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责任报告

2021

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2021年社会责任报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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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中关于公司质量诚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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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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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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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本报告描述了 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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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文档形式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zjsif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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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方远四福），其前身为国营温岭市微电机厂。

2008年与台湾知名企业“台湾西子机电有限公司”合资，引进台湾先进的技术设备、生产制

造工艺及管理理念，为公司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公司重视核心技术研发投入，产品更新速

度快，质量保证与售后服务机制完善，市场占有率年增速 30%以上，已树立起良好的信誉与口

碑，并为伊利、蒙牛等大型企业提供产品与服务。

2018年由原温岭市南山电机厂，台州创普机电有限公司以及方远集团公司重组成立浙江

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新公司位于台州市开发区，占地面积 2.8万平方米，海陆空交通发达，

配套资源丰富。

公司集研发、生产、销售、服务于一体，获得几十项发明专利证书，经过国家认证机构检

测取得了 3C认证证书、CE认证证书、知识产权、ISO9001、ISO14001、ISO45001管理体系认

证等。 2020年，公司“玻璃钢负压风机无刷永磁直流电动机”获得了台州市装备制造业重点

领域首台套产品，在荣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台州市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

发中心称号的同时，公司与中国计量大学、浙江工业大学等高校展开长期技术合作，在创新、

稳定、高效、节能等方面提升核心动力。

公司主要产品有铁壳单三相异步电动机系列、铝壳三相异步电动机系列、风机专用电机系

列、变频电机系列、永磁直流电机系列等。

公司以创新精神为纲、以优质产品为本，以全员创业为核心推动力，强力推进研发创新，

加快调整产品结构，优化技术工艺、提高运转效率、强化工匠精神，并以此为动力打造卓越企

业、创造市场良机，向行业细分领域排头兵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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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线包括 IEC标准电机、风机专用电机、清洗机专用电机、永磁电机等。

生产的各类超高效和超超高效电机出口到德国、意大利、英国等欧洲各国及澳洲、土耳其、美

国、加拿大、俄罗斯、南美、亚洲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广泛应用于空压机、水泵、

风机、机械、电动机等主机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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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配备了数控加工中心、数控立车、螺纹磨、磨齿机、数控旋风

铣、海克斯康检测三坐标、精密啮合仪、材料分析仪、投影仪、轴承震动测量仪、齿轮测量仪

等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为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司荣誉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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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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半导体设备行业知名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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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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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动机领域侵占全领域，做到行业专家。

把方远四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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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00万元，2020年实现销售收入 9033万元，利润 170.2万元。

现已规划实施转型升级战略，打造民族高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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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ZZB 0058-2016《三相

异步电动机》

GB/T 1032-2012 《三相

异步电动机试验方法》

GB 14711 《中小型旋

转电机通用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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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管部根

据检验标

准进行检

验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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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118613-2012 《中小

型三相异步电动机能效

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26572《电子电气

产品中限用物质的限量

要求》

GB/T 28575-2021《YE3

系列(IP55)超高效率三

相异步电动机技术条件

(机座号 80～355)》等

面控制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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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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

护

浙江省建设项目主要污

染物总量准入审核办法

（试行）》的要求、《工

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的 3类标准要求。《大

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

准》GB16297-1996二级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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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水隔

离 处 理 后 排

放，排放水体

由水质分析监

测 站 检 测 分

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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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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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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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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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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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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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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公司有职工 190余人，其中技术和管理人员占比 30%以上。

企业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方远四福一贯坚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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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远四福通过职工满意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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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远四福各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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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方远四福充分发挥聪明才智。

四、公益支持
方远四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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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自成立以来，

方远四福始终坚持“做仁义企业，做良心企业，做消费者信赖同时懂得感恩社会的企业”的

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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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通过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

体系和 ISO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先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台州市企业技术中心、市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等，已成为电动机行

业领军企业。公司产品部分核心性能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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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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噪声和固体废弃物，不存在重污染的情况。

公司已按 GB/T 24001—2016、GB/T 45001—2020标准建立环境管理体系，按照《职
业健康安全与环境管理体系运行控制程序》对公司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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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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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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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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方远四福机电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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