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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编写说明

报告简介

本报告是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本

着真实、客观的原则，重点披露公司2019年度争做优秀企业公民，促进经济、社会和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有关信息。

时间范围：

报告时间范围为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部分内容超出上述时间范围。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36001-2015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指南》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指南》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SO26000 ：社会责任指南》

组织范围

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所有案例与数据均来源于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数据来源

本报告的数据与案例收集主要通过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相关

统计报表、所属各单位报送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案例。如无特别说明，本报告所示金额

均以人民币列示。

报告称谓

为便于表达和阅读，“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中还以“力

诺”、“我们”、“公司”等称谓表述。

报告获取方式

通过公司网站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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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长致辞

致家人的信：

力诺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工业阀门的领先企业，这离不开每一位力诺人的努

力和付出，很骄傲有你们一直在一起。

公司秉承“真诚 责任 创新 利他”的核心价值观，你们是公司最为宝贵的财富，你

们的提升是公司发展最为强劲的动力，公司的繁荣才能为你们提供强有力的保障，这就是

我们始终能步伐一致共同进步的真正原因。

如今的社会飞速发展，企业竞争非常激烈，外部环境变化迫使公司做出更加有效

的内部变革去迎接挑战。这时候，企业需要什么？需要更为强大的你们，只有这样，企

业才能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企业应该有超越利润之上的追求，利润之上的追求是什么？就是承担相应的社会责

任，回报员工，回报社会。公司会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你们学习，提供更高的平台让你们发

挥，提供更丰富的回报让你们幸福。

董事长：陈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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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我们

1、公司简介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流体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3 年 1 月，坐落于浙江省瑞安市，现有

员工 700 余人，于2020年6月8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浙江力诺；证券代

码：300838）。

浙江力诺始终秉承“真诚、责任、创新、利他”的价值观，以让工业流体控制更稳

定更精准，提高工业自动化水平作为企业使命，为能源、石化、冶金、化工、造纸、环

保、生化、医药、矿山等流体工业客户提供控制阀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在现代流体

工业的自动控制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司始终专注实业发展，经过多年的稳健成长，位列中国自动控制阀行业前三，在

温州阀门行业连续三年纳税费第一名。并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项

目企业、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名牌产品、浙江省模范集体、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

温州市领军业企业、瑞安市市长质量奖、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等先进荣誉。

力量源于承诺！浙江力诺致力于实现成为中国流体控制行业领军品牌和国际流体控

制行业知名品牌，用专注赢得客户，用实力创造价值！

2、组织结构图

公司的组织结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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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愿景与价值观

【使命】：控制流体，造福人类！

【愿景】：成为中国流体控制行业领军品牌和国际流体控制行业知名品牌

【核心价值观】：真诚 责任 创新 利他

4、所获责任荣誉

近年来，公司重点申报并获批国家、省、市等各级奖项，并参与推进标准化工作，

所获荣誉如下：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部门

1 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2020、11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 浙江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2020、12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 2020 年温州市领军型工业企业 2020、4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温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2020、8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5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19.12 国家知识产权局

6 浙江省第三批上云标杆企业 2019.11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 浙江省名牌产品 2018.11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8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评价证书 2018.7.12 丽水市科学技术局-生产促进中心

9 2017 年度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 2018.4 瑞安市人民政府

10 2017 年度上市工作先进企业 2018.3 瑞安市人民政府

11 浙江省AAA“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17.7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2 2016 年度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 2017.2 瑞安市人民政府

13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2017.1 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

14 浙江省著名商标 2017.1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5 高新技术企业 2016.11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16
省级企业研究院-浙江力诺流体智能测控

装备研究院
2016.4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7 温州市“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2016.12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温州市财政局

18 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 2016.11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9 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企业（机械） 2016.11 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 温州市专利示范企业 2016.9
温州市科学技术局

温州市知识产权

21 温州市百佳诚信企业 2016.8 温州市人民政府

22 温州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2016.3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3 瑞安市精益生产奖 2016.2 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4 研究生科研创新实习基地 2016.3
浙江省温州泵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兰州理工大学温州泵阀工程研究院

25 2015-2016 年度温州市领军企业 2016.1 温州市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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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责任理念与管理

1、社会责任理念

办好企业，让顾客用上高性价比流体控制设备是力诺的首要责任；推动行业进步，

提升产业链综合竞争优势，是力诺义不容辞的产业责任；贯彻“创新型国家”战略，积

极探索高科技领域实现创新发展的模式与道路，实现企业资产保值增值是力诺对股东的承

诺；完善科技创新、高端定位，做优秀企业公民，是力诺自觉肩负的社会责任。

2、社会责任管理

力诺将社会责任理念一以贯之，努力推进社会责任培训，加强社会责任理论研究，

积极开展对标分析，明确社会责任议题，加强社会责任治理，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不断改进和创新社会责任工作，逐步建立自我学习、自我管理、持续改进的社会责任动

态发展机制。

从2016年开始，力诺开始在战略研讨过程中包含“社会责任”的研讨；2016年以来，

在战略层面明确社会责任的资金预算，保证社会责任的实施。2018年公司开始发布社会

责任报告。

3、责任沟通

力诺积极传播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不断加强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与对话，坚持从

利益相关方视角，积极回应社会关切，不断增进企业内部员工和外部利益相关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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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努力实现与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发展、和谐共赢。

沟通对象 沟通方式 沟通频次 沟通方向 责任领域与举措

经销商/消

费者

公司宣传资料 年度 横向

致力于为消费者制造最好的产品；主动

倾听消费者反馈，提升产品质量和服务

品质；保护消费者信息与隐私；快速响

应紧急维修和消费者投诉

客户年会、展会 年度 互动

客户回访 计划 互动

网站、经销商年会 计划 横向

高层及采购中心、各职能人员拜

访客户
日常 双向

顾客满意度调查；顾客关系管

理；顾客反馈意见处理
按计划 单向

媒体沟通 按计划 横向

股东
经营分析大会；定期报告；日常

管理
按计划 双向

稳定提升经济效益，确保资产保值增

值；严格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

公司治理，保护股东权益

员工

企业文化手册、战略手册 3 年 双向

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建立工会组织

及通常的内部沟通渠道；保障员工福利、

权益与安全；引导员工多渠道参与公司经

营与管理；健全职业培训制度， 为各级

员工提供培训机会；企业文化建设挖掘

员工潜能，提高员工参与积极 性；吸纳

员工意见和建议

管理文件、管理手册 每年 向下及互动

公司内部网、OA 随时 双向互动

宣传橱窗、车间看板 每月 双向互动

员工大会、职代会、总结会、表

彰会、项目启动会等
每年

互动及向下

各种形式员工座谈会 每季度

员工的教育和培训 按计划 向下及互动

员工文艺活动 每年 互动

青藤计划、领导力提升计划 按计划 互动

总经理、董事长信箱；问题管理

体系
每月 双向

工会 随时 双向

安全健康保障 按计划 单向

开展各种形式员工调查、满意度

（员工对企业、员工对工会、行

政对党支部）测评

年度 互动及向下

供应商

供应商年会 本年 横向 供应链伙伴 合规性管理、检查与反馈；

严格招投标管理，严格履行合同义务，

保障供货商合法利益；与供应链伙伴定期

沟通，确保合作关系健康持续发展

供应商培训 每年 双向互动

供应链管理系统 每天 单向

网站、报纸、杂志等 每月 单向

社区社会

支持社会公益活动（献血、捐款、

救助）
按计划 横向

了解大众的需求和隐忧；保持与社区的

沟通并积极回应社区的合理需求；开展

多种社区公益慈善活动；建立志愿者团

队，鼓励员工通过志愿服务回馈社区

社区公益；志愿者服务 社区安排 横向

参加社会的共建活动 半年 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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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规运营 健康发展

守法合规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力诺不断完善依法合规治理，以党建

为统领，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加强内部审计，注重提升员工

法治思维意识，增强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打造文化兴企“软实力”，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

护航。

1、深入学习贯彻新思想 加强党建

力诺党委按照“学懂、弄通、做实”三个阶段明确任务，深入学习宣贯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着力增强“四个意识”，毫不动摇地坚持党

的领导，全面从严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探索“大党建”

理念与企业做强做优紧密结合的党建创新之路。

力诺党委组织情况

一、企业党委职权：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党的基层组织，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引导和监督企业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领导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团结凝聚职工群众，维护各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二、党的基层组织基本任务是：

1、宣传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和执行党中央、上级组织和本组织的决议，充分发挥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创先争优，团结、组织党内外的干部和群众，努力完成本单位所担负的任

务。

2、组织党员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

度化，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学习科学、文化、法律和业务知识。

3、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提高党员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党性，严格党的组

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

4、密切联系群众，经常了解群众对党员、党的工作的批评和意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

5、充分发挥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发现、培养和推荐他们中间的优秀人才。

6、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和培养，做好经常性的发展党员工作。

7、监督党员干部和其他任何工作人员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侵占国家、集体和群众的利

益。

8、教育党员和群众自觉抵制不良倾向，坚决同各种违纪违法行为作斗争。

三、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

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

2019年，基层党组织集中学习15次，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

2019年，力诺党委加强党建制度体系建设，先后制定出台《加强和改进党建工作实

施意见》、《党建工作责任制实施办法》、《基层党组织工作指导手册》、《党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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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及考核评价办法》，推动力诺全面从严治党工作形成管理闭环。

《党组织工作指导手册》

公司推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印发《“两学一做”常态化制度

化实施方案》，开展“攻坚克难强党建 提质增效我争先”主题活动。召开二级单位党组

织书记现场述职评议大会，实现二级单位党委、总支书记现场述职全覆盖。

2、全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实现企业廉洁发展

强化源头治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公司围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目标，坚持从源头入手，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建设，筑牢廉洁“高线” 和纪

律“底线”，形成更为全面、系统的制度体系，为监督执纪提供了工作依据，也为干部员工

提供了共同遵守的规矩和遵循。

深挖资源潜力，强化“大监督”机制出实效。力诺党支部成立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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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领导小组，完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联席会制度，形成了多方参与、专业互补的“大监

督”工作体系，实现监督力量同频共振、同向发力。

累计开展廉洁教育活动 20 余场次，100 余人次参加活动；警示教育活动 3 场次 65 人次参与活动。

3、打造高科技特色企业文化

宣扬企业文化建设的主旋律，使广大干部职工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企业改革发展大局

上来。

加强企业文化工作机制建设：在组织领导机制方面，公司成立企业文化领导小组， 全

面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工作。在工作运行机制方面，协同制定《企业文化建设规划》

并定期进行滚动修订，保证企业文化建设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推进。公司将各单位开

展企业文化建设的情况，纳入管理层绩效考评范围，使企业文化建设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

化。

注重企业文化的与时俱进，强化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公司确立了“真诚 责

任 创新 利他”的核心价值观，并提出“信赖”的企业精神，与时俱进深入人心。

重视贴近实际的企业子文化建设。制定子文化建设方案，重点加大安全文化、质

量文化、廉政文化建设力度；征集企业文化故事，在力诺资讯中开辟企业文化故事专栏， 发

挥企业文化导向、激励、约束、凝聚等方面的作用。依托公司门户网站、内部信息平台等渠

道，并建立公司官方微博或微信，大力宣传公司的成就和实践，使广大员工更加深入地了解

公司的企业文化、发展战略。其次，通过演讲、征文、培训等富有特色的企业文化系列活

动，把员工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企业整体工作部署上来，增强文化的辐射力、感染力和

渗透力，提高广大员工“爱企如家”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发挥企业文化案例的引领和惩戒作用：通过塑造先进典型，挖掘体现新时期力诺 精

神和核心价值理念的模范人物及典型案例，形成企业文化宣传资源。此外，还应注重收

集整理少数破坏公司价值的反面案例，做到从正反两个方面抓好公司企业文化理念的灌

输。

公司编制《经营哲学》，并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大纲”，实现纲举目张、统领企业发

展的目的。高层领导指示相关部门将《经营哲学》分解为若干项文化要素落地要求， 并将这些

要求分解应建立的企业制度流程、改进项目指导各系统工作。企业文化理念在制度流程中有所

体现，让制度流程有了灵魂，同时制度流程也强化了企业文化理念的指导作用。以《经营哲

学》为指导的工作方式，逐渐体现在公司各系统的工作中，《经营哲学》中的理念逐渐成

为公司的特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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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非常重视企业文化日常机制建设及文化管理队伍建设。由行政管理部发起的员

工活动俱乐部，如义工俱乐部等，并正在筹划组建全国文化管理队伍，负责公司文化传

播与执行。

将企业文化向外传递，影响到合作伙伴和其他相关方

实施了企业文化对外传播实施工程，通过会议、宣传媒体、宣传资料、市场走访调

研等方式向供方和合作伙伴以及客户沟通公司的价值观、发展方向和绩效目标；利用供应

商、媒体和经营场所，社会主流媒体、专业媒体资源，向社会各界传递公司企业文化。

公司企业文化体系、建设和传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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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法治力诺”

2020年，力诺加快推动“法治力诺”建设，致力于提升干部员工法治思维能力、依

法治理能力、合规经营能力、规范管理能力和法律工作能力。

对现行规章制度进行全面“体检”，加强内控体系建设，提高风险管理能力，修订

了《三重一大决策制度》、《规章制度管理规定》等重要的基础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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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聚焦核心技术突破 履行产业责任

2020年，力诺面对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复杂形势，积极直面问题和挑战，以调整产

业结构和培育核心能力为抓手，更加注重提升经济效益，整体发展脚步更趋稳健，发展基

础更加扎实。

技术开发能力是公司战略发展的核心，也是确保业务发展、提升竞争优势的关键。

通过不断自主开发技术和产品，不断加强公司的技术势力，建立了强大的技术资源，从

而在行业始终保持技术领先。

公司的技术中心负责专利的申请和申报工作，出台了《专利管理制度》，对专利的

申请者实施激励。对于不具备申请专利条件、但非常实用的小技术小诀窍，则通过内部培

训，经验交流会等方式进行推广。目前公司获得国家专利共57项。

公司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类型

1 低泄露式锅盖阀 ZL201210116151.4 2012.04.12 2014.09.10 发明专利

2 一种大口径高温高压套筒调节阀 ZL201510147286.0 2015.4.1 2018.2.13 发明专利

3 锅盖球阀 ZL200920274685.3 2009.12.5 2010.8.25 实用新型专利

4 气动无卡阻穿透式闸板阀 ZL200920274689.1 2009.12.5 2010.8.25 实用新型专利

5 防气蚀降噪式V 型球阀 ZL201120101001.7 2011.3.31 2011.9.28 实用新型专利

6 直行程式流浆箱稀释水阀 ZL201120147825.8 2011.5.5 2011.12.28 实用新型专利

7 软密封式矿浆阀 ZL201120147822.4 2011.5.5 2011.10.26 实用新型专利

8 气动安全联锁执行器 ZL201220168076.1 2012.04.12 2012.11.28 实用新型专利

9 低泄露式锅盖阀 ZL201220168050.7 2012.4.12 2012.11.28 实用新型专利

10 气动软密封放料阀 ZL201220520368.7 2012.10.09 2013.3.27 实用新型专利

11 气动软密封固体颗粒放料阀 ZL201220520377.6 2012.10.09 2013.3.27 实用新型专利

12 气动穿透式闸板阀 ZL201220754306.2 2012.12.21 2013.06.26 实用新型专利

13 弹簧式套筒双座调节阀 ZL201320632851.9 2013.10.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4 弹簧式套筒双座调节阀 ZL201320632854.2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5 整体式夹套保温球阀 ZL201320632826.0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6 整体式夹套保高温球阀 ZL201320632828.X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7 六口四通球阀 ZL201420329193.0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18 弹簧内压自密封锻钢球阀 ZL201420329162.5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19 卸灰排渣球阀 ZL201420329165.9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20 一种V 型三通调节球阀 ZL201420812106.7 2014.12.22 2015.05.13 实用新型专利

21 充气式密封圆顶球阀 ZL201420812081.0 2014.12.22 2015.05.13 实用新型专利

22 一种大口径高温高压套筒调节阀 ZL201520188092.0 2015.4.1 2015.7.29 实用新型专利

23 防逸散磁动V 型调节球阀 ZL201520466619.1 2015.7.2 2015.11.18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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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类型

24 防逸散磁动蝶阀 ZL201520466753.1 2015.7.2 2015.11.11 实用新型专利

25 防逸散磁动管线固定球阀 ZL201520466706.7 2015.7.2 2015.10.28 实用新型专利

26 防逸散磁动闸阀 ZL201520466754.6 2015.7.2 2015.10.21 实用新型专利

27 实用型单座阀 ZL201620554525.4 2016.6.12 2016.11.16 实用新型专利

28 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620554523.5 2016.6.12 2016.11.02 实用新型专利

29 波纹管调节阀 ZL201720645422.3 2017.6.6 2018.1.12 实用新型专利

30 V 型锥口微小流量单座调节阀 ZL201720886181.1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1 高压双重防护单座调节阀 ZL201720886182.6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2 叠加式大推力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14.X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3 双导向直行程气动活塞式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4.6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4 一种硬碰硬零泄漏蝶阀 ZL201720817471.0 2017.7.7 2018.3.2 实用新型专利

35 矿浆阀 ZL201720886172.2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6 顶装伞型齿轮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5.0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7 新型高压调节阀 ZL201720886115.4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8 超低温球阀 ZL201720980338.7 2017.8.8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9 釜顶放料阀 ZL201720895108.0 2017.7.24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40 内缸筒外活塞气动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3.1 2017.7.21 2018.3.23 实用新型专利

41 一种便于拆卸的电气阀门定位器 ZL201720964212.0 2017.8.3 2018.5.1 实用新型专利

42 一种性能稳定的电气阀门控制器 ZL201720964214.X 2017.8.3 2018.5.1 实用新型专利

43 U 型降噪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58155.0 2017.9.28 2018.4.13 实用新型专利

44 降噪双级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67574.0 2017.9.28 2018.4.27 实用新型专利

45 双阀芯先导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57556.4 2017.9.28 2018.5.8 实用新型专利

46 防冲刷V 型球阀 ZL201820541964.0 2018.4.17 2018.11.27 实用新型专利

47 变径迷宫多级降压笼式调节阀 ZL201821173559.4 2018.7.24 2019.2.19 实用新型专利

48 四刀闸板阀 ZL201820500745.8 2018.4.10 2018.10.30 实用新型专利

49 组合式调节阀 ZL201821174116.7 2018.7.24 2019.2.19 实用新型专利

50 稀释水阀 ZL201130114129.2 2011.5.5 2011.10.9 外观设计专利

51 球阀（V 型） ZL201230223450.9 2012.5.21 2012.11.28 外观设计专利

52 执行器（气动活塞式A） ZL201230665809.8 2012.12.21 2013.05.01 外观设计专利

53 执行器（气动活塞式B） ZL201230665808.3 2012.12.21 2013.05.01 外观设计专利

54 电气阀门定位器壳体 ZL201830400248.6 2018.7.24 2018.12.21 外观设计专利

55 轴流阀 ZL201921055239.3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56 一种矿浆阀阀座防抱死结构 ZL201921055205.4 2019.7.8 2020.4.14 实用新型专利

57 全金属硬密封双向零泄漏三偏心蝶阀 ZL201921056053.X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58 对称双拔叉气动双作用执行机构 ZL201921056031.3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60 对称双拔叉气动单作用执行机构 ZL201921056051.0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61 全密闭闸阀 202021328837.6 2020.07.09 2021.01.01 实用新型

62 一种新型密封闸板阀 202021470873.6 2020.07.23 2021.05.07 实用新型

63 球芯摆离式单阀座球阀 202021471286.9 2020.07.23 2021.04.27 实用新型

64 一种硬密封固定球阀 202021353958.6 2020.07.11 2021.05.04 实用新型

65 可快速维护硬密封蝶阀 202021752226.4 2020.08.20 2021.04.27 实用新型

66 阀门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202021760592.4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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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熔盐用波纹管截止阀 202021759985.3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68 轴封笼式调节阀 202021760520.X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69 釜底放料浮动球阀 202022041245.2 2020.09.17 2021.05.18 实用新型

公司的研发方向应该顺应行业发展的大方向，具有前瞻性，形成“生产一代、储备

一代、研发一代”产品研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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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开放合作 打造共赢产业生态

力诺坚持战略引领与开放合作，积极对接国家战略，充分发挥自身在工业阀门领域

的技术优势，通过整合外部资源，与国内外知名企业、研发机构和政府部门的合作，推动

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持续提升公司影响力和品牌号召力。

1、共同打造工业阀门系统生态圈

公司是自动控制阀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联合科研院所、原辅料供应商、配件外协厂商

等产业链多环节合作伙伴，积极构建工业阀门的产业生态圈，推进产业的快速成熟和部

署，2018 年，公司继续追求与政府、客户、价值链伙伴、同业、公众和谐共生，共同创造价

值、分享成功；公司建立保护客户、供应商权益机制，注重与相关方的沟通与互动， 构筑信

任与合作的基础。注重在企业运营的同时，公司尽可能兼顾相关方的不同需求， 将保护他们

的权益视为自身责任，努力付诸行动。

（1）坚持与供应商保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

公司坚持诚信经营、利益共享、互惠互利的原则，不断完善采购流程与机制。首先，

建立公平、公正的评估体系，尊重供应商的合理报价，维护供应商的产品利益和技术开发

利益。其次，严格招标程序，将监督和防范工作贯穿于发标、投标、询标、评标、决标等

招标全过程，并不断加强员工的廉政教育，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前提下与供应商建立了良

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了公司与供应商的双赢局面。

（2）公司积极树立公司在客户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提升品牌形象。

公司定期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征集客户意见，制定整改措施，有针对性地加以整

改，并完善服务机构配置，提供优质的售前、售中及售后服务，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

务水平，提高客户满意度，保证客户利益。

（3）坚守道德诚信，树立正气形象。

公司非常重视诚信建设以及对反商业贿赂的内部监督，严格执行廉正监察制度，完

善防治商业贿赂的长效机制，严格监控和防范公司或员工与客户和供应商的各类商业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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赂活动，在公司内部树立正气，坚决抵制歪风邪气，严格遵守商业道德和社会公德。同

时，公司不依靠虚假宣传和广告牟利，不侵犯供应商、客户的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等

知识产权。公司荣获浙江省诚信企业。

（4）生态圈打造。

为了打造行业内一流的产业链，力诺一直致力于培养供应商、经销商和企业家人，

这个过程也是力诺文化复制的过程。力诺在与供应商、经销商的合作中，输送的是力诺

理念、价值观，力诺希望产业链上下专注工业阀门领域，携手打造“创高品质、高价值的

中国工业阀门领军品牌”的共同目标。

2、构建高效协同研发体系

“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产业化、产业市场化、市场国际化”是力诺在

自主创新过程中探索实践出的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围绕“五化”发展道路，公司构建形

成开放合作的高效协同研发体系：以国内知名高校和科研院所展开全面战略合作，建设

重点实验室、市级技术中心等。

力诺整合内部创新资源，依托重点实验室，成立创新技术中心，专注于技术标准基础

研发；加强与外部高校、科研机构的开放合作，提升科研水平，增强创新能力；以成就客

户价值提升为目标，推动技术产品开发与市场需求的紧密衔接，紧贴客户核心需求， 提升产

品和服务能力；最后实施以价值回报为导向的知识产权战略，保障成果转化和产业发展。

3、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工业阀门》产品系列是公司的重要产品，营销体系的建立对促进营销服务具有明

显推动作用。力诺坚持布局核心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全球营销布局等高端环节和关键领

域，成功打造形成工业阀门产业链。

伴随持续的技术创新的应用将不仅可以直接为工业阀门业和运营业带来效益增长，

而且将为原材料、生产自动化、信息服务等高端配套产业的发展提供新引擎，推动产业

链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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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视市场 对客户负责

2019年，力诺坚持市场导向，主动作为，全年营业总收入为45244万元，实际缴纳

的税费总额为4029万元。

1、提供优质的产品

力诺秉承用户至上的服务理念，发挥技术优势，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服务和解

决方案，树立品牌。

公司的产品性能稳定提高，产品性能的主要指标按照国际先进水平设定。公司每年

不断增加技术收入，产品性能逐年提升。

公司产品整体质量近年来变化趋势

序号 主要绩效指标 2018 年 2019 年 2020年 变化趋势评价

1 一次交验合格率（%） 97.0 97.5 98.0 逐年提升，趋势良好

2 质量损失率（%） 1.3 1.1 1.1 逐年降低，趋势良好

3 产品质量等级品率（%） 90.5 91.3 91.7 逐年提升，趋势良好

2、高绩效服务

公司坚持以顾客为中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为满足顾客对准时交付的时间要求，

公司从营销、技术、生产和采购等各环节严控时间，按期交货。

公司产品整体服务质量近年来变化趋势

服务绩效指标
绩效水平和趋势

2018 年 2019年 2020

年服务网点数 14 16 17

城市覆盖数 32 35 37

服务及时率 95.0 96.5 96.8

备件及时率 96.0 96.5 96.8

营销服务

营销价值观 崇尚正气、高效执行、开拓创新、合作共赢

营销指导思想 价值营销，以“完全客户体验周期”为核心的营销价值链

渠道创新模式 渠道理念创新，渠道模式创新，运营模式创新

四大服务关爱体系 用户满意度体系，服务技术体系，备件销售体系，服务培训体系

品牌建设 品牌定位差异化、品牌营销四要素

渠道创新
经销商盈利模式创新，网络规划三项原则，金融支持，经销商信用等级管理、EKP

知识管理平台，经销商关键岗位认证

服务关爱 优质服务工程，技术协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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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和服务的特色和创新结果

公司结合多年在控制阀行业的产品经验，持续研发出具符合行业特点和用户需求的

控制阀，如公司研制的矿浆阀，通过与国际泵阀巨头 KSB 的 OEM 配套合作，开始成功

应用于智利各大矿山企业；公司研发的锅盖阀为国产首次成功应用，公司承接了犍为凤

生纸业 DDS 蒸煮工艺 全套控制阀，也是国内企业该工艺首次全套使用国产控制阀，为国

内造纸行业客户提供更为丰 富的控制阀系统解决方案。力诺凭借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质量，先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名牌产品等，获得 69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

件。

应用行业

序号 项目名称 奖项级别

1
法兰式手轮

磁动蝶阀

创新采用磁力传动技术，在格力密封罩中设置内磁体，

即使阀杆旋转处出现泄漏，蝶阀整体也不会泄漏，更加

安全；设计手轮转动；双向多层次硬密封结构；优化自

锁功能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2
水处理双向

密封闸板阀

优化闸板U 型密封装置，弹性U 型密封条双向包覆密

封；改进U 型密封界面设计，自密封防止介质污染；

内置弹簧压紧填料密封，通过圆柱滚子轴承减小阀门

启闭扭矩。

实现新型专利 1 项；浙江

省省级工业新产品（新技

术）

3 JP 适用性调节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4 LK 启动模块化薄膜执行机构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5 CS 高温先导笼式调节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6 ZM 降噪笼式调节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7 釜顶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8 一种高性能矿浆阀 300LB-DN150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9 ZU 降噪笼式调节阀 浙江省省级工业新产品

（新技术）10 模块化波纹管调节阀

11 VI级硬密封蝶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12 锁渣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13 全金属双向硬密封三偏心蝶阀 浙江省科学技术成果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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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关爱员工成长

人才是企业的宝贵财富。力诺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构筑有利于员工价值发挥

的机制和体制，创造平等竞争机会，充分发挥员工自身价值，同时加强科研技术、经营管

理、市场开拓等高素质人才选拔。2020年，公司吸纳就业人数61人，在职员工数645 人。

1、构建分层分类的职业发展通道

针对经营管理人才，建立健全“胜任领导力-专业领导力-运营领导力-战略领导力”

四层级的培养体系；针对专业技术人才，把握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发展规律，推动技术带

头人和首席专家制度，逐步畅通了公司“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主管工程师-主

任工程师-总工程师-资深总工程师-首席总工程师”的专业技术人才发展通道。

人才成长五级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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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途径搭建员工广阔发展平台

公司充分给予员工不断上升的机会，员工可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纵向发展、

横向发展、综合发展”三种职业发展方式。

（2）公司建立职业生涯辅导人制度、动态、常态管理员工发展，不断帮助员工调

校职业阶段性发展。

为增强员工职业规划意识，公司设有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公司运用多种测评工具对

员工进行个人特长、技能评估和职业倾向调查，帮助员工实现自我。

（3）公司多种培训平台，帮助员工实现职业发展

在做好员工职业发展指引的基础上，公司还积极构建多种学习成长平台，帮助员工

实现职业发展，初步形成了职前培训与职后培训并重、职业发展与培训提升良性循环的

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员工职业的快速发展。

2、完善人才培训体系

公司将培训列入到企业发展战略重点，制定了培训管理作业指导书，按照相关管理

体系等标准的要求，不断强化和完善培训管理机制，形成了班组、公司、送外教育培训等

多种方式的培训体系，公司在人力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持。

表 4.4.2-6 完善的培训系统

培训规划

力诺战略 战略部署及资源配置 人力资源规划 培训体系构建 培训需求分析 年度计划

培训

资源

及组

织体

培训资源 任职资格管理 培训 技能发展管理 培训组织体系

 培训计划

 课程地图

开发

 任职资格

评价

 任职资格

 入职三级培训

 上岗资格考核

 力诺商学院

 星级发展

评价

 传帮带

 培训发展团队建设

 专职培训管理团队

 兼职培训管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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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规划

力诺战略 战略部署及资源配置 人力资源规划 培训体系构建 培训需求分析 年度计划

系  培训课件

 供应商资

源

 培训硬件

设施

 信息共享

标准

 导师管理

 职业生涯

规划

 培训有效性评价

 人才梯队建设

 技能鉴定

 技能比武

 内部培训师队伍

 内部考评员队伍

培 训

运 营

体系

培训信息化平台

 E-HR

 在线学习

平台

培训过程标准化

管理

 计划或方

案

 通知发布

 过程管理

 结果测评

培训档案管理
培训预算及经

费管理

培训业务操作流程

 培训管理

 内训师管理

 传帮带管理

 任职资格管理

 导师管理

 知识管理

在培训需求分析方面，公司分为企业长期培训需求分析和年度培训需求分析以及课

程需求分析。

①长期培训需求分析是站在企业长期发展战略目标角度，针对公司五年、十年发展

所需人力资源规划所做的长远人才培养规划。

②年度培训需求分析的方法主要有“企业战略需求分析法”、“年度业务指标分析

法”、“业务领导访谈法”、“员工岗位任职资格差距分析法”等方法。

③课程培训需求分析的方法主要是指通过调研问卷和培训师访谈相互结合，以解决

组织培训目标为基础，分析受训员工的现状和差距，从而使培训变得更有针对性和实用

性。

基于企业战略与员工发展的多级分层式的培训需求分析方法

在人力资源战略的指导下，人力资源部通过对公司战略、业务部门领导的访谈、业

绩差距分析等途径对培训需求进行分析，并依此制定培训计划。

基于系统性的培训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公司的几类培训需求，并采用针对性

的方式满足各类培训需求，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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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培训需求采取的培训形式

需求类型 运作模式 培训形式 关键人才培养

长期人才储备
人才素质提升计划

（学历、专业、技能）

院校联合、网络培训

相结合的学历教育

关键人才识别与定义

班组长：卓越班组长

质量人员：卓越质量管理；TS 五大工具；

质量预防与质量改进

设备管理人员：TPM；设备维修技能培训

技术人员：TS 五大工具；技术管理提升基

层管理人员：全能人才塑造培训等

员工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职业生涯规划
在线学习+任职资格

培训体系

干部晋升培养

后备人才储备

干部领导力培养体

系；素质提升计划等

项目制混合式培养+

行动学习

员工绩效提升 绩效测评、面谈
导师制+培训+绩效面

谈

质量人员培训 质量培训 培训+标杆企业交流

技能人才培训 标准化培训
标准化培训+传帮带+

持证上岗

营销与售后人才培训 培训+认证 培训+参观交流

通用技能 培训+知识管理 力诺商学院

培训实施：采用多种培训教育方式，包括外训、内训、学历培训等；鼓励员工持续

学习，对于员工个人教育培训给予学习补贴；建立了内部培训师队伍并给予精神和物质

上的激励；通过课堂教学、研讨会、角色扮演、案例研究、拓展训练、网络教学等多种方

式开展培训。

培训效果评估：多角度、多层次评估培训效果。每年开展对年度培训效果的评估，

通过培养的人员数量和质量来整体衡量培训工作整体成效。在培训项目/课程效果评估

上，根据培训群体及培训要求差别，采用不同的评估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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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效果评估层级

多元的教育培训形式：产教协同培养人才；力诺商学院；领导力培养计划；国际

化人才培养；大学生融入机制；标准化的一线员工的技能人才培养；精益培训等。

3、尊重人才 保障员工权益

力诺恪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国际劳工公约，依法与员工

签订劳动合同，保障员工平等就业，尊重员工人权，保障员工个人信息和隐私，禁止强迫

劳动。公司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重视人才的吸引、激励和保留，努力为员

工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有竞争力的薪酬和福利待遇。

◆ 推动建立健全反映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及正常增长

机制，强化以岗位价值和业绩贡献为衡量标准的薪酬体系，全面提升收入分配管理水平。

◆ 深入开展多元化中长期激励实践，促进员工价值创造，鼓励增量价值分享，不

断完善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全面激励体系，有效发挥薪酬体系在人才吸引、保留和激励

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 公司除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

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还建立了企业年金、补充医疗保险、意外伤害保险、重

大疾病保险、子女补充医疗保险等保障制度，搭建了员工“微福利”管理平台和“大健

康”福利体系，增强了员工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 公司还为员工安排年度体检、带薪年假、公共健身平台等多项福利措施，鼓励

员工平衡好工作与生活的关系，给员工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保障。

4、激励优秀一线员工

力诺以人为本发展企业，注重树立先进典型，发挥优秀典型的示范、鼓舞和引导作

用，一批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甘于奉献的一线工程师、技术骨干、业务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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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和道德模范相继涌现，在他们的带动下，公司全体员工发扬主人翁意识，参与企业建

设的热情高涨。

力诺每年度开展文化激励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评选，表彰对公司转型发展有突出

贡献的团队和个人，发挥先进企业文化的激励和鼓舞作用。

5、关爱困难职工和青年员工

公司设立帮扶基金，根据使用原则，每年度对一线员工开展“送温暖”活动，共计

帮扶人数20余人，帮扶金额达14万元。

◆ 关爱老党员和生活困难职工：2020年春节、七一前夕，公司领导带队对老党员、

生活困难的员工进行走访、慰问、帮扶。

◆ 关爱青年员工：公司组织各类竞赛、培训活动鼓励员工成长，近三年来共计200

人次参与，发放奖励十余万元；同时组织各种交友联谊活动，丰富青年员工的文化生活， 共

计参加120人次。

6、重视员工健康与安全

（1）深化职工健康工程

力诺重视员工健康，通过多种举措，增强员工的健康意识，引导员工强身健体，以

健康的体魄和心态投入到工作中。

公司每年度举办健康日主题活动及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充分利用“职工之家”活

动中心增强工会活力，号召公司员工利用空闲时间积极健身，深化员工健康工程，平衡

工作和生活。

（2）创造适宜、可靠、规范的安全生产环境

2020年，公司持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完善、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体

系，积极开展安全风险管理工作，切实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

典型举措：

● 编制印发了安全生产管理手册，切实推动主体责任落实；修订印发生产安全事故

综合应急预案，保持应急预案的完善性、实用性；修订印发安全生产考核细则，补充、细

化考核标准。

● 切实开展针对岁末年初、重大节日及会议期间的安全大检查，排查事故隐患，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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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检查通报，事故隐患均已督促治理到位。

● 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展板、宣教片、培训等形式开展宣传工作。

● 开展消防安全的宣传和制度落实，提高员工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力

诺2020年全年未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出现因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导致的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7月 安全知识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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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创新科技 构建绿色环境

2020年，力诺坚持“节能低碳，绿色发展”的原则，立足实际，从宣传教育、技术

创新、科学管理等方面开展了各项节能减排工作，积极开发设备节能环保技术，持续建设

绿色供应链，扎实做好科研办公节能降耗，切实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2020年共投入36

万元用于节能减排工作。

4月 绿色公益活动

1、打造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

力诺作为创新型高科技企业，将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紧密结合，致力于开发绿色技

术，打造绿色产品和解决方案，支撑、帮助用户节能减排。

2、构建绿色供应链

力诺积极推进包括绿色制造、绿色物流等的绿色供应链建设，通过生产设备节能改

造、扩大绿色包装比例、开展物流外部合作、优化生产工艺技术等措施，有力推动了供

应链环节的节能和减排。

◆公司在自研产品生产方面，始终将低碳理念贯穿于整个产品设计、生产过程之中。

采购的原辅料、外协件都需要进行成分分析，确保符合生产加工及销售要求；设计开发过程

运用FMEA进行分析，识别潜在失效模式及风险评估；通过向供应商输出技术，帮扶供应商生

产过程的节能与效率，以生产出更多符合绿色环保要求的产品。

◆公司以打造智能制造示范企业为目标，加快管理手段创新工作，开发智能加工设

备、申请智能制造项目，建立积极有效的绿色智能制造体系。另外，改善始终遵循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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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从源头减少废物增

加量，从生产过程考虑，以实现产品生命周期成本总和最小化为目的进行技术创新。

3、以精细化管理促进节能减排

公司始终把环境保护作为公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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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不断的技术革新，降低了能源、资源

的消耗，同时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公司拥有完善的组织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污染治理

工作效果显著、运行规范，并致力于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要求来指导完善公司的环

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公司积极响应环保部门有关要求，淘汰老旧设备、高能耗设备，更换为低排放、

绿色高效率的设备，消减了排放浓度，能耗较上年有较大减少。

◆ 2020年，公司噪声检测值为55分贝，符合三级排放标准，比2019年减少3分贝，

废水减少100余吨，基本无废气排放，万元产值能耗降低0.004吨标准煤，比2019年下降

5.2%。

◆ 2020年成功引进行业最先进的全自动生产设备，实现在线检测。一条生产线可

使车间人员减少9人，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20%，使生产过程无粉尘，并减少废料排放。

◆公司通过宣传栏、内部报刊、横幅等形式，不断增强员工节能降耗、环境保护的意

识，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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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建立了

一套完整ERP、OA办公系统资源管理系统软件，通过无纸化办公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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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晒鼓以旧换新等，节约了大量纸张、墨盒消

耗，减少资源占用。

◆在日常生产过程中，公司对可利用和不可利用废弃物分别进行回收和集中处理，

对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油统一收集，聘请有资质的废弃物处理公司进行统一回收处理，

严格按国家环保要求操作，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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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促民生 关注社会和谐发展

作为社会家庭的一员，力诺始终坚持回报社会的理念，不仅推行先进技术与解决方

案提升广大用户对产品高性能的需求，更积极热心参与社区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

展。在公司公益文化的影响下，全员积极践行“卓越公民”，每年度通过积极献血、开展

志愿者服务等，做卓越企业，做卓越公民。

重点公益支持领域

类别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行业建设 12万 15万 16万

区域发展 5万 5万 5万

慈善事业 5万 5万 5万

志愿者活动 29人次 25人次 26人次

献血 15人次 15人次 15人次

1、扶贫减困 共赢小康时代

多年来，力诺积极践行“结对子”工作，帮助改善受助地区经济发展条件，提高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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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人民生活水平。针对对口单位的资源特色和发展现状，公司制定扶贫规划，提供扶贫资

金，逐步落实扶贫项目，深入地帮助解决贫困问题。

2、科学帮扶：增强造血能力

力诺通过加大技术和管理输出，帮助地区配套产业链供应商体术提升、管理提升， 共投入

7万元，用于供应商帮扶培训，通过系列帮扶，核心供应商企业们共计新增雇员10余名，并

且通过技术提升、质量提升和管理提升源源不断从力诺等企业获得更多订单， 推动企业健康有

序发展。

3、教育输出：扶智+扶志并举

公司确立行业支持、慈善、扶贫助学为公益支持的重点，每年度向行业协会通过支持

技术开发、赞助行业会议、向温州市慈善总会、瑞安市慈善总会捐赠等方式实现社会责任。

公司高层领导率先垂范，积极参与扶贫、与贫困学生结对子等方式奉献爱心。

4、慈善捐赠：撒播关爱温情

每年度公司参与温州瑞安市慈善捐赠活动，2020年捐赠5万元，传播公益理念，撒

播关爱温情。

5、志愿服务 关心社会弱势群体

公司成立“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不断拓展志愿服务领域。至今，公司已涌现出一大

批热心公益事业的员工，长期对口社会公益组织，开展捐款、捐献图书衣物等活动， 关心

关怀社会弱势群体。自2015年起，公司志愿服务者援助贫困学生，提供爱心助学金， 帮助他

们顺利完成了初中学业。后续为了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解除学习上的后顾之忧， 公司员工再

次为该校贫困学生捐资助学，奉献爱心，传递正能量。

6、培养、培训高学历人才

公司以“奖学金”、“带薪学习”等方式鼓励公司管理团队、技术人员等参与学历、

EMBA等培训提升，以提高人才素养，加大公司高学历人才比例。

（1）校企合作开展工程实践实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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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诺整合公司内外部教育资源，多维度探索工程教育和校企合作的新模式。2020年，

力诺与浙江工业大学，开展在校本科学生工程实践实训，接待十余名大学生参加工程实践

实训；同时，力诺讲师进入职业技术学院，在学校内开展学生工程实践实训，助力高校学子

积累社会经验和提升专业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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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培养高学历人才

力诺近四年累计招聘大学生35余人，为公司、培养了大量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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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实现股东权益

1、公司快速稳健发展，良好经营业绩保护股东利益。

2020年度，公司实现产品销售额46976万元，利润总额为7114万元。

2、规范的公司治理，形成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建立了规范的公司

治理结构，不断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形成权力机构、决策机构、监督机构与

经理层之间有效制衡的法人治理结构。股东会享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合法权

力，依法行使确定公司经营方针、重大筹资、投资、利润分配等重大事项的职权。董事会对

股东会负责，依法行使公司的经营决策权。监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监督公司董事和其他高级

管理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三会”运作不断规范，制度不断健全完善， 形成了一整套相互制

衡、行之有效的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体系。公司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根本上保障了股东

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2019年度,公司召开1次股东会议、2次董事会会议、和2次监事会。公司

“三会”的召集、通知、召开、审议事项、表决程序及决议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公平对待所有股东，确保股东充分享有法律、法规、规章所规定的各项合法权

益。

3、持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遵循根据相关法律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运行状况，修订了各项规章制度，不

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体系，进一步规范公司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

平。公司在加强各项制度建设，完善公司决策程序，保护股东的利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

作，忠实勤勉地履行了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时刻关注监管部门出台的最新法规和规章，对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持续完

善。通过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切实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同时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对

公司的业务流程及经营管理各层面、各环节的控制制度进行了不断的完善与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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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语

展望

实施社会责任管理是力诺适应全球企业发展潮流，提升企业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重要

举措。作为工业阀门领域的领先企业，力诺学习和借鉴国际一流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

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提升企业综合实力的重要途径，积极应对各种机遇和挑战，推进企

业科学发展，为打造工业阀门领域具有特色和独特竞争力的企业，推动民族高科技产业高

速发展和真正实现“中国创造”而不懈努力。

读者反馈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阅读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企业社会责任

报告。

报告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存在瑕疵和疏漏之处，我们十分愿意倾听您的意见和建议，

帮助我们持续改进报告编制方式和社会责任工作表现。

联系我们

本报告为中文版。若需获取纸质报告，请联系：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77-58807181

传真：0577-65386988

E-Mail：linuo@linuovalve.com

同时，您可以在力诺网站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文档，网址为：

http:www.linuovalve.com

地址：浙江省温州瑞安市高新技术（阁巷）园区围一路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日期：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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