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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秉承“上海制造  航空标准”的发展目标，在追

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诚信对待、尊重和维护其他相关利益者的合

法权益，努力推进环境保护，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自身发展推动行业和地

方经济发展，促进公司与全社会的和谐、健康、可持续发展，秉承客户、供应商、

员工的利益和价值，强调环境、社会的最大化贡献。企业在2018年初从战略定位

角度，明确了未来的社会责任目标，并且将目标纳入企业的战略之中，通过全体

员工、社区乃至行业来积极履行社会职责。

本报告全面反映了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2018年元月1日到年底

12月31日期间，结合本单位现阶段优化制度、规范标准，在履行员工责任、经济

责任、诚信责任、社区责任和环境责任等社会责任方面所做的工作。部分内容因

工作延续性超出了上述时间段。

本报告以《上海市文明单位社会责任报告指导手册（修订版）》为编制依据，

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编制，是公司首次对外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公司虚心接

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断改进，以期更好。

公司陈述

Company statement



公司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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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奉贤区南桥镇杨王工业园区，主要从事高性能

机械零部件及金属材料改性加工，为客户提供机械零件研发设计、金属材料供应销

售、金属材料改性加工、金属材料性能检测、机械零件加工制造、机械部件生产制造

等一站式生产制造服务。公司成立于2006年，成立初期，主要从事机械零部件和模

具等金属材料改性加工，2017年开始，企业转型升级，充分利用公司在金属材料改

性加工方面的技术优势，转型升级为高性能机械零部件整体方案供应商，在2018年

整合了一家内啮合齿轮泵企业。

        公司于2014年通过“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评审，2015年通过了IATF16949国际

汽车行业质量标准体系认证，2016年通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2017年通过安全生产

标准化二级评审，2018年3月通过AS9100D航空航天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8年7月

通过ISO14001:2015/OHSAS18001:2007环境和职业健康管理体系认证，2018年

10月通过能源管理体系认证，2018年11月通过了知识产权贯标体系审核。是上海市

奉贤区“平安单位”、“安全生产工作先进集体”、“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文明单位”、

“非公企业党建示范点”、“企业文化建设示范点”，是“上海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

Company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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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公司营收、利润、缴税规模均稳步增长，2018年实现产值3600余万元，利润700余万元，缴税400余万元，
较上一年度均有30%以上的增长。

服务业绩
Service performance

完美品质    周全服务

经营理念
Experience concept

高性能机械零部件整体方案供应商

企业定位
Enterprise positioning

公司经过10多年的沉淀，2018年

顺利实现企业转型升级发展，这些离

不开各级领导、各位客户、朋友们对

我们企业的关心和厚爱。我们企业具

有金属材料改性技术基础优势，不断

引进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和专业

技术人才，围绕金属材料产业链开展

系列服务。

领导寄语
Leadership message

近年来，企业不断通过各种管理

体系认证，进行规范化企业管理，坚

持以客户为中心，抓好产品品质，优

化客户服务。提倡大胆创新，发扬企

业工匠精神，促进企业持续快速向前

发展。上海朋泰将打造一个高端制造

平台，不断引进各种新项目，进一步

扩大企业转型发展的步伐，以“上海

制造、航空标准”为目标努力实现企

业向高端化、智能化、信息化、绿色化

方向发展，全面提高企业发展的质

量，为社会创造更高价值。

公司概况
Company  profile

产值
1833.69

利润
113.71

税收
209.99

产值
2704.83

利润
465.79 税收

317.6

产值
3619.9

利润
760.45

税收
4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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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情况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责任是对自己所负使命的忠诚和信守，责任是对自己工作的出色完成，责任是忘我的坚守，责任是人性

的代价，责任是一种使命！一个没有责任心的员工，怎么能为企业保驾护航？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个优秀的团队，我们每位员工有着强烈的责任心，使我们抓住了一个又一个的机遇，使我们赢得了市场。

如果把我们的企业比作是一艘船，那么所有的员工都要承担起责任，认真关注每一个不可忽视的细节。

只有企业这艘大船乘风破浪，驶向成功的彼岸时，我们每一位员工的理想才能得以实现。

员工的教育对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企业坚持“以需求为导向、以学员为中心、以技能为本位”

的学习原则，分级、分类、分层组织开展各类教育培训。为进一步加强企业教育培训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整

合员工教育培训资源，加大员工教育培训力度，2018年公司共完成日常培训活动150次，全年总计完成培训

课时150小时，其中内部培训课时110小时，外部培训课时 40小时，人均培训课时60小时；根据公司需要，开

展各类外部培训活动共计20余项；共计产生培训费用20余万元。

公司配备专职的培训督导人员，同时修订完善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如《师带徒管理制度》、《培训管理制

度》等，并且与培训机构签定了培训合作协议，把员工教育培训工作作为一项日常的重点工作来抓，形成了

领导亲自抓、各个部门合力抓的良好势态。2018年公司为员工举办了金属材料理论知识、车床操作、加工中

心编程技能比武大赛，活动受到了员工的热烈响应和参与。

员工责任
Employees responsibility

员工教育
Employee education

参观奉贤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文展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弘扬团队合作精神，每年组织员工开展拓展培训，2018年12月组

织党员和职工代表参观奉贤区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图文展，加深对祖国的发展认识，勉励自己“砥砺

奋进 不忘初心”。 

员工教育
Employee education

 金属材料理论知识、车床操作技能比武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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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情况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充分就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上

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响应国家稳定

就业号召，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要，2018年吸

纳社会劳动力20余名，对退役军人择优录取，

其中转业军人3名。在促进就业的同时，企业的

人才资源也得到了合理配置。对新招录的员

工，开展入职培训，内容包括：公司介绍、企业

文化、组织架构、员工手册、岗位说明书、作业

指导书等，及时与每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党员、转业军人照片墙

党员风采

员工录用
Employee recruitment

权益保护
Equity protection

企业是社会的细胞，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按时足额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

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业务。

2018年工会将全体在职职工吸纳为工会会员，共同参与企业建设。工会紧紧围绕稳定与发展，积极组织职

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完成工会选举工作；认真搞好平等协商，落实劳动合同和集体劳动合同制度，积极完善

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使广大职工明确公司的发展方向和前景，互相增进理解，达成共识、凝聚人心，同时树立危

机意识、竞争意识，转变工作态度，激发职工的聪明才智，为公司持续、稳定发展寻找对策，为企业领导决策提

供依据；工会还协助开展了“合理化建议”等献计献策活动，广纳良言，为企业发展征集好建议、好点子，推动公

司持续健康发展。企业每年还为职工安排健康体检、高温天气发放高温补贴，并为职工送去防暑降温用品、邀

请员工参加企业年会活动等。为进一步维护职工权益，同时企业建立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如《员工手册》、《职

工体检制度》等。

组织员工培训 邀请员工参加企业年会活动

领导为职工送去防暑降温用品 员工活动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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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报告情况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在充分考虑生产工序和工作环境中可能

存在的涉及人身安全与健康因素的基础上，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了安全管理

委员会，并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

司自身情况，修订完善了《岗位说明书》、《作

业指导书》等。为了进一步健全安全生产管理

体制、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制，企业要求每位员

工定岗定职，持证上岗。

每年年初为特殊工种人员提供职业病体

检。同时企业配备了2名安全生产管理员，2名

红十字救护人员，得到了员工的认可与好评。
2018年部分人员职业病体检报告

安全生产管理员证书

红十字技能讲座

厂区安全提示标语

安全培训

安全保护
Security protection

经济与服务责任
Economic and service responsibility

Product and Service
产品与服务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立足自身发展，加强内部成本核算和项目预算管理，经济效益

持续得到增长。2018年全年主营业务收入3620万元，人均产值40万元。公司产品服务可广泛应

用于航天航空、新能源汽车、高铁、军工船舶、高端装备等相关领域。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以“上海制造、航空标准”为目标，努力实现企业向高端化、智能

化、信息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全面提高企业发展的质量。目前已形成三大产业领域：金属材料改

性、高性能机械零部件、高性能液压零部件及齿轮泵生产制造。

公司企业注重科技创新，已建成完善的国际级产品研发体系和创新体系，并建立了一系列创

新管理制度、新产品研发计划。现已拥有实用新型专利授权27项，发明专利授权1项。

产品示范图

产品应用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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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Cooperation between relevant parties
Responsibility for customer equity

14 15

相关方合作

互利双赢、稳步发展是建立良好市场的前提。对供应链伙伴的负责体现了企

业对社会的承诺，这不仅是企业对自身的要求，更是对社会责任的鼎力承担。上

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先后与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理工

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院校建立相关合作，通过多年的努力，公司建立起一支机

械设计及自动化专业高技术专业人才队伍，结合计算机信息技术，针对不同需

求客户提供个性化机械零件设计研发服务，在机械部件的研发设计中，具备综

合考虑设备的性能、需要的强度、产品寿命、功效等动态指标能力。

企业一直积极致力于推动可持续发展，为客户提供可持续的创新服务并通

过广泛多样的合作项目，帮助提高行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水平。

产学研合作  

对客户权益的责任

公司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实际需求为导

向，严格按照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打造规范

的质量控制系统，采取细致入微的质量控制措施，为

客户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建立客服团队，对专业

的技术问题成立攻关小组，分析并制定客户认可的

改善方案进行改善。

客服服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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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Responsibility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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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责任
Fiduciary duties

诚信是立人之本。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信用经济时代”。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深知诚信建设的重要性，只有更好地履行社会职责才能更好地促

进企业的和谐与事业的发展。积极践行诚实守信的营商原则，所有与合作伙伴的款项往来都

及时、足额、无投诉和零拖欠。

公司自成立伊始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及行业规则，全年无违法、违规

事件发生。邀请律所专家到公司积极普及法律知识，为员工开展学法守法、法制宣传教育，构

建良好和谐的企业氛围。

诚信资质证书 邀请律所专家到公司普及法律知识

党员微心愿认领 东方美谷风雨彩虹圆梦行动

百企对百村活动 圆学圆梦

社区责任
Community responsibility

Charity and public welfare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积极在社区共建、扶贫帮困、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应尽

的义务，力求为社会和谐发展作出绵薄之力。

志愿者活动室推进社会文明的亮丽风景线。几年来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在企业领导

和员工的支持下，组织开展了各类志愿者活动，员工志愿者覆盖率超过53%，党员志愿

者覆盖率达100%。

慈善与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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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unteer service
志愿者服务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饮水思源，不忘回

报社会，从我做起参与公益事业。公司领导、党员同志率先垂范、模范带头，

积极参与结对帮困活动，为需要帮助的家庭送去光和热，带来爱和温暖。

20

公司积极参与社区共建活动，与部队、乡村结对共建，为园区设立微型消防站和可

回收垃圾存放点，提供场所，举办园区首届运动会。

可回收垃圾存放点 园区首届运动会

社区共建
Community building

学雷锋活动

腊八送温暖 植树节活动

慰问老人

军企共建 村企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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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预期与展望

Report expectations and prospects

2018年，公司在股东、员工和客户权益，以及行业、社会公益等各方面做了诸多努力，切实地承担了

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9年，公司将继续坚持既定的战略目标，“成就公司、成就你

我”：

1、主要将金属改性加工从环保、节能、高端制造方面考虑，做出精品、力求节能环保。

2、公司2018年已经通过AS9100D认证，将参与国家大飞机项目，引入高端进口设备做大飞机项目中

的零部件加工。

3、公司着力成为高性能机械零部件整体系统方案供应商和航空航天金属材料改性加工配套商。主

要从事高性能机械零部件制造及金属材料改性加工，为客户提供机械零件研发设计、金属材料供应销

售、金属材料改性加工、金属材料性能检测、机械零件加工制造、机械部件生产制造等一站式生产制造服

务，从进口零件国产化和内啮合齿轮泵产品做精做大开始，成为行业“专精特新”企业。

我们本着忠诚奉献，不辱使命，成就股东。从员工和客户的需求出发，创建共赢平台。以真诚成就卓

越，用科技回报社会。树立百年企业之形象，卓越朋泰，精益求精，为社会创造更高价值而努力奋斗。

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始终坚持环境友好型的企业发展理念，把环境保护工作放在

首位，“金山银山不如青山绿水”，2018年7月通过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在生产制造工

艺流程中，研制绿色产品无毒、无污染、污废水等排放，所有加工后废料都能再循环利用，噪音

测试也在国家规定的范围之内，每年都能通过奉贤区环境监测站的检测。

2018年，公司通过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管理、增加环保投入、淘汰落后产能和加大实施技术

改造等措施，确保了主要节能减排指标均保持下降的良好趋势。公司积极开展清洁生产，制定

能源、水电 管理制度和节水节能绩效考核办法等，有效杜绝了浪费现象，提高了能源利用率。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部分环保设备照片 

环保责任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环境管理



社会评价

Social appraisal

2018年8月，奉贤区区委

统战部副部长张青莅临公司

指导工作。

2018年9月，上海市计量测

试技术研究院邵力院长莅临公

司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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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限公司，多年来通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取得了多项荣誉。

奉贤区

领导关怀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支持与关怀。上海朋泰机械科技有

限公司作为一家正在成长中的企业，2018年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关心，

多次来访视察并指导工作。

2018年4月，奉贤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查副局长莅临公司指
导工作。

Leadership Concern

上海社保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