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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报告

本报告阐述了公司在 2019 年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披露了

公司履行经济、环境和社会方面责任的理念、实践和成绩。

 时间范围

报告的时间跨度为 2019年 1月 1 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部分

内容超出上述范围。

 本报告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中含义如下：公司、本公司均

指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及子公司。

 发布周期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为年度报告。

 数据说明

除特殊说明外，本报告所引用的数据均来自公司正式文件、统计

报告和公开文件。

 货币

本报告所使用的货币单位为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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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董事长致辞

阳谷华泰是专业从事橡胶助剂研发、制造与销售的行业骨干企

业，以“为世界橡胶工业服务”为宗旨，坚持“绿色华泰、科技华泰”

的经营理念，二十年来，阳谷华泰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奋勇前进、

开拓创新，创造了显著的质量优势、规模优势、品牌优势。

公司以客户满意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以高质量的产品、诚信的态

度、高效的服务不断地争取客户，创造客户，赢得客户的认可与支持。

公司以科研创新为引擎，以绿色环保为旗帜，不断加强产品和服

务的创新，努力达到为世界橡胶行业提供全方位、高品质产品和服务

的终极目标。

今后，阳谷华泰将继续坚持“华泰人，做精品”的产品理念，希

望与客户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与交流，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互利共

赢。

董事长：王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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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简介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是橡胶助剂专业生产厂家，创立

于 1994年，属于股份制民营企业。阳谷华泰是中国橡胶助剂行业骨

干企业，中国橡胶工业协会橡胶助剂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单位，“第四

批国家级绿色工厂”企业。

2010 年公司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挂牌上市，是橡胶助剂行

业国内第一家 A 股上市企业。公司现有总资产 21.4亿元，2019年营

业收入 20.1亿元，利税 2.8亿元。

公司产品年总产能 18万吨，主要包括标准橡胶化学品、预分散

橡胶化学品、不溶性硫磺、加工助剂、橡胶防护蜡、树脂类等六大产

品体系，其中橡胶防焦剂 CTP 产销量连续十几年稳居世界第一位，被

工信部评为“单项冠军产品”。

阳谷华泰坚持“华泰人，做精品”的产品理念，推行全员参与、

精益生产和全面质量管理，公司 1998 年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2005年通过了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及 GB/T28001

（O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5 年公司通过了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拥有行业内唯一的国家级研究中心——“国家橡胶助剂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专业研发人员 120人左右，具备从剖析、合成、评

价、分析等完善的研发创新能力，设立了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公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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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已获授权专利 62 件，其中发明专利 42 件。

旗下检测中心通过了 CNAS实验室认证，可开展国家认可的权威检测

服务。

公司积极推动橡胶助剂产品的绿色环保进程，坚持橡胶助剂生产

的可持续发展，国研中心自主研发的多效蒸发（MVR）+生化处理技

术，彻底解决了高盐废水处理难题，该项目被列入“2008 年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并在全行业内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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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文化

 经营宗旨：为世界橡胶工业服务

 经营理念：科技华泰 绿色华泰

 产品理念：华泰人做精品

 服务理念：最优质的产品及服务，最合理的价格

四、发展历程

1994 年 阳谷华泰成立，专注于橡胶防焦剂 CTP 生产和销售

1998 年 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1999 年 开发并生产锌皂类加工助剂

2003 年 开发并生产橡胶促进剂 NS，进入促进剂领域

2005 年 获得 ISO14001、GB/T28001 管理体系认证

2007 年 经国家科技部批准，成立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08 年 开发并生产预分散母胶粒/片

2008 年 获得首批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2010 年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0 年 在东营河口区成立子公司山东戴瑞克新材料有限公司

2011 年 开发并生产高性能橡胶防护蜡

2012 年 开发并生产高分散不溶性硫磺和间苯二酚粘合树脂

2012 年 清洁生产工艺促进剂 M生产线试车成功

2013 年 开发并生产硫化促进剂 TBSI 和均匀剂

2014 年 氧气氧化法 NS生产线试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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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成功开发促进剂 DTDC

2015 年 获得 ISO/TS16949 智联管理体系认证

2016 年 成功开发 TB710、TBzTD、HT918

2017 年 成功开发 RA-65

2018 年 成功开发 HTS、AR-59、AR-60、AR-50

2019 年 连续法不溶性硫磺投产

五、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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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所获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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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OHSAS 18001 ISO 14001

IATF/TS16949 ISO 9001

目前我公司现在已有 11 项产品已通过或即将通过 REACH 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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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 16949 体系认证以及三合一；ISO9001 换版已于 2017 年完成

认证；IATF16949换版于 2018 年完成认证。

八、合作交流

公司积极与客户展开研发平台对接，与多家世界知名轮胎企业签

署了战略合作或技术研发合作协议。米其林亚洲唯一的预分散助剂代

工商；佳通 2013 年最佳供应商；倍耐力全球最佳合作伙伴；倍耐力

亚洲唯一助剂联合开发伙伴；玲珑轮胎战略合作伙伴、“绿色供应链”

合格绿色供应商；正新橡胶战略合作伙伴；赛轮金宇集团战略合作伙

伴；红豆集团优秀供应商。

以阳谷华泰为依托组建的国家橡胶助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是我

国橡胶助剂行业唯一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致力于开展行业发

展的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开发。拥有包括院士、泰山学者在内的一大

批行业权威专家和中高级职称科研人员组成的高水平科研开发团队，

并与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等十几所高等院所建立

技术协作关系。与山东省科学院、青岛科技大学、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聊城大学建立了四个合作实验室，先后开展了橡胶助剂领域内的基础

研究、前沿技术研究和社会公益性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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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品牌建设、布局全球

 品牌建设：

用最优质的产品及服务，

以客户的需求为导向，打

造阳谷华泰品牌。

 全球布局：

2012 年设立印度分公司

2016 年设立美国分公司

2019 年建立欧洲生产工厂。

山东省化工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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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企业社会责任治理

为了更好的推进公司履行社会责任，公司制定了社会责任战略，

建立了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与公司发战略相结合，以促进公司在经济、

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健康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公司秉承诚信为本、诚信于社会、诚信于

合作伙伴、诚信于用户、诚信于企业、诚信于员工的理念。

企业社会责任治理体系----公司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企业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领导小组，通过有效决策和监督落实，为公司全面

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目标--公司将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成为社会责

任治理示范企业。

十一、绿色发展，布局环保

公司相继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对周边环境和职工健康安全等各方

面都起到了保护作用。阳谷华泰长期致力于绿色工业与环境自然的和

谐发展。针对橡胶助剂废水含 COD 高、含盐高，难生化的问题，自主

开发蒸发＋复合生化组合工艺，将 COD 指标稳定控制在 50mg/L 左右。

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感能够引发科技创新，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降

低污染的产生，使企业更具长远竞争优势。提高环保意识，增加环保

投入，注重节能减排，自主创新新技术是企业长远生存与发展的基本

战略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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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绿色环保理念在有效执行，公司董事长王文博先生带领全

体高层根据环保形势和公司内部情况，共同制定了阳谷华泰环保布局

图，如图：

来源 处理工艺 投资及布局

水

高盐有机废水

MVR

多效蒸发

6 套

废水投

资

和运营

已达 2亿
元蒸发出水 生化 5 套

气

低沸点溶剂 深度冷冻 投资 1000万

硫化氢 克劳斯炉 投资 3000万

废气收集系统

RCO、RTO

蓄热焚烧

投资 2000万元

渣

危废 外协处理 3000-6000元/吨

固废 固废焚烧炉 投资 4000万

环保理念：

始终秉承科学发展、科学兴企的理

念，把发展经济、保护环境、造福人

民作为宗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开

辟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环保方针：

遵纪守法、污染防

治，打造绿色助剂产

品。



14

环保设施图片

这是我们环保设施的部分图片，分别是 MVR 蒸发、多效蒸发图片，

RCO 焚烧装置图片，深度冷冻回收图片，最低温度到零下 120 摄氏度，

生化处理图片，实现了全密闭收集和异味处理。

十二、强化意识，安全生产

为进一步完善安全作业，避免和减少事故的发生，确保安全生产

工作的长周期运行，定期开展隐患排查、安全教育培训等工作，确保

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截至目前，全公司无人员死亡事故、

无重伤以上事故发生，无火灾、爆炸事故发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1.强化培训教育，提高员工安全素质

我公司高度重视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始终把教育培训为提高员工

MVR/多效蒸发 RCO 蓄热焚烧

深度冷冻（-120℃） 生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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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素质的有效措施之一。针对从业人员不同岗位，分别制订了详细

的年度教育培训计划，明确了培训时间、培训内容和培训方式。特别

是安全生产月的坚持举办，定期举行中高层安全培训、班组长管理能

力培训以及全员安全素质提升培训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强化公司全

体员工的安全意识，提高了员工的安全技能。

2.“安全生产月”活动强力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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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这一主题，举办了第四届“华

泰杯”危险化学品安全知识竞赛、亲情呼唤安全教育等活动。亲情安

全教育增加了员工家属对亲人工作环境的了解，增强了员工和家庭成

员的安全意识，增进了员工与公司的感情，强化了员工的归属感。今

后，阳谷华泰将一如即往，本着“安全工作、快乐生活”的理念，开

展丰富多彩的安全教育活动，筑牢“父母恩、夫妻爱、子女情”的安

全亲情防线。通过安全知识竞赛活动，提升了全体员工的安全文化素

质，让参赛选手、观赛人员，甚至公司全体人员充分认识到安全生产

的重要性，提高全体员工的安全素养，使员工能切实将自身安全放到

工作和生活中的首位。

3.狠抓隐患排查治理

公司安全管理坚持关口前移，重心下移，把工作重点放在治理隐

患、防范事故上。认真组织开展日常检查、周检查、月检查，开展专

业、综合、季节、节假日等专项安全检查活动，为确保检查的专业性，

我们还实行专家查隐患制度，对查出的隐患严格“五落实”制度，建

立隐患治理台账，按期对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和整改质量进行跟踪考

核，直至问题得到消除或有效控制。

4.加强危险化学品和特种设备管理

各部门均将本部门管理的危险化学品进行分类存放，存放地点全

部有明确标识，都有具体的操作规程上墙。按照最新重大危险源辨识，

确定了我公司的氯气仓库为重大危险源，编制了应急预案、配备了应

急救援器材、设置了视频监控。针对我公司危险化学品危险特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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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设置了不同的应急救援器材，并定期组织人员进行应急预案演练。

按照特种设备管理的要求，我们制定的相关的控制措施，对特种设备

操作人员进行了相关的培训，取得了相应的资质。

5.安全培训及安全文化建设

利用每周一次的例会学习时间，组织职工学习安全知识，并要求

职工把所学的内容不仅要写在纸上，更要落实在实际工作上；同时还

开展了安全演讲比赛、安全漫画展览、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等一

系列活动，每月出台 1 期“安全伴我行”不断增强员工的安全意识，

提高自我防护能力。

6.加强职业健康安全和有毒有害岗位管理

按照新的要求确定了有毒有害岗位，并按照国家规定对车间和不

同岗位进行了粉尘和噪声方面的检测，检测，并将检测结果及时公布

出来。检测结果为我们的职业健康卫生管理提供了必要的依据，同时

对有接触有毒有害岗位的职工进行了健康查体，建立了健康查体档

案，以此制定了相关的控制措施，发放了必须的劳保防护用品，并且

制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达到了法律法规的要求。

仅在 2019 年全年公司安全部门共组织安全检查 2000 余次，采用

大小培训相结合的培训管理制度，培训 1500 余次，并运用考试的方

式检查员工的培训质量，对于不合格者将加大对其培训的力度，真正

做到安全上岗、安全操作，安全意识牢记于心。

十三、服务与品质

（一） 产品质量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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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严格遵守有关的法律法规，执行产品企业标准，坚决做

到以优质的产品、真诚的售后服务来回报广大客户群体对阳谷华泰产

品的信任和支持。公司生产的产品具有严格的工序和成品检验程序，

并出具检验报告，向用户提供产品的检测数据试验报告。对于出厂交

付的产品质量承担保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在产品

服务过程中我们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及合同认真履行我们的责任和义

务，所提供的产品保证符合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二）产品召回情况

由于实行严格的出厂质量管理，多年以来我们的产品从未发生过

因质量或服务问题而产生的产品召回情况。当确因产品质量安全需要

召回时，我们承诺严格按照召回程序，召回问题产品，避免客户和消

费者的损失。

十四、经营以人为本，筑造平安幸福华泰

员工是企业的最大财富，公司的管理、执行、营销、研发、制造、

服务需要员工来落实，企业软实力更是需要通过员工来实现，员工是

企业辉煌发展的基石。我们用人的理念就是“吸纳人才、关爱人才、

善用人才、发展人才”，“企业发展靠职工”，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体现在具体的实际行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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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员工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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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福利待遇

（三）晋升体系

公司着眼于企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建立员工职业生涯发展体

系，实行“多通道”的职业发展路径，为员工提供成长机会和发展通

道；为打造公平公正的员工选拔机制，我们出台了《行政人员职业规

划》、《科研人员待遇管理办法》、《车间职工晋升管理办法》，助

力员工快速成长和发展。

节假日福利

福利待遇

集体旅游

高温补贴

定期培训

五险一金

工伤、养老、

医疗、生育、

失业、公积金

带薪年假

工作满一年可

享受

免费住宿

职工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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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员工薪酬

2019 年度公司人均薪酬持续保持一定比例的增长，特别是一线

员工每年薪酬增长比例均超过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实现社保全

员覆盖，不仅是为了合法用工，更是体现了公司“以人为本”的管理

理念，让员工有所保障。公司每年不仅在妇女节、中秋节、春节这些

传统节日给员工发放过节补贴，在高温季节还给员工发放防暑用品和

劳保用品，让员工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公司给予的关怀。

（五）员工发展

考虑到企业的整体发展，为把职工的发展和企业发展紧密联系起

来，给员工特别是基层员工制定了多样全面的培训计划，包括新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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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制度培训和岗位培训、质量体系内审员培训、特殊工种和设备

操作人员操作技能培训、安全消防知识培训等， 提高员工的个人素

质和操作技能，建立学习型的企业。

（六）员工活动

公司每年都会开展丰富多彩的问题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

为员工提供展示才华和个性的舞台，增进彼此间的情谊；通过这些活

动，营造了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增强了企业凝聚力。

元旦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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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阿联酋旅行

25 周年厂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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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赛 羽毛球赛

中秋节福利 三八妇女节活动

十五、专注公益事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社会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企业应当通过社会公益事业投入

回馈社会，从而提升企业的形象和消费者认同感，实现企业和社会之

间的双赢。公司在发展经济的同时，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密切关

注民生和社会进步。

本着“致富思源、反哺社会”的精神，积极承担科研项目，解决

行业难题；在环保方面不惜以增加生产成本为代价，将各项环保指标

始终优于国家要求，并将大量资金投资于环保设施建设；积极参加普

法宣传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为地方公益设施建设慷慨解囊，参加各

种救助，并捐款 50万元给慈善总会，以及为本县活动提供赞助，组

织职工无偿献血，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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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企业愿景

阳谷华泰将继续秉承“为世界橡胶工业服务”的宗旨，坚持“科

技华泰、绿色华泰”的经营理念，志在成为行业最绿色与最具备科研

创新能力的企业，集高品质、全系列、一揽子供应方案的行业龙头。

山东阳谷华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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