，我们共赴山海，以期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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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管理

实质性议题分析

利益相关方参与

为使本报告能够更好地回应利益相关
方的期望，公司对实质性议题进行了
识别与评估，明确对于公司和利益相
关方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质性议题，在
报告中重点披露和回应。

公司治理
信息披露

投资者关系

能源综合利用
废气排放

实质性议题分析

管治议题

环境议题

废水排放

风险与合规
知识产权

固体废物处理
危险废物处理

社会议题
科技创新
客户服务
产品质量

供应链管理
行业合作

利益相关方识别
员工权益

员工

培训与发展
薪酬与福利
社区公益

投资人和股东

权益合规保障

完善的薪酬制度

政府及监管机构

风险管理

投资者关系管理

商业信息数据保护

内部控制

知识产权管理

排放物管理

公司信息披露情况

产品责任管理

内部控制

员工权益
反贪污

社区公益参与

供应商（服务提供商）

员工培训

研发创新

董事会组成与运作

风险管理
合规运营

供应链管理
互利共赢

合作伙伴

社区及公众

排放物管理

资源使用管理
反贪污

社区公益参与

建立畅通的投资者沟通渠道
合理化利润分配
机构考察
公文往来
政策执行
信息披露
遵守法规

技术讨论会
客服热线

反贪污

行业交流合作

路演

客户调研

行业交流合作

研发创新

信息披露

阳光采购

研发创新

供应链管理

股东大会

供应商交流与培训

行业交流合作

知识产权管理

员工活动

供应商评估

产品责任管理

客户

内网制度发布

内部线上沟通平台

丰富的员工活动

公司透明信息披露情况

沟通与回应

员工大会

畅通的晋升体系

监事会履职

反贪腐

期望与诉求

客户满意度调查
反贪污

知识产权管理

交流互访
行业论坛
合作研发
志愿服务
社区活动
交流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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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大事记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2021 年

恒力石化跃升至《财富》

2月

中国 500 强第 76 位。

恒 力 石 化 年 产 30 万 吨

PBS 类生物可降解塑料项

1月

7月

2021 年

7月

2021 年

9月

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

恒力（长三角）国际新材

第六批制造业单项冠军示

料产业基地项目隆重开

恒力石化再度上榜美国

范企业名单中，恒力石化

工。

《 化 学 与 工 程 新 闻》
(C&EN) 发布 2021 年全球

11 月

登榜。

化工企业 50 强名单，位
列第 15 位。

目正式签约。

恒力石化上榜 2020 年度
“中国上市企业市值 500
强”, 位列第 96 位。

2021 年

9月

恒力石化再度上榜美国

《化学周刊》发布最新“全
球化工公司十亿美元俱乐

部”排行榜，位列第 14 位。

2021 年

1月

恒 力 石 化 年 产 60 万 吨

PBS 生物可降解塑料项目
正式签约。

2021 年

4月

恒力石化参与捐赠的清华
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华
楼”落成投用。

2021 年

9月

恒力石化年产 45 万吨生
物可降解新材料项目隆重
开工。

2021 年

12 月

恒力石化与日本芝浦等签

署设备合同，正式启动年
产 16 亿平方米锂电隔膜
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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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公司总部位于中国苏州，横跨南北

于化工新材料的全产业链打造与稀

营业务涵盖至石油炼化、石化、芳烃、

口、惠州、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七

效率与创新构筑的动态护城河，向

年 11 月， 注 册 资 本 70.4 亿 元， 主

烯烃、PTA、乙二醇、民用丝、工业丝、
工程塑料、聚酯薄膜、可降解塑料

等高端化工原料与各类化工新材料

应用等生产消费需求的广泛领域。
公司现拥有全球标杆级的 2000 万吨
/ 年炼化一体化项目、500 万吨 / 年

现代煤化工装置、全球单体最大的
150 万吨 / 年乙烯项目和 5 套行业单
体最大合计 1160 万吨 / 年的 PTA 装

置四大产能集群，成功打通上游的
“卡脖子”业务环节，打破原料供

给瓶颈，构筑了“世界级化工型炼
厂 + 现代煤化工装置”集成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实现了“油煤化”深

产品品牌价值均处于国际行业前列。

工程配套，不论是单体装置规模、

合计总产能还是生产工艺，都处于
行业领先水平。公司走的是市场差
异化、技术高端化与装置规模化、

业务一体化并重的发展路径，具备
长期积累、摸索形成的市场、技术

联动创新机制，技术研发实力与新
品创新能力领先同行，旗下恒力化
纤、德力化纤、恒科新材料、康辉

新材四家公司均已通过“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认证。

进入“十四五”，恒力石化正充分

利用上游“油、煤、化”融合的“大

化工”平台支撑和下游“丝、膜、塑”
兼具的“新材料”研发积累，“完

善上游、强化下游”，持续推动基

监事会

恒力速度与恒力品质发展优势，持
续巩固“衣食住行用”的传统材料

消费市场，同时瞄准我国“新消费”
与“硬科技”交叉发展的战略性成

董事会办公室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董事会秘书

长机遇，不断做强、做细和做精下

审计委员会

董事会

提名委员会

董事长兼总经理

游的化工新材料业务板块。

内控与审计部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建世界一流企业，创国际知名品
牌”。恒力石化将继续秉承“匠人
营国”家国情怀，以创新为驱动，

专注于主业、着眼于细节，充分利

用上游持续赋能与下游多年积累，
“自上而下”发展下游化工新材料

的全产业链新市场，服务于国家先
进制造与消费升级，实现在核心技
术、制造工艺和规模优势下的颠覆
式突破与长远性发展的“二次成长
曲线”, 实现以实业发展推动国家进
步的“恒力梦”。

研发中心

定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竞争力和

为特点的优质高效产能结构与公用

秉承恒力“创新研发基因”，坚守

法律事务部

拥有员工超 3 万人，建有“国家认

化、工艺先进、绿色环保、配套齐备”

股东大会

出的完整原料资源与系统耦合优势，

行政人力部

料延伸”的体系化产业格局。公司

置大型化、产能规模化、结构一体

企业，恒力石化凭借上游平台化产

战略投资部

进而具备“大化工平台”和“新材

业链的上、中、下游都布局了以“装

经营提供了组织与治理保证。

财务部

工新材料领域拥有完善的产能布局，

恒力石化在聚酯与化工新材料全产

先的平台型化工新材料研发与制造

责权限，形成了科学有效的职责分工与制衡机制，为公司稳健、高效、持续

资产管理部

工程塑料和可降解新材料等下游化

平台型化工新材料研发与制造企业。

产业链纵深不断延伸。作为行业领

代企业治理制度，明确了公司“三会一层”在决策、执行、监督等方面的职

资金管理部

同时在差异化纤维、功能性薄膜、

大生产基地，立志成为世界一流的

缺产能完善，深挖技术、管理、成本、

公司目前已建立了以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为核心的现

财务管理中心

度融合的“大化工”战略支撑平台，

建有苏州、大连、南通、宿迁、营

公司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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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发展历程
2002

2007

2008

2010

2011

2012

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正式挂牌

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年产 20

公司生产的“恒远”牌涤纶纤维

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年产 20

公司“高品质熔体直纺超细旦涤

国家发改委联合科技部、财政部、

此项目的建成投产使企业向规模

补了国内高档有光丝生产领域的

品国产品牌销售第一名。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办的国家创新能力建设和国家信

成立，一期项目总投资 22 亿元，

万吨超亮光丝项目正式投产，填

化、集团化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

空白，并打开了一直被国外垄断

坚实的一步。

荣获 2007 年度全国市场同类商

万吨工业丝项目成功开车投产。

纶长丝关键技术开发”项目荣获
公司荣膺“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

的中高档有光丝市场。

新技术企业”。

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组织举
息化建设授牌表彰大会上，公司

被授予“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称号。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4

2013

“恒力石化”上榜 2020

“恒力石化”位列 2020

“恒力石化”获评中国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重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的工业丝品牌“超

国家统计局中国行业企

值 500 强”。

第 99 位。

成 为 MSCI 中 国 Ａ 股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

上海证券交易所。

牌产品”称号。

“第十七届全国市场销

年度“中国上市企业市

年《财富》中国 500 强

“恒力石化”首次上榜

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
(C&EN) 发布 2020 年全
球化工企业 50 强名单，
位列第 26 位。

社会责任贡献企业。

被纳入 MSCI 指数体系，

数新增成分股中市值最
高标的。

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在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获
得中国证监会通过。

2016 年重组上市，登陆

力特”荣获“江苏省名

业信息发布中心召开

量领先品牌发布会”，

“恒远”牌涤纶纤维再
度荣列全国市场同类产
品销量第一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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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求

腾飞发展治理为基
理念
恒力石化致力于实施高标准的公司治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

券交易所有关规范治理的要求，持续建设完善治理架构，保障投资人权益，
使投资人与公司共享发展经营成果。公司在内部建立健全的制度规范，

开展严格的内部控制、内部监察，积极维护与投资者的关系，并真实、准确、
完整、公平地进行信息披露。
我们的行动
规范治理
信息披露

投资者关系管理
内审与风险控制
廉洁从业
党风建设

联合国
SDGS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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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治理

信息披露

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形成了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与经营层之间的权责分明、各司其职、

整个信息披露过程严格遵循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原则，维护投

恒力石化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建
有效制衡、科学决策、协调运作的法人治理结构。同时公司董事会下设战略与投资、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
的委员会，为董事会重大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保证董事会议事和决策专业化、高效化。

等要求，依法规范股东大会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公司在对重大事项进行表决时，采取了现场与网络投票相
股东大会

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资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公司制定了《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年报信息披露重

4

司经营状况及重大事项进展情况。

临时披露报告

提供信息的部门负责人认真核对相关信息资料。
定期报告及出席会议董事或监事签名须披露的临时报告，由董事
会秘书组织完成披露工作，报董事长签发后予以披露。

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出售、收购资产与关
联交易等重大事项以及公司的合并、分立等方面内容的临时报告，
2021 年 4 月公司召开股东大会

自专业角度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与建议，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与分析，有助于提高董事会科学决策的效率与水平。
公司董事会成员的任职资格、任免程序均严格按照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要求。董事会有独立董事 3 名，下设了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四个专门委员会，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

董事会

职责，董事会组成专业结构合理，具有多样化的专业背景与较高的专业素养，在决策各项重大事项时，能从各

司整体利益，尤其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对重要及重大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积极维护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促进了公司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发展。
2021 年度公司共召

2021 年度公司共召

2021 年度公司共召

3

9

6

开股东大会
次

开董事会
次

开监事会
次

公司股票停牌、复牌申请书由董事会秘书报董事长签发后予以披露。
任何有权披露信息的人员披露公司其他任何需要披露的信息时，

在公司内部局域网上或其他内部刊物上发布公司制度规定的相关重
监事会

真履行职责，监事会对公司经营发展、财务状况、关联交易、重大事项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

信息披露途径：
《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

（根据上交所 2021

董事会秘书。

程序。本着对股东负责的态度，公司监事严格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认

份

涉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独立董事的意见、提案需书面说明，由独立董事本人签名后，交

公司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监事 1 名 , 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任免程序符合法定

82

上交所信息披露考

均在披露前报董事长批准。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占二分之一以上，均由独立董事担任主席。独立董事独立履行职责，维护公

份

由董事会秘书组织起草文稿，报董事长签发后予以披露。

内容的临时报告，由董事会秘书报董事长签发后予以披露。

董事会会议均严格按照《董事会议事规则》召集、召开，公司各位董事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认真履行董事

2021 年定期报告

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等细则。公司切实做到临时公告披露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缩小内幕知情人范围，确保所有股东公平获取信息，便于相关方及时了解公

公司认真贯彻落实并严格遵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结合等方式，充分保障股东的知情权、参与权、质询权、表决权，为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确保了

公司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

大事件时，须从信息披露的角度事先征得董事会秘书的同意，遇有
不适合发布的信息时，董事会秘书有权制止。

董事会秘书或证券事务代表负责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管理网站
上办理信息公告审核手续，并将公告文件送达指定报社和网站。

核评级：A

年 8 月发布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考核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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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关系管理

内部控制与管理

严格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持续进行日常投资者关系管理及维护工作。

公司及所属子公司生产经营和财务管理等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公司制定了《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要求以诚信、开放的态度公平对待所有投资者，

案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审计部于 2018 年编制完成了《恒力石
化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制度》，公司在 2019 年董事会通过了《恒力石化股

新渠道，恒力石化召开网络业绩说明会

2021 年 4 月，公司以视频录播和网络文字互动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0 年度网络业绩说明会。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范红
卫女士、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财务总监刘雪芬女士、副总经理刘千涵先生，就公司 2020 年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
等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充分的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答。

恒力石化 2020 年业绩说明会

案例

恒力石化网络业绩说明会

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内部审计的管理。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应急处理事件。一般情况下，当公司接到年度审计计划
外任务，会履行内部审计制度规定的程序，对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并
跟踪后续整改情况，为公司的内部查错纠弊，制止违法违规行为，保证企业
依法合规经营，提升经济效益。

确立审计项目

初步调研、收

编制审计方案

下发审计

根据审计底稿

被审计对象签

审核后形成审

现场审核

内容汇总后出
具审计报告征

集资料

收审计底稿

求意见稿征求

2021 年 7 月，上交所投资者服务周系列

计工作底稿与

通知书

被审计对象交
换意见

意见

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接待上交所投资者来访
活动来到大连，带领中小投资者走入恒力

确定无意见后形

总经理对审计报

被审计单位根

审计部根据

先进的化工企业魅力。本次活动以“牢记

审计委员会

股份公司以文件

改报告

续跟踪

石化（大连长兴岛）产业园，领略世界上
初心使命，引领价值投资”为主题，由上
海证券交易所联合大连证监局、大连上市
公司协会、大通证券共同举办。

投资者服务周

为确保公司内部审计工作有序进行 ，恒力石化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体系，保障

成正式报告上报

告内容批示后由
形式下发

据批示提交整

整改报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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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从业

党风建设

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收受贿赂与佣金者，从严考核、从重处理，依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

在恒力集团党委的带领下，恒力石化党组织加强党建工作，拥有 2000 多名党员。公司党委在组织建设等方面创新的工

公司高度重视反腐败和反商业贿赂工作，抓常态化监督，出台《奖惩管理办法》强化同级监督，特别要求廉洁从业，对
和公司有关规定追究其责任，除给予免职外，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此外，为规范采购行为，杜绝采购过程中出现任
何违反诚信及腐败行为，公司的每一笔采购合同，均签订反贿赂协议。

为加强公司党风廉政建设，促进企业依法经营、员工廉洁从业，保障公司利益和员工合法权益，中共恒力纪律监督委员

党建基础

作理念、机制，成为了增强企业凝聚力和塑造企业核心竞争力有效手段。如：公司党委设立的“车间课堂”，实现了政
治理论、企业文化、业务技能、技术研发及安全教育五个方面的全覆盖。

会出台《恒力廉洁从业规范》，其中包含员工行为规范 10 项，领导干部行为规范 23 项。

每年七一前夕，公司会组织党员赴革命老区、党的一大会址等地，感受老一辈革命家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公司
在员工活动中心、党群服务中心等场所设置廉洁文化宣传栏，悬挂廉政警示标语，营造浓厚的勤廉氛围。
案例

恒力石化成立检查小组，强化廉洁管理

恒力石化纪律监督检查小组成立于 2010 年 4 月，并于 2012 年 10 月被选为吴江市首批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自成立以

恒力石化（大连）化工支部党员学习会

来，委员会参与公司财务、生产、采购、行政等运营环节的监督工作，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全面提升公司干
部及员工反腐倡廉政治意识和责任意识，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反腐倡廉活动，如举办普法讲座、开展廉洁培训、组织

打好基础

红色旅游等。

•
•

建设党群服务中心

配备培训教室、阅览室、
谈心室、活动室等硬件
设施

•

恒力化纤组织全体中高层、党员及行政工作人员共四百余人，分批参观苏州市吴江区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

恒力石化 2021 年度党员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表彰大会

党员承诺上墙

办好活动

•

开展劳动竞赛、评先评

优和选拔技术标兵等活
动

•

每年“七一”开展“红
色恒力”党建系列活动

育好人才

•
•

对党员进行培训

学习先进人物和模范先
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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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百年

党建品牌

2021 年，恰逢建党百年，公司党委组织开展红色汇演、党史学习、红色之旅、红色竞技、红色传承、红色标兵、红色

党建荣誉

2017 年，公司党委高度总结并提炼

出了恒力企业党建品牌——“丝路

2021 年恒力石化（大连）获得

先锋”，大力实施“强堡垒、红细胞、
过优秀党员和党员模范岗的年度评

2021 年公司党委被授予

选，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示范点”称号

创新。展望未来，恒力石化党委将

2021 年恒力石化党委荣获中共大连市委

推动全体恒力员工奋发有为、开拓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发挥党

建引领作用，推动公司建设成为党

2021 年 6 月恒力石化党委荣获中共辽宁省委

建强、发展强的全国民营企业新标
献力量，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砥

进一步加强企业党建硬件和

等建设

行政管理、安全生产、绿色
工

细

设立“恒力新时代”党群

胞

工

程

强

”

“红

程

”

垒

堡

发展、廉政建设等各项制度

工作公众微信号、各级党
组织和党员微信群

努力把党员骨干建成廉洁
从业的“放心岗”，把纪检

列活动

案例

恒力石化举行“回顾历史·不忘初心”主题党日活动

恒力职工演绎《红军故事》登上中央电视台

交汇点新闻、无锡新传媒等媒体相继报道，并在中央电视台 11 套播出，目前已入选“江苏省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份
”
工
程

”
督
监
“严

组织协调

工
程

2021 年 7 月，恒力石化党委举办了“红色篮球赛”红色竞技系

抒发了恒力人对党对祖国对企业的忠诚和热爱。节目登上了吴江区人民剧院、无锡市人民大会堂，苏州日报、中国江苏网、

的四大工程

管理、融入企业文化、融入

定全体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七一”前夕，公司党委精心编排的情景歌曲《十送红军》《红军故事》多次登上省市区庆祝建党 100 周年活动舞台，

党建品牌实施

把纪律监督工作融入企业

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坚

加强企业内外标语、标识

软件建设，进一步完善企业

职工能力素质水平

2021 年 7 月 1 日，公司党委组织党员干部集中观看庆祝中国共

2021 年 9 月，公司获评“党风廉政建设示范点”

砺前行！

课等方式，进一步提升党员

2021 年 5 月，康辉新材党支部开展“庆祝建党百年”活动

“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

杆，为祖国繁荣及民族工业崛起贡

通过外出学习、邀请专家授

展览等党建活动。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亮身份、严监督”四大工程，并通

“

23

身
亮
“

促进“党员模范（先锋）
岗”“优秀共产党员”等

周年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创新地融合曲艺与戏剧的艺术手法，以丰富的舞台艺术呈现，为“建党百年”献上一
曲颂歌。

评选常态化

广大党员职工佩戴党徽

工作建成风险的“防火墙”
《红军故事》演出现场

《十送红军》演出现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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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社会不忘初心
理念
恒力石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行业进步、产业升级放在肩上，并注重
员工的安全与发展，主动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者活动。恒力石化坚信，
企业需要对社会负起责任，为实现社会的和谐共进做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的行动
于产品，质量为先
于生产，安全第一
于员工，以人为本
于行业，共同发展
于社会，和谐共进

联合国
SDGS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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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公 司 科 技

较 2020 年上涨

10

23.42

研发投入超过
亿元

占总人员比例

拥有科研人员

3,220

%

人

9.03

%

恒力石化建有创新研究院，
家
发明专利

834

480

公司拥有专利
件

国际发明专利
件

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能够生产规格 7D FDY 产品的公司，超细旦纤维单丝只有头发丝的 1/16，技术国内首创，具备目前

国内单体最大的 PBS/PBAT 生物可降解新材料生产装置，产品新品率多年来保持稳定增长，形成了短期内难以简单复
制的行业科技竞争护城河。

恒力石化一直重视科技创新，不断提升科研技术条件，

在仿生态丝领域，恒力自主研发的仿醋酸纤维，是行业内最先进、也是唯一量产的企业，其光泽度、柔软度、手感已

科技研发平台，以科技为抓手，为客户提供高质、满意

破国外垄断，填补了国家在该领域的技术空白，自主研发并量产的太阳能背板基膜获得客户认可。

积极引入先进技术，打造国际化研发团队，构筑高水平

的产品。为此公司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吸引人才，
同时也通过长效机制激励员工发明创造，为公司的发展

提供原动力。恒力石化设置了《自主创新奖惩管理办法》，

经完全可以代替真醋酸纤维。恒力石化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端风力发电领域专用捆绑纤维，以高达 95% 的市场占有率打

案例

超薄薄膜再突破，康辉新材实现全球第一

对新产品新技术开发项目通过鉴定后给予奖励，同时设

康辉新材自主开发的 4.5 微米超薄薄膜和烫金转移基膜，使

项目通过鉴定后给予奖励，激励员工创新动力，为公司

品的企业。康辉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12 微米在线涂硅离

公司成为全球熔体直拉膜法第一家能生产此类超薄薄膜产
型膜实现量产，成为国内唯一、全球第二家能够生产该厚

发展提供竞争力。

截 止 到 2021 年 底，

36

科技创新

公司下属的恒力化纤、德力化纤、恒科新材料、康辉新材都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在品质以及稳定性上优于同行，

置了《自主创新奖惩管理办法》，对新产品新技术开发

拥有海外研发中心

12

于产品，质量为先

案例

件

获得国家专利奖银
奖、国家知识产权

度在线涂硅离型膜的企业。

康辉新材实行积分奖励制度

康辉新材通过《科技人员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和《科技人

员年度绩效评价表》对科研人员进行积分制评价与奖励，

案例

公司研发最高级抗菌纤维

同时通过发明与生产双链条形式，对科研人员的奖励分成

公司发明的抗菌纤维是一种基于分子结构设计的纳米活体矿石添加、永久抗菌、绝对安全无毒、持久耐洗的多功能

完成专利发明到生产的转换，提高公司竞争力。

1000ppm，同时此产品还具有抗静电、抗起球、吸湿排汗、远红外等多功能。该抗菌剂拥有国内、国际发明专利。

发明奖励与生产奖励，让员工发明奖励更明确，激励员工

抗菌纤维，抗菌效果可达 AAA 级（最高级）。其中抗菌剂主体为活体矿石，有效成分为锌系化合物，含量在 700-

示范企业等称号。

案例

康辉新材实施人才兴企战略

康辉新材始终把人才培养和发展放在首位，在疫情形势
严峻的大背景下，开展三期 PBT/PBAT 改性项目前期组
织架构搭建和人才引进。重点攻坚专业对口的“985、

恒力石化获得“国家知识

恒力化纤获得中纺联年度

恒力化纤获得“十三五”

恒力化纤获得苏州市“先

恒力化纤获得制造业单项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

恒力化纤的发明专利获得

恒力化纤获得江苏省企业

产权示范企业”奖牌

“产品开发贡献奖”

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进技术研究院建设企业”

211”、一本、普通高校的优质毕业生，并积极响应集团“人
才兴企战略”，顺应公司人才发展布局的需要，三个项目

合计招聘报到 231 名储备干部，其中 985/211/ 一本高校
硕士和本科应届毕业生 231 人（含硕士 14 人）；外部引
进素质高、技术高、水平高、本领高、层次高的优秀工程

技术人才 73 人（含硕士 4 人）。有力保障新产品开发，
推进科研难题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难题，将科研成
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冠军

中国专利银奖

技术创新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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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智能化

公司将“智能互联”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切入点，着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搭建高效数据平台与高效管理模式，发展先进制造产能，再造内生增长动力。公司借助智能制造、互联网、物联网等
技术的融合应用，不断推进全过程智能化制造水平，通过自主研发的产品检测系统、自动条码系统、智能出入库系统、
销售系统，与 ERP 系统进行无缝对接，实现产品的可追溯性及全流程管控，促进公司管控、研发制造、业务管理和财
务衔接等关键环节集成，推动公司由“制造”向“智造”、由单一业务管理向产业链高度协同运作转变。

智能化

案例

面对白色污染恒力在行动

2020 年底，公司全资子公司康辉新材 3.3 万吨 / 年 PBS 类生物可降解聚酯新材料项目就建成投产，向传统塑料产业链
宣战“白色污染”迈出了自我革命、转型升级的关键一步。此产线均采用自主研发的工艺技术和配方，是恒力石化科

研成果产业化杰出成果。整个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有毒有害物质的添加，适用于食品领域的应用。公司将顺应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世界潮流，做“白色污染中和”新理念的首倡者、开拓者。

2021 年 1 月，恒力智能制造综合标准化与新模式应用项目成功通过验收。该项目主要包括 42 个大项目，工业物联网、
人工智能、云计算、工业大数据等新技术得以大量应用，支撑企业生产、设备、能源、HSE 等业务领域的管控业务。
案例

零误差，恒力化纤智能制造示范区再升级

在恒力化纤生产车间，通过国内首
套全流程数字化智能纺丝装备，借
助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系统实

现了对设备运转、质量数据的实时
监控和远程监测，在工人的辅助巡
视下，机器人和自动流水线通过软
件连接进行对话，就能完成生产。

数字化

恒力化纤智能制造示范区

在数字化工厂建设方面，公司以工业互联网为核心载体，利用信息集成、物联网、厂区 4G、地理信息、融合通讯等先进技术，
依托恒力先进的数字基础设置，通过广泛的连接和深入的集成，形成了覆盖各级办公场所总计 242 处 HSE 管理区域的
全厂数字化安全管理“网络”，打通了安全管理各个环节的信息流，增强了跨部门、跨层级的资源动态调配。
案例

恒力石化始终坚持自己的质量战略，以公司愿景及总体战略为出发点，明确
战略意图，并通过市场洞察，对企业的内外部环境、行业竞争力等要素进行

深入探讨，以“品质、成本、快速反应”为核心理念，明确企业创新的焦点，
对业务设计进行展开，制定“瞄准世界一流，持之以恒建设‘内在优、外在
美 ’的世界工厂，提供一流品质的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战略。

公司每年初下发质量目标和部门分解质量目标，
“有指标、有量化、有考核”，

HENGLINK 全面投用，恒力石化数字化效能再提升

实施评审，对比 KPI 指标，使用平衡计分卡，对各个板块业务进行评价，总

结上年度质量战略实施成功经验，发现质量战略实施的不足，并进行相应修

公司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平台 HENGLINK 已经全面投

正，形成 PDCA 循环评价模式。评审结束后按照公司《质量考核管理规定》

用，解决方案全面覆盖 IaaS、PaaS、SaaS 层，提供实时

实施奖惩，确保各层级质量责任得到落实。

计算、智能分析、数据集成交换、物联网 IoT 接入、可视
化等核心能力。HENGLINK 的使用，标志公司数字化安全

恒力化纤获得 2021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公司实行“总部 + 工厂”的双向管理模式，并通过了 ISO9001 质量体系、

管理“网络”基本形成，应急指挥实现高效协同，一系列

IATF16949 质量体系、ISO10012 测量体系等体系认证。公司各工厂根据各

重要举措和成果得到相关职能部门及业内外的广泛认可和

自实际情况对公司制度进行分解落实，制定了适合本单位的管理办法、细则，

赞誉，2021 年 4 月，国家应急管理部公布首批“工业互联

网 + 危化安全生产”试点单位名单，HENGLINK 位列其中。

质量保障

康辉新材 PBS 可降解材料

确保公司各项制度落实到位。通过公司总部《精益生产管理和改善实施细则》，
恒力石化工业互联网系统

将相关工作与互联网、物联网技术融合，建成全产业链智能制造企业、创新
示范企业，其中公司下属恒力化纤 2021 年获得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恒力化纤获得“十三五”高质量发展
领军企业

30

31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为了提高员工在质量上的创新，公司制定出台了《提案建议效益奖励条例》《自主创新奖惩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制度，

广泛开展技术攻关、劳动技能竞赛等，通过设立专项奖、薪资调整、职位晋升、物质奖励、成就展示等方式，鼓励员
工积极建言献策，改善作业流程。在劳动竞赛活动中，实施“恒力之星”制度，在各类岗位树立员工标杆。

总部

《质量管理体系制度》、《质量方针、目标管理制度》、《质量安全管理制度》、
《质量风险管理制度》、《质量信息管理制度》、《质量事故管理制度》、
《质量教育培训及考核管理制度》、《电商平台销售管理办法》

《恒力化纤质量环境测量管理手册》、《恒力石化质量健康安全环境管理手册》、
工厂

《恒力石化大连化工质量控制程序》、《关键质量控制点管理制度》、
《出厂产品质量管理制度》

集 成 OA、CRM、

应用 ERP 系统

自主研发“先进先出”库

企业实施“大数据

对现场数据及设备进

的智能系统

设项目

可视化、绩效精细化。

存管理和“超市式”发货

资源共享平台”建

客户服务

调查控制程序》《顾客服务管理办法》《与顾客有关过

的经营理念，打造恒力品牌优势，公司将继续发挥多年

期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公司十分重视客户的反馈，建

务理念和“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全员营销”
积累的产品优势、技术优势，强化品质与品牌意识，促

使产品质量再上台阶，做强、做实上游“大化工”和下

立客户投诉管理制度，通过流程化追踪客户反馈的处理
和后续跟踪处理的情况，让客户体验满分的售后服务。

NG

客户满意度调查流程图

反馈客户

审批

效果确认

确认

OK

NG

专项整改

分析总结

回收整理

分管领导

发放问卷

其他相关部门

指定调查计划

质量部

程控制程序》《顾客服务控制程序》等管理制度，并定

填答问卷

顾客

IATF16949 质量体系认证

行实时监控，使数据

恒力石化一直坚持“志恒力久远 品质赢天下”的客户服

游“新材料”业务板块。为此公司制定了《顾客满意度

ISO9001 质量体系认证

建立管控数字化工厂

MES 等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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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调查

自行调查

第三方调查

问卷调研

面对面访问

电话、访谈

一年一次

不定期

一年一次

每年年终通过

实施机构人员

每年会通过第

方式给客户留置

时，进行面对

户进行侧面了

E-mail、微信等

在客户拜访

满意度问卷，收

面询问了解

集并分析

三方对重点客
解、调查

客户满意度调查方式

信息接受
登记并分类
市场营销部

客户投诉
管理流程

技术部门

客户投诉
质管部门

再次确认

如必要戒难处理

投诉处理

质管部门
市场营销和其他部
门给予支持

投诉重新处理

信息确认

4 小时以内

讨论与分析

确认回复内容

信息登记
最终回复
不认可

客户确认
认可

客户投诉管理流程

技术支持

投诉关闭

确定处理方案
负责部门

方案实施跟踪
效果验证
资料整理与汇总

案例

恒力化纤为客户提供满意服务

公司亮光异形 FDY 长丝自开批以来，毛圈丝率较高，在后端客户使用时，尤
其是高端客户，整经毛羽停机多、织造疵点多、效率低，此外现有产品不能

适应客户机器，不能满足使用需求。经与客户交流沟通，将原有 AA 级产品的
外检毛圈丝标准按 AAA 级标准进行检验，检验后的产品达到 AAA 级标准，客
户使用效果明显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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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产，安全第一
安全管理

健康管理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

车间实行 6S 管理办法，分区域设置负责人，对管理区域

在工作环境管理上，公司除了制定相应环境制度外，对

恒力石化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理念，坚持“安全第一、
原则，全面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突出“一岗双责”，

进行 6S 宣导、管理、培训等工作，并设置考核等绩效指标，

无职业病病例发生

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的

保障公司产品质量。

盖率 100%

培训率为 100%

在保障员工工作环境健康的同时也对车间环境做出提升，

深化安全标准化和 HSE 体系管理工作，努力开创石化公
司安全生产的新标杆。

公司坚守“安全与健康”的核心价值观，并以此为行动

公司十分关心员工健康，每年定期组织员工进行体检。

《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消防法》等安全

在 2021 年公司设立职业病预防领导小组对公司的职业病

对于员工职业病设有年度的《职业病防治计划与方案》，

指南，实现安全事故“零”的目标。为了贯彻执行国家

生产法律、法规，践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

动火作业旁站式管理现场

的安全生产方针，提升安全管理水平，落实企业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恒力石化特编制《恒力化工 HSE 管理制度
汇编》并在 2021 年进行了修订。该制度汇编包含《应急

职业病防治目标

防治的制度、管理、行动做出监督，确保职业病防治目

标准确实现。同时每个厂区设有心理健康室，跨部门全

劳动者的工伤保险覆
职业健康体检率
100%

职业危害作业场所检

员工参加职业卫生知识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完
好率 98%

测率 100%

程提供心理健康咨询服务，保障广大员工的心理健康。

管理制度》、《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安全设施管理
制度》等多项管理制度，明确了安全责任划分，实现了“分
级管理、分线负责”的安全责任体系。公司也因此通过
了 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设有《动火作业审批制度》对焊接、切割、喷灯、
活路等等火花作业进行分级管理，申请的动火作业许可

证有效时间不超过 12 小时。强化属地管理，动火作业，
工程师必须旁站，对于危险性较大作业，车间主任必须
现场监管。所有高风险作业，实行安全工程师全程旁站

康辉石化 ISO45001 证书

值守，消防车 24 小时驻防。

特级 + 动火作业

特级动火作业

恒力石化（大连）ISO45001

一级动火作业

部门经理组织车间主任、工程师、

部门经理组织车间主任、工程师、

车间主任组织工程师、安全员会

员共同制定可靠的施工方案

员共同制定可靠的施工方案

检查确认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

安全员、施工方责负人等有关人
由安环部、消防队负责对用火现
场进行检查

环部负责人审核，由（副）总经
理批准动火许可证

安全员、施工方责负人等有关人
由安环部、消防队负责对用火现
场进行检查

安环部负责人批准动火许可证

公司开展急救培训

证书

同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动火现场
由安环部、消防队对动火现场进
行检查

安环部负责人批准动火许可证

二级动火作业

公司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术普及讲座

固定动火的审批

负责工程师、安全员会同施工单

固定动火区的设定由各单位根据

由安环部、消防队对动火现场进

安全距离应大于 30M

位负责人，对动火现场检查确认
行检查

安环部负责人批准动火许可证

动火需要提出申请

安环部、消防队进行现场检查

安环部负责人批准，设置固定动
点标志

动火作业分级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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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管理

恒力石化（大连）开展职业病预防培训

管安全就是管风险，恒力石化组织开展全面的安全风险辨识活动。公司的应急指挥实现高效协同，也让安全日常管理

2021 年 4 月，恒力石化（大连）开展职业病防治法知识培训，在培训中向员工宣传职业病防治法的概念、公司的措施

和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等相关知识。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健康安全意识，为按规佩戴劳动保障用品上岗，按规操作生
产设备等标准化安全流程打好基础，为公司的安全管理提供保障。

案例

防患于未然，实现了风险识别、风险点监控、风险防御，紧急情况下及时应对。采用智能化的手段监控、协调、指挥
应急现场，做到及时反应、快速撤离、联动协同、科学决策，提高应急处理能力。

恒力化纤板块制定各项安全生产应急预案（如《化学品泄漏应急预案》），配备相关人员和保障设施。建立应急管理机构，
明确应急管理职责。开展应急救援演练，并对演练结果结合实际进行评审，修订和完善。

从 2003 年成立专职消防队，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张，恒力石化现配备 57 辆消防车、317 人专职消防员编制。专职

恒力化工优选低伤害性设备

消防队员除了日常训练，具备应急处理能力外，主要任务是防火。比如，恒力石化（大连）消防队会联合当地消防救
援大队在园区开展大型灭火演习，参与人数近千人。

恒力化工为保障员工健康与安全，在新购置或置换设
备时会优先考量低伤害或无伤害性的设备。在引入压

公司风险系统集成了火灾报警信号、现场视频信息、气体浓度信息等

缩机时，选择了布克哈德迷宫式压缩机方案。相较于
离心式压缩机，迷宫式压缩机具有压比大、易操控等

2630

共集成摄像头

作便捷，在安全性和无害性上有较大的优势。此外，

所有异常信息能集中监控、集中预警、集中处置，实现了消防接处警管理的智能化。

件较少、占地空间小、运行周期长，维修频次低、操
厂家采用先进的联锁控制系统为布克哈德压缩机安
全、稳定运行保驾护航。

安全培训

恒力石化消防队

布克哈德迷宫式压缩机

个、火灾报警设备

13385

特点。同时迷宫式压缩机技术成熟、结构简单、易损

个、有毒有害可燃气检测仪

6248

个

恒力石化举行 PTA 装置消防演习

员工素质素养是安全工作成败的关键。公司十分注重员工安全意识建立与提升，在工作场所都贴了安全风险告知卡，向

员工提示安全风险及操作规范；此外，公司组织策划了“三级安全教育”、“职业危害告知”、“重大危险源管理培训”
等多项安全及职业卫生培训，为员工安心工作、健康生活构筑一道安全屏障。
实施员工晋级安全考试制度，将员工晋级与安全知识技能考核挂钩，安全不

合格不得晋级。全力推进创建安全班组活动，多措并举，有力地推动了全员
安全素质稳步提升。

2021 年， 面 向 厂 区

进行的安全及职业卫
生培训

47397

次

培训主题

717

个

覆盖员工
恒力石化 2021 年度 HSE 培训计划

163526

人次

恒力石化举行海上消防演练

恒力石化危险化学品泄露事故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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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创新

安全生产月引领安全生产

恒力石化十分重视安全科技创新，降低安全风险，为员工提供更安全的工作环境，保障员工安全。在公司实现安全在线
监测，通过数字化管理降低公司安全风险。公司创新成立恒力安全研究院，汇聚海内外石化行业安全专家，为公司安全

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并下发了《恒力石化（大连）炼

生产提供技术研发、规划设计、运营管理、产业转化、人才引进等一体化高端智库服务。

化有限公司 2021 年“安全生产月”活动方案》, 对安全

生产月的组织、活动计划及内容进行了安排，明确了活

动的具体实施内容及方式。各车间及各部门根据公司的
活动方案制定了各部门的具体活动方案，并根据方案严
格执行。

公司开展安全管理培训

对生产装置温度、压力、液位、流量等工艺参数进行数学建模、监

在线监测系统创新

控，实现了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的动态安全风险实时监控

在集散控制系统（DCS）自控率实现 100% 的基础上，选用国际主
流先进过程控制（APC）软件建立自动控制模型

推进机器换人

恒力石化安全生产月检查

案例

消防大队与义务消防员相结合（大连）

公司设置 10KV 应急柴发系统，由 3 台 6300KW 柴油发电机组成，

恒力石化（大连）消防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共有各类消

核电站级别应急电源

防人员 206 名，平均年龄 24 岁，实行军事化管理，配备

满足应急状态下沸腾床渣油加氢等装置的紧急停车需要

PM180 泡沫车、62 米高喷车、42 米高喷车、25 米三相射流、
干粉车、水罐消防车等各类消防车辆 39 辆。

此外，一线员工全员都是义务消防员，每周四园区各车间

公司实现融合通信系统，连接无线集群设备 1981 套、扩音对讲设

安排 1-2 名义务消防员参加应急技能训练，保证每一名义

备 2285 套、行政电话 231 部、调度电话 70 部、无线载频 32 信道

务消防员在一年内至少接受一次专业训练。每年 4-10 月，
每月组织一期义务消防员骨干人员的脱产集训，主要培训
消防应急理论知识和实操技能。

公司义务消防队

恒力石化安全创新

自动化预测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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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员工，以人为本

案例

员工雇佣

公司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社会责任，以加强退

2%

役军人服务管理，激励他们爱岗敬业、干事创业、回报社会为着力点，积极

14%

人才是公司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是

2%

实现打造“最安全、最环保，内在优、
外在美”世界一流石化园区目标的

4%

恒力石化员

重要保障。公司坚持“德才兼备，

6%

工专业构成

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标准，秉承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理念，

72%

充分尊重人才、发现人才、培养人
才。在公司总体运营管理中，重视
内部人员培养、引入外部高端人才

打造集工作、生活、文化娱乐和服务社会为一体的“退役军人之家”，为广
生产人员
技术人员

正的工作环境。建立《公司绩效考

核管理细则》等管理制度，并在制

恒力石化员

度中明确公司对员工的培训、晋升、

84%

工学历构成

终止合同、退休等相关问题。确保
所有员工不因宗教、性别、残疾等
因素而受到区别对待。截至 2021 年

销售人员

作用。

行政人员
其他

比达 1.1%，退役军人活跃在企业生产管理经营的各个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
江苏省优秀退役军人之家

员工激励

恒力石化的薪酬管理体系由人力资源部门根据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研究适合公司发展需要的人力资源体系，制定集团
中长期人才战略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集团招聘体系、培训体系、薪酬福利体系等。在公司人才选拔使用上，做到了

公开、公平、透明，为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加强和规范公司员工职业晋升管理，提供员工职业生涯
发展的途径和方向，确立员工职业生涯与公司发展相统一的晋升体系，特制定《薪酬管理制度细则》。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

12 月 31 号，在职员工 35,650 人。

装后，在这里成为“最有用的人”。

据统计，恒力化纤工会现有成员数 7528 人，其中，退役军人人数 83 人，占

15%

努力为员工营造多元化、公平、公

大退役军人奋发作为、健康发展提供优质平台，让“最可爱的人”在脱下军

财务人员

1%

加入是用人的基本导向。公司积极

退伍军人之家

专科、高中及以下

案例

恒科新材料荣誉机制

恒科新材料荣誉机制包括“月度之星”“季度之星”“年度之星”“金牌师傅”“明星班组”的评选，以《明星员工的

基本素质》作为前提，根据不同荣誉要求明确通用标准和各部门的业绩标准，设立部门级和公司级评优委员会，层层把
关和选拔，确保公平公正公开，真正发挥“选拔先进，激励先进，鞭策后进”的作用。

2021 年，公司开展

34

次座谈会

2021 年度员工满意度调
查分析报告总计发出

7600

份

接到

953

2021 年度，公司共表彰 276 位季度之星，28 位年度之星和 14 位金牌师傅，并召开表彰大会进行隆重的表彰。

解决率达
条投诉及建议

回收实际有效问卷

7560

份

98

公司实行管理序列和技术序列并行的方法，针对不同类型的员工开展“领航计划”
“蜘蛛侠计划”
“结网计划”
“新动力计划”
等培训计划，从而实现上接战略、下接绩效，真正实现培训为业务服务。在实施培训的过程中坚持“以终为始，用以致学”，

%

分序列分层级多种培训形式结合，重培训过程更重视训后跟踪，逐步完善培训体系中涉及的培训相关制度和培训实施流
程，并运用线上学习管理平台高效且直观地运营培训项目。

有效问卷比率为

99.47

%

恒科新材料 2021 年度“金牌师傅”表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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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化纤人才训育机制

人才训育系统通过专业化、系统化、标准化建设，提升
全体员工素质，储备良好的、系统的人才梯队，打造高
效的中、基层管理团队，进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实
施以来通过班组能力评估，班会看板改进，点滴教育 / 案
例汇总，技能矩阵，形成对生产车间综合管理评价体系，
每月完成对 600 多名班组长能力评估雷达图分析比较，

进行绩效面谈改进，每半年完成一次部门人才盘点，每

员工成长

案例

半年度对 36 个生产车间班会 / 看板进行评比总结，每年
度进行评比表彰。

截至 2021 年底，累计筛选优秀点滴教育 930 份，优秀案

例 184 份，形成 12 个系列 144 个课程 1145 总课时的知
识库。

公司将人才视为最宝贵的资源，重视员工职业发展，设

公司制定《员工长效培训制度细则》以保障员工拥有和

级职业发展通道，并通过考核考评、技能等级认定、公

提供有针对性的各类管理培训和技能培训，引导员工在

立了技术岗、行政岗位、管理岗、技能岗 4 个序列 6-10
开竟聘等方式，在各序列中纵向逐级或跨级晋升，构建
不同通道之间横向发展机制，满足员工全方位发展需要。
自 2009 年起，开始执行 5 年继任计划，近三年后备人才
累计 624 人。

培训计划达成情况

按性别划分

按员工类型划分

男性员工接受培训的总小时数

谐的工作环境和适宜的成长环境，定有人才储备计划以

培训中完善个人不足、激发个人潜力，帮助员工快速成长；
不断优化员工职业发展平台，尊重员工个人发展意愿，
为员工提供持续成长发展通道。公司制定了详细的年度
培训计划表。

单位

2019

2020

2021

126314

114707

112339

女性员工接受培训的总小时数

小时

44604

44969

43823

基层员工接受培训的总小时数

小时

148818

140854

13773

中级管理层员工接受培训的总小时数

小时

21112

17728

141323

高级管理层员工接受培训的总小时数

小时

988

1094

1066

817

已实施

815

省级标志

实训基地成立于 2015 年 10 月，占地 1200 平方米，能同

能模块。其中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为 2021 年新增模块，

论与实践、集中与分散、引领与自主”三个结合的原则，

范性实训基地立项建设。

时容纳 500 名学员开展生产性实训需求。本着坚持“理

基地配备先进生产设备，形成基础实习实训、综合实习

实训、模拟仿真实训和现场实践实习逐层次提高的实践

小时

计划项

实训基地活动

教学环境，实现功能系列化、设备先进化、环境真实化、
人员职业化。2020 年基地升级为江苏省省级技能人才公
共实训基地。

实训基地划分为维修电工实训中心、机修钳工实训中心、
纺丝工实训中心、化纤后处理工实训中心、纺织纤维检

验工实训中心、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实训中心六大功

纺丝工、化纤后处理工被盛泽镇政府作为首批高水平示
自基地成立以来，充分利用其内部资源，积极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提高员工的职业技能水平和职业态度，更好
地为企业和社会服务。截至 2021 年 12 月，实训基地累

计完成评价 11704 人，其中高级技师 256 人，技师 782 人，
高级工 3769 人，中级工 3068 人，初级工 3829 人。其

中 2021 年完成评价 2028 人，高级技师 48 人，技师 74 人，
高级工 1124 人，中级工 537 人，初级工 345 人。

实施率

99.76%
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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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福利及活动

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财富，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离不开领导的英明部署 , 更离不开每一位员工在岗位上的辛勤付出。为树
立企业良好社会形象，提高雇主品牌形象，吸引、激励和保留员工。恒力石化为做好员工日常关怀，针对女性员工、单
身员工、困难员工等各类群体开展专项活动。

舒压室

案例

为进一步关爱职工身心健康，提高职工幸福感和归属感，公司建有员工心理健康舒压室。舒压室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

法帮助员工释放不良情绪，保持职工长期的身心健康。舒压室占地 200 平米，室内设有音乐放松、情绪宣泄、心理沙盘、
沙发按摩等功能室，能够为不同心理需求的员工进行心理减压放松以及疏导。

2021 年，舒压室累计接访员工 500 人次，重点心理辅导 13 人，记录员工心理需求 93 条，其中反馈相关主管部门有效
信息 49 条。

为单身员工举办的校友派对活动

公司举办女神节系列活动

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举办
第六届篮球赛

舒压室

案例

春节联欢晚会

由于疫情影响，2021 年就地过年的员工较以往增加了很多，为了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也让员工能更好地度过

传统节日，公司组织开展了“我在恒力过大年”、“福满恒力一家亲”春节联欢晚会、“包饺子”、“剪窗花”等活动，
活动期间员工们积极参加节目排练，有小品演出、合唱、歌舞表演等，整个新年系列活动热热闹闹，充满年味。
徒步大会
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
举办第三届趣味运动会

童心飞扬 恒力起航 热烈庆
祝六一儿童节

“福满恒力一家亲“新春连欢晚会

新春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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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行业，共同发展
行业合作

开始

作为行业领先的平台型化工新材料

产业链业务板块。恒力石化在化工、

行业输送人才，为行业进步做出贡献。

用上游“油、煤、化”融合的“大

标全面超越国际水平，恒力企业标

公司注重与供应商特别是长期合作

制定《涤纶牵伸丝》等国家标准。

部建立了《申购流程管理制度》、
《合

研发与制造企业，恒力石化充分利

化工”平台支撑和下游“丝、膜、塑”
兼具的“新材料”研发积累，“完
善上游、强化下游”，持续推动基

于化工新材料的技术产品研发、全
产业链打造与稀缺产能完善，深挖

技术、管理、成本、效率与创新构
筑的动态护城河，瞄准我国“新能
源”、“新消费”与“硬科技”交
叉发展的战略性成长机遇，不断做
长、做深和做精下游的化工新材料

化纤及纺织领域，产品关键技术指
准就是“国际标准”。牵头和参与

公司作为第一起草单位制订国家标

准 3 个，参与制订国家标准 15 个，
主导制订行业标准 3 个，参与制订

行业标准 16 个，被评为“全国化纤
行业标准化先进单位”。

2021 年，公司通过实训基地对 8 家

公司，总计 557 人进行了培训，为

控制程序》来规范采购流程。为规

范供应商选择，在公开、公平、公正、
等合作单位，最大限度维护公司利

益，制定了《恒力供应商管理制度》，
建立供应商信息库。

②评价表

04. 商务执行情况评价
副经理 / 经理

06. 采购分管副总审核

通过

05. 供应商等级评定
①供方评价评分表
②整改意见

通过

07. 副董事长审批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B.V.
Meeuwenlaan 4-6, 8011 BZ, Zwolle, Netherlands
+31 38 426 0100
www.controlunion.com

①产品使用报告

工程师 / 采购员

不通过

03. 分管总审核

02. 评价使用情况

01. 组织供应商登记评定

同签订管理制度》、《QMS03 采购

购物资、质量、成本要求的供应商

使用部门 / 车间

工程师 / 采购员

供应商保持良好的互动。公司采购

科学、严谨的原则下，选择满足采

不通过

通过

采购员

08. 执行评定结果

SCOPE CERTIFICATE
Scope Certificate Number: CU1007776GRS-2021-00069246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declares that

Jiangsu Hengli Chemical Fiber Co.,Ltd.

优秀 / 合格

License Number: 1007776
No1 Hengli Road Economic Development Zone Of Nanma Shengze Town
215226 Suzhou, Jiangsu
China
has been inspected and ass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lobal Recycled Standard (GRS)
- Version 4.0 -

09. 判定评定结果

and that products of the categories as mentioned below (and further specified in the annex) comply with this standard:

Product categories: Greige yarns, Undyed yarns

不合格

Processing steps / activities carried out under responsibility of the above-mentioned company (by the operations as detailed in the annex) for certified products

Extrusion, Mechanical recycling, Pre-treatment, Spinning, Trading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from:

采购部

2021-04-14
This certificate is valid until:

2022-03-31

Place and date of issue:

Stamp of the issuing body

Standard's Logo

10. 录入供应商信息库

2021-07-14, Zwolle
Name of authorised person:

On behalf of the Managing Director
Lifu Wang | Certifier

Control Union Certifications B.V.
POST • Meeuwenlaan 4-6 • 8011 BZ • Zwolle • Netherlands
T • +31 38 426 0100 • F • +31 38 423 7040 • certifications@controlunion.com •
www.controlunion.com

GRS 认证

12. 整改结果
不合格

This Scope Certificate provides no proof that any goods delivered by its holder are GRS certified. Proof of GRS certification of goods delivered is
provided by a valid Transaction Certificate (TC) covering them.
Accredited by: Sri Lanka Accreditation Board (SLAB), Accreditation No: CP 004-01

This electronically issued document is the valid original version.

合格

海关 AEO 高级认证

OEKO-TEX STANDARD100 认证

采购部

13. 剔除供应名单

结束
供应商管理控制流程

供方

11. 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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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化纤与供应商合作提升再生切片品质

恒力化纤再生长丝是与再生切片供应商合作生产再生纤维。而在一开始合作时再生切片供应商质量不稳定，出现高品

质涤纶长丝生产质量差、组件消耗高等问题。通过调查了解上游客户的生产流程、品质管控，结合生产过程中出现的

不良结果，和再生切片供应商进行多次技术交流，推荐再生切片供应商采取改进措施，如：回收瓶片的源头质量分类、
瓶片质量的等级分类、改进再生切片的过滤性能、建立符合高品质长丝要求的品管体系等，用来解决出现的难题。经
过一年多的改进，再生切片可以达到原生切片的品质。

于社会，和谐共进

恒力石化始终认为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既是公司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也是公司长期发展的需要。公司坚持发展公益事业，
努力履行社会责任，在各个领域都积极奉献，与社会共赢。

社区公益

恒力石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与社会共享发展成果，通过开展灾情援助、教育捐
助、志愿者服务等活动，为创建更好的社区环境助力。

校企合作

恒力石化一直注重产学研合作，积

极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建立多种
形式的合作关系，展开多层次学术

交流和人才交流等活动。截至 2021
年底，公司与大连理工大学、沈阳
工业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等
高校开展了相关合作，对加强产学

序号

合作院校

1

辽宁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

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合作试点现代学徒制
“订单式”人才培养
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培养
校企战略合作

研合作，促进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合作内容

3

辽宁石化职业技术学院

校企共建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
员工培养合作

4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外语学院

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5

沈阳理工大学

校企本科生及研究生实习实践

6

大连理工大学

7

沈阳化工大学

8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9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案例

截至 2021 年 12 月，
恒力石化向社会捐
赠物资及现金总计

驰援泸县

10 月 12 日，恒力石化的控股股东恒力集团向泸州市救灾捐赠资金专户捐款

2236.4

万元

1000 万元人民币，专门用于泸县“9·16”地震灾后重建工作，彰显了新时代
民营企业的责任和担当。

案例

“爱心包”助力战役前线

疫情发生以来，大连长兴岛经济区医护人员、志愿者、机关事业单位党员干部和群众不分昼夜，奋战在疫情防控的一线。
为感谢他们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全区疫情防控以及企业有序生产做出的突出贡献，恒力石化党委、团委紧急采购
防疫物资及生活用品、食品，慰问那些为守护这座城而冲锋陷阵的防疫人员。

共建实践教学基地
教学实习
恒力石化“卓越班”校企培养
校企合作战略性框架
订单式人才培养
校企合作
恒力牌“爱心包”助力战疫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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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无偿献血

恒力石化举办“点滴热血，把爱传递”义务献血活动。志愿者们勇担责任，积极参加志愿活动的行为已蔚然成风。

案例

恒力石化坚持服务于党和人民，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积极响应国家

和各级政府的乡村振兴号召，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兴。

志愿者活动

2021 年 11 月，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进行，恒力志愿者协会与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共同组织志愿者，
为进博会参会人员进行引导服务。同时恒力为进博会印制了引导图，为所有志愿者提供遮阳伞、背包等物资。

恒力石化职工自主发起爱心捐助，助力西部乡村建设

志愿者在上海服务进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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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基因勇担责任
理念
恒力石化积极履行环境保护责任，将环境友好理念深入日常管理。

建 立 以“ 公 司 发 展， 绿 色 先 行” 为 宗 旨 的 环 境 体 系，坚持“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建立生态美好家园贡献恒
力力量。

我们的行动
从管理看恒力绿色体系
从减排看恒力绿色生产
从产品看恒力绿色未来

联合国
SDGS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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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看恒力绿色体系

康辉新材

环境相关管理制度的同时，也致力于实现成为绿色制造的引领者；在获得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证书的同时，也获

绿色发展水平，保持绿色发展推进力

恒力石化将绿色体系视为公司管理层面的一个重要战略，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都将“友好环境”刻入管理当中。在明确
得了相关产品出口国的特设绿色认证。“公司发展，绿色先行”，严格明确的绿色管理体系不仅体现出了公司对于环境
保护的重视，还体现出了身为民营企业领航者的责任担当。

康辉新材专注于绿色制造和绿色产品。
为加快推进绿色制造能力建设，提升
度，康辉新材成功申报辽宁省第五批
省级绿色制造企业，并被纳入名单。

恒力石化大连长兴岛基地

同时，公司的产品出口量巨大，
为适应国际形势和对自身产品绿

色基因的高品质高要求，康辉新
材成功获得了多项境外绿色资质

美国绿色相

认证，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奥

关认证

地利、德国等多个国家。

恒力石化秉承 “要么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理念，坚
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之路，在
发展过程中依然心系环境保护相关工作，下属恒力化工和
恒力炼化都在 HSE 管理制度汇编中制定了明确的《环境

CERTIFICATE OF CONFORMANCE TO THE
AUSTRALIAN STANDARD AS 5810

保护管理制度》《环境监测管理制度》《环境风险排查及
隐患整改制度》等环境相关管理制度。

澳大利亚绿

HOME COMPOSTING
Certificate Number

For the products

恒力（大连长兴岛）产业园建设之初就确立了“起步就要

ABAM 10181

色相关认证

Certificate Number
ABAM 20109

PBAT resin (unprinted/uncoloured) up to a thickness of 51 micron

For the products
PBAT resin (unprinted / uncoloured) up to thickness of 51 microns.

Kanghui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Xianren Island Chemical Area, Gaizho
Yingkou, Liaoning 115200
China

Application certified to:

AS4736-2006 incorporating Amdt. 1-2009

Melbourne

21 July 2021

Validity of certificate
15 October 2021 to 14 October 2022
The validity of this Certificate of Conformance can be checked by visiting
https://bioplastics.org.au/certification/who-is-certified-in-aus-nz
Kanghui New Material Technology Co., Ltd
Xianren Island Chemical Area Gaizho
115200 Yingkou, LIAONING
China
Melbourne 15 October 2021

Technical Committee
Australasian Bioplastics Association

AS

SS

A

Robin Tuckerman
Executive Officer
Australasian Bioplastics Association

IA N BI O

P
STICS

“最安全、最环保，内在优、外在美”的世界一流石化园

Applicant details:

LA

省级绿色制造名单通知

划、高水平设计、高质量采购、高标准建设，铸造了一座

21 July 2021 to 20 July 2022

A U ST RAL

康辉新材被纳入辽宁省第五批

领先”“十年不落后”的标准，对标世界一流，高起点规

Validity of certificate:

OCIA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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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

区，为我国临海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开辟了一条环境友好、
低能耗、高产出的发展新路，获评首批国家级绿色工厂，
同时入围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名单。

奥地利绿色
废水排放总量（立方千米）

废气排放总量（立方千米）

一般固体废弃物总量（万吨）

危险废弃物总量（吨）

2019

2020

2021

68.6748

91.7656

89.0681

0.0043

116.2221

2165.16

恒力石化（大连）环境绩效

0.0041

186.1947

16883.47

相关认证

0.0024

189.9390

16490.88

DIN CERTCO

Gesellschaft fUr Konformitatsbewertung mbH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holder

案例

2021 年“世界环境日”宣传

Yingkou Kanghui Petrochemical Co., Ltd.
Xianrendao Industry Zone, Gaizhou
Yingkou City
115200 LIAONING
CHINA
Compostable material for industrial composting

Product
Type, Model

Compostable material/ KH B21

Testing basis

DIN EN 13432:2000-12
Certification scheme Products made of compostable materials (DIN-Gepruft)
(2017-10)

Mark of conformity

为响应世界第 50 个“世界环境日”，进一步激发员工关心环保、支持环保的工作理念，恒力炼化于 2021 年 6 月开展

了 2021“世界环境日”宣传活动。活动中，车间员工学习环保政策法规、标准规范，开展了相应的环保隐患排查工作。
该活动帮助员工加深了环保意识，更深刻地理解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

Registration No.

9K0101

Valid until

2026-12-31

Right of use

With this certificate the holder is granted the special entitlement for advertising
purposes for the mark of conformity shown above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pec币ed
registration number.
See annex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2020-12-10

{(DAkkS
Deutsche

Akkreditierungsstelle

5 、 _s

Dipl.-Wi.-Ing. (FH) Soren Scholz
Head of Certification Body

D-ZE-11125-01-00

DIN CERTCO Gesellschaft filr Konformi岱tsbewertung mbH·Alboinstra�e 56·D-12103 Berlin·www.dincertco.de

德国绿色相
关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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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减排看恒力绿色生产

恒力化纤

恒力化纤坚持“绿色恒力、生态恒力、和谐恒力”发展理念，将对环境的保护融
入到公司发展与生产过程当中。公司致力于在实现经济发展的同时，还要成为环

为实现国家提出的“2030 碳达峰、2060 碳中和”目标，公司将节能减排放在首位。

表现获得了社会各界认可，在获得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同时，

企业发展，恒力石化多维度多方面入手，致力于将绿色生产效能发挥到极致，

境友好工厂，坚决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思想。恒力化纤的优秀

从减少资源能源使用到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从技术改造创新到将绿色低碳融入

被评为了“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试点企业”、“中国化纤行业环境友好企业”、

在努力改善环境的同时，也为公司自身创造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价值。

“全国低碳经济示范单位”、“江苏省环境友好企业”和“江苏省绿色工厂”。

恒力化纤环境绩效

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公司获得 ISO14001：2015 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

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企业来说具有重要意义。恒力石化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
利用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实现了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排放的减少，在生产过程中
实现了节能减排，提高了公司自身的绿色价值，也为自身注入了“绿色发展基
因”。

2019

2020

2021

废气排放总量（立方千米）

1.9419

1.8636

1.7861

一般固体废弃物总量（吨）

29591

30806

38533

恒力石化（大连）增设一氧化碳在线分析理论配比技术。公司对项目的重整、

危险废弃物总量（吨）

1124

1292

1299.5

环保投入（万元人民币）

1398

2133

2550

含量，提高加热炉热效率。通过这一方式，加热炉热效率提高到 93% 以上。

节能减排总投入（万元人
民币）

955

1015

1120

废水排放总量（立方米）

60442

56519

67311

一氧化碳在线分析理论配比技术

案例

芳烃联合装置的加热炉增设一氧化碳在线分析理论配比技术，降低加热炉氧

每年可减少燃料消耗

1400

万吨

约

0.22

万吨标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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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海水淡化装置

案例

余热淡化海水

恒力石化热联合系统

案例

恒力炼化火炬气改造

低温余热集成技术

恒力石化（大连）利用装置余热进行海水淡化。园区内两座海水淡化装置，利用装置余热产水 4166t/h，年生产淡水

恒力石化（大连）创新利用全厂低温余热集成技术，高效回收利用低温热。项目创新设置全厂低温热水系统，将全厂低

小时节省耗电 5 万 kwh，年节约耗电 4.2 亿 kwh。

足脱氢装置的用户需求；此外，通过低温热水制冷生产 7℃冷媒水量 4500 吨 / 时，不仅满足装置的冷媒用水需求，还

3500 万吨；采用一级海水梯阶利用，一级海水与装置循环水换热后，作为二级海水供装置表冷器冷却水梯阶使用，每

温余热通过产生低温热水的方式进行回收。采用低温热水集成系统，减少了空冷风机的耗电，通过收集的低温热水来满

可以满足各机柜间、办公室的空调用水需求；另外，通过低温热水海水淡化装置制淡水量 1875 吨 / 时，每年可生产淡
水 1600 万吨，大大减少了炼化项目的对外淡水需求。

案例

蒸汽等级梯度利用分布

恒力石化（大连）增设次中压蒸汽管网和超低压蒸汽管网，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全厂设六个等级的蒸汽管网，相比传统
的炼化一体化项目，项目蒸汽管网增设了 2.2MPa 次中压蒸汽和 0.12MPa 超低压蒸汽两个蒸汽管网，而 3.6MPa 蒸汽管
网分设了 450℃和 360℃两个等级。全厂所有余热蒸汽，按不同等级进行利用，避免了大量中压蒸汽减温减压使用。项

目通过蒸汽管网优化，提高供汽系统的可靠性，减少了全厂高品位热源如蒸汽、电力等的消耗，降低了循环水等消耗，
每小时可多增加发电量 137MWh。

案例

能源优化管理

恒力石化（大连）自备热电厂优化配置，热电厂锅炉通过余热利用系统，充分回收尾部烟气热量提高炉膛进口风温，排
烟温度由 140℃降至 90℃，锅炉效率提高了 3 个百分点，全年节约标煤约 12.84 万吨。热电厂采用七个不同压力等级

梯阶供热方式，背压机组的高效利用，供电标煤耗低于 170 克 / 千瓦时，与传统火电机组指标相比大幅度下降，全年节
约标煤 28.12 万吨。

案例

工艺物流深度热联合

恒力炼化依据园区生产实际，优化工艺，在满足工艺指标的基础上尽可能降

低分馏塔操作压力，进而塔底温位和塔底的加热负荷也随之降低。优化后，
一部分塔底热源由传统的消耗燃料的加热炉变为 3.5MPa 蒸汽重沸器，一部分
塔底的加热介质由 3.5MPa 蒸汽调整为更低等级的 2.2MPa 蒸汽。

案例

CO2 减排

178110

吨

火炬气改造

恒力炼化为实现末端减碳，增加火炬气回收量。厂区新增的两台压缩机可

回收火炬气 4500Nm³/h，约 30% 有效气折算燃料气 1.58t/h，每年可节能
20855 千克标煤。

60

CO2 年减排量

55466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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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恒力石化资源利用效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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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密闭循环水工艺

公司首次成功应用嵌入式污水处理技术，分析上游装置污染物的来源、特征和产生过程，与上游石化装置协同设计，将

恒力石化（大连）采用密闭循环水工艺。产业园区循环水总量约为 390000t/h，

治“废”，实现变废为宝。通过对工业全流程的梳理，在治理废水的同时优化资源配置，节约常规消耗，降低二次污染，

塔系统节约生产水 9900t/h。

本该当作废弃物进行处置的“水、气、渣”作为可利用的资源，回用在污水处理流程中，再通过深度处理之后，以“废”
实现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装置大型表冷器循环水量约 440000t/h，园区采用闭式系统，比传统开式冷却

案例

年节生产水约为

8316

万吨

海水利用技术

恒力石化（大连）以节约水资源为目的，创新研发出了海水利用技术。项目利用毗邻海水，替代传统炼厂的开式循环水

冷却凉水塔，供各装置循环冷却。同时，海水冷却系统还采用串联梯级利用技术，通过一级冷却工艺装置循环水后，再
次送至各装置大型表冷器冷却二次利用。装置冷却水采用闭式循环水加海水梯阶利用冷却方式，对比同类规模开式循环
冷却系统的炼化工厂，每年节约用水 4000 万吨。
案例

变频改造

恒力炼化自 2020 年起便思考减少能源消耗的重要意义，
根据泵实际运行负荷调整电机功率，节省电耗。恒力炼

化累计新增投入 3000 余万元，对具备节能潜力的 679 台、
合计 208626 千瓦的机泵，新增变频器，根据计算，每小
时节电 18713 千瓦时。已成为国内变频器规模最大的炼

厂，预计每年节电量达到 2.6 亿千瓦时，折合减少消耗 2.95
万吨标煤 / 年。

CO2 减排

219636

吨

恒力炼化变频器
案例

实施 APC 先进控制

恒力化工对乙烯装置裂解炉、乙二醇装置实施 APC 先进
控制，提高裂解炉、乙二醇装置运行稳定性，提高双烯

减少资源能源使用消耗

减少能源使用消耗，不仅降低了公司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实现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2021 年，恒力石化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推进降碳工作，从生产源头入手，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为公司创造出“绿色价值”，真正落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收率，降低燃料气、蒸汽消耗，从源头上减少能源的使用，
减少了碳排放。APC 控制实施后，乙烯裂解炉燃料气消
耗节省 5.85t/h，每年可节约燃料气约 49140 吨。

CO2 减排

205362
恒力化工 APC 系统

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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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物处理回收再利用

作为化工行业所具有的特性，生产伴随而出的废气、固废和废水均有可能对周边环境产生影响。恒力石化不断推进技术

发展，以绿色环保作为生产底线，在符合国家标准的最低要求基础之上，不断改进，不但可以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
还能够实现回收再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案例

加氢脱烯烃技术

恒力石化应用加氢脱烯烃技术，大量减少固废排放。重整生成油作为芳烃装置的主要原料，含有微量的烯烃。国内绝大
多数企业普遍采用白土吸附精制工艺技术进行脱烯烃处理，恒力采用选择性加氢脱烯烃工艺和白土塔相结合的工艺设计
路线，可靠性更高，白土使用寿命可达 3 年，比常规装置白土使用寿命提高 7 倍，每年可减少固废排放 3800t，减少

2021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案例

首创嵌入式污水处理

恒力炼化应用嵌入式污水一体化处理技术处理污水，将上游炼化装置产生的本该当作废弃物进行处置的 “水、气、渣”

作为污水处理过程中可利用的资源，实现“以废制废，变废为宝”。本项目获得“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 • 气候特别奖”、
国际水协“改变行业的技术革新奖”，同时实现减少向自然界排放二氧化碳 2100 吨 / 年；减少向自然界排放无机盐

10000 吨 / 年；减少水资源索取 1400 万吨 / 年；节电 700 万度 / 年；节约企业运营成本约 3000 万元 / 年，整体污水回
收率超过 80%，每年可节省 10 万人用水量。

同时，利用处理过后的污水，公司建成了阳光房。阳光房内的植物和水生动物全部依靠这些处理后的废水存活。阳光房
的建成对于公司友好环境的理念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蒸汽消耗 11520t，环保优势显著。

案例
案例

油气回收 VOCs 治理

恒力炼化针对有机废气会进行全部收集并引至有机废气治理设施。易挥发油品均采用浮顶罐或低压拱顶罐 + 氮封储存技

术，减少油品储存中的烃类损失约 90%。此外固定顶及内服顶罐同时设置油气回收装置，油气回收为吸收 + 膜分离 +
活性炭吸附，此工艺有效减少 VOCs 逸散。

恒力炼化在油剂废气收集后，通过高效静电油气分离器 (47 台 )，实现油气分离，尾气排放的 VOCs 也完全达到国家排
放要求。

粉煤灰回收再利用

恒力炼化用于填埋的粉煤灰为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公
司会对回填处置的粉煤灰进行定期检测，保证回填物符合
环保要求。做好回填过程中的场地防洪、排水工程，按照

环评报告要求进行施工。同时，下游的处理公司永基环保

会向水泥厂分送可利用的石膏、粉煤灰、煤渣等一般固废，
将其按一定比例掺混，与其他原材料一起研磨、煅烧形成
熟料，熟料按配比经研磨生产合格水泥材料。

恒力炼化煤粉灰回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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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塑料瓶回收利用，恒力化纤为环境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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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废碱液综合利用

恒力化纤通过外购再生原料生产的再生切片纺丝来生产

恒力化纤斥资 635 万元落地了废碱液综合利用项目。废

达到塑料瓶零污染。同时再生涤纶是我国典型的绿色环

（HW35）。原项目废碱液的年产生量约为 350t，主要成

涤纶长丝，把废弃塑料瓶回收再利用，减少环境污染，
保和低碳循环经济产业，符合国家“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的战略方针；随着再生涤纶产品质量逐步提高，

达到原生丝产品质量，为化纤产品在日常的使用提供保

障，这样既可以有效利用资源又能保护环境、减少白色
污染。

碱综合利用是针对纺丝组件清洗环节产生的废碱液 S6
分为氢氧化钠、聚酯等，通过委托具备 HW35 处置资质
的危废处置公司安全处置。此项目将原废碱液由污水处理
站综合利用，恒力化纤原先购买含浓度 30% 的 NaOH 溶

液来中和酸性废水，调节 PH。本工程采用废碱液 HW35
来调节酸性废水，实现资源化再利用，提高污水深度处

案例

废水处理与中水回用

针对废水处理，恒力化纤在处理排放口安装了自动 COD、氨氮在线自动检测仪，处理后的水质 COD 远优于市政污水处
理厂接管排放标准要求。

同时，恒力化纤污水处理设施采用 UASB 厌氧 + 好氧生物处理工艺，建设有 3 套合计 4000t/d 处理能力的中水回用系统。
2020 年，恒力投资 450 万元，提标扩建 2000t/d 中水膜处理设施，目前已正式投入运行。2021 年，扩建 4500t/d 中水

回用设施已提上建设日程，项目投产后中水回用率达 90%，回用水质 COD 低于 20mg/L。为了使得资源重复利用最大化，
废水处理厌氧工段 UASB 厌氧反应塔产生的沼气，收集后还会作为燃料供应员工餐厅日常使用。

理效率。

污水处理系统
案例

恒科光伏发电项目

2015 年，恒科新材料开始研究推进光伏发电项目，公司通过光伏建设、技术改造、创新升级，实现节能环保生产。截至目前，
四期光伏项目全部投运，投运总装机容量约 60 兆瓦，远景规划装机容量达 100 兆瓦，目前已成为江苏省最大的企业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生态监测池

中水回用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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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品看恒力绿色未来

案例

生物降解聚酯 PBAT/PBS 项目

塑料污染在当今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康辉新材生物降解聚酯 PBAT/PBS 项目致力于通过产品来推进环境的积极变化。

为实现绿色愿景，恒力石化在具备完善绿色管理制度和
绿色生产流程的基础上，努力开发绿色产品。公司秉持

PBAT ( 聚对苯二甲酸一己二酸丁二酯 ) 属于热塑性生物降解塑料，既有较好的延展性和断裂伸长率，又有较好的耐热性和

着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进行产品的设计与研发，

优良的生物降解性，在自然环境中通过微生物或酶的代谢，能够被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等含氧化合物，是一种环境友好型

将公司的绿色基因融入到产品当中，使整个绿色链条延

聚酯材料。可应用于生物降解购物袋、快递袋、包装薄膜、农用薄膜、3D 打印、一次性性餐具、医疗用品等。

伸至消费端，让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也具备恒力所特有的
绿色属性。

PBS( 聚丁二酸丁二酯 ) 属热塑性聚酯，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和生物可吸收性，易被自然界的多种微生物或动植物体内

的酶分解、代谢 , 最终分解为二氧化碳和水 , 是典型的可完全生物降解聚合物材料。可应用于注塑、餐具、纤维、包装薄膜、

恒力再生系列产品以废旧聚酯塑料瓶等为原料，采用再生

农用薄膜、医疗领域等。

切片纺工艺，优选回收的 3A 级纺丝瓶片，可广泛应用于
民生方面，如鞋材、食品、广告布等。除此之外，恒力

还利用自身优势积极研发了有色再生聚酯工业丝、再生
车材纱线等差别化、功能性产品，进一步提升了再生产
品的附加值，也为节能减排和改善地球环境做出了贡献。

案例

再生纱线

利用副产 CO2 制新能源电池电解液原料

可降解餐具和可降解塑料袋

为满足国家石化产业十四五规划“高质量”和“高端化”的发展要求，进一步提升我国石化产业安全、绿色、高效发展
水平和整体竞争力，恒力石化（大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在 160 万吨 / 年高性能树脂及新材料项目中规划 2 套

20 万吨 / 年 CO2 精制装置，以回收化工公司乙二醇装置副产的 CO2 并制成碳酸酯、聚碳酸酯等高端化工产品。新产品

可作为生产绿色环保的新能源电池的电解液，实现 CO2 资源再利用，生产市场前景广阔、符合节能减排环保新能源要
求的高端材料。

案例

创新常压可染技术，恒力化纤帮助客户节能减排

公司通过化学改性 PET 得到常压可染切片，采用切片纺生产常压可染涤纶长丝，该产品可常温染色且上染率达到

99%，不仅可以降低染色能耗，同时大大减低染色废水污染。该产品目前主要和棉、锦纶、粘胶等纤维混纺，可低温染

色、产品质量稳定。目前公司的箐纶，通过化学改性涤纶，切片纺生产，可以达到常温可染涤纶，产品在 100℃可染色，
上染率＞ 99%，不但可以降低能耗，还可以减少环境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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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2021

关键绩效
经济

类别
获奖时间

获奖单位

奖项

2021 年 12 月

恒力化纤

2021 年度国家绿色工厂

2021 年 12 月

恒力石化

世界品牌 500 强第 379 位，成为全球“石化、纺织”
行业第一，在入选的中国品牌中位列第 38 名

2021 年 11 月

恒力石化

HENGLINK 入围辽宁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继获得国
家工信部“示范项目”之后，又添省级荣誉

2021 年 10 月

恒力化纤

2021 年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2021 年 9 月

恒力石化

2021 亚洲品牌 500 强第 87 位

2021 年 9 月

恒力石化

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

2021 年 9 月

恒力石化

范红卫董事长获评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2021 年 7 月

恒力石化

2021“恒力”品牌以 906.75 亿元位列“中国 500 最
具价值品牌”第 66 位

2021 年 6 月

恒力石化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基层党组织建设示
范点

2021 年 5 月

恒力石化

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2021 年 4 月

恒力石化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2021 年 3 月

恒力化纤

2021 年通过江苏省清洁生产审核

经济

指标

环境 *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营业收入

万元

10,078,237.11

15,237,339.57

19,797,034.49

净利润

万元

1,011,237.35

1,349,479.35

1,553,817.80

总资产

万元

17,437,754.01

19,102,872.66

21,029,622.56

研发人员数量

人

1,863

3,532

3,220

研发人员数量占比

%

12

11.96

9.03

95,834.94

82,597.46

101,945.24

研发投入合计
社会

单位

万元

员工总人数

人

26,506

29,522

35,650

重大安全事故

起

0

0

0

废水排放总量

立方千米

0.0044

0.0042

0.0024

废气排放总量

立方千米

70.6167

93.6292

90.8542

万吨

119.1811

189.2753

193.7923

吨

3289.16

18175.47

17790.38

一般固体废弃物总量
危险废弃物总量

* 此环境数据只包含恒力化纤（苏州）和恒力长兴岛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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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索引
目录

SDGs

GRI Standards

CASS-4.0

关于本报告

GRI 101

P1.2
P1.3

董事长致辞

GRI 102

P2.1
P2.2

可持续管理

GRI 102

G3.1
G6.1

2021 大事记

知，了解恒力
走进恒力

公司简介

GRI 102

P4.2
P4.3
S1.3
G1.1

公司组织架构

GRI 102

P4.1

GRI 102
GRI 103

M1.1
M1.2

目录

念，心系社会
不忘初心

公司发展历程
规范治理
信息披露
求，腾飞发展
治理为基

M1.4
GRI 102
GRI 201

M1.5

内部控制与管理

GRI 102

G3.3

廉洁从业

GRI 103
GRI 205

M1.3

党风建设

GRI 102

P4.1

投资者关系管理

守，绿色基因
勇担责任

荣誉 2021

SDGs

GRI Standards

CASS-4.0

于产品，质量为先

GRI 103
GRI 416
GRI 418

M2.1、M2.2
M2.3、M2.5
M2.6、M2.7
M2.13、M2.14
M2.15、M2.18

于生产，安全第一

GRI 103
GRI 403

M1.8、S3.1
S3.2、S3.3
S3.4、S3.5

于员工，以人为本

GRI 102、GRI 103
GRI 201、GRI 401
GRI 404、GRI 405

S2.1、S2.2
S2.3、S2.8
S2.9、S2.10
S2.17 、M2.14
M2.15

于行业，共同发展

GRI 203

M3.6

于社会，和谐共进

GRI 201、GRI 413

S4.8、S4.11

从管理看恒力绿色体系

GRI 103

E1.1、E1.2
E1.5

从减排看恒力绿色生产

GRI 102、GRI 302
GRI 303、GRI 305
GRI 306、GRI 307

E2.1、E2.3
E2.5、E2.11
E2.13、E2.15
E3.1

从产品看恒力绿色未来

GRI 301

E2.1
E2.2

GRI 102

A3

关键绩效

A2

指标索引

A5

读者反馈表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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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反馈
尊敬的读者：
您好！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了向您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
更有价值的信息，并有效促进公司提升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能力与水平，我们真诚期待您的意见和建议。
选择题（请在相应位置打√）
您对本报告的总体评价是：
□ 非常好

□好

□ 非常好

□好

□ 非常好

□ 一般

开放性问题

您对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及本报告有任何意见与建议？
□ 较差

□差

□ 一般

□ 较差

□差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 非常好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 非常好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 非常好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 非常好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 非常好

□好

□ 一般

□ 较差

□差

□是

□否

报告对利益相关方所关心问题的回应和披露？
您认为恒力石化在经济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您认为恒力石化在环境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您认为恒力石化在安全管理方面做得如何？
您认为恒力石化在员工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您认为恒力石化在社区责任方面做得如何？

报告披露的信息、指标、数据是否清晰、准确、完整？
您认为本报告的内容安排和版式设计是否方便阅读？

您的联系方式 ：
姓
名：
电
话：
电子邮件：

工作单位：
职
称：
传真号码：

您可以通过来电、发送电子邮件或寄送反馈意见给我们，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港兴路 6 号富力中心 41 层 01-06 单元
邮政编码：116001

联系电话：0411-86641378

电子信箱：hlzq@hengl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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