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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报告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报告>编制指引》等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编制。本报告系统地反映和披

露了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度公司积极履行经

济、环境保护、社会公德、公共利益、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等方面的社会责任。  

一、 公司简介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系经贵州省人民政府于 2000 年

10 月 11 日以黔府函[2000]654 号文批准，由贵州钢绳（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长征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人和置业有

限公司、遵义南北铁合金经销有限责任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2004]43 号文批准， 2004 年 4 月

28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的 7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2004

年 5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006年7月6日，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总

股本保持不变。截至2009年7月6日止，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法人流通股全部上市流

通。 

2013年12月16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票8072万股，募集资金净额44558

万元，用于投资公司年产15万吨金属制品项目，该项目产品主要运用于海洋工程、

高速电梯、高端汽车轮胎、大型桥梁、铁路和公路建设等。目前，该项目正在建

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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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营范围：钢丝、钢丝绳产品及相关设备、材料、技术的研究、生产、加

工、销售及进出口业务；相关科技产品的研制、开发与技术服务；混凝土用钢

材（钢丝、钢棒和钢绞线）、线材、小型钢材、机械设备制造、加工、销售及进

出口业务；钢丝、钢丝绳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

配件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废旧钢铁收购、对外来料来样加工、来件加工、

来件装配和进料加工及补偿贸易业务；建筑机电安装工程；索具加工、销售及

进出口；化工产品（不含化学危险品）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道路普通货

物运输业务；起重机械的安装、维修等相应业务。 

二、 公司社会责任观 

我们认为，上市公司作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成员，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是

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公司在合法经营、确保产品质量符合各方

要求、追求经济效益、保护股东利益的同时，应积极保护债权人和员工的合法权

益，诚信经营，积极从事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以服从并服务于社会发展为企业

的发展目标，积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实现与利益相关者各方的共同发展。 

三、 公司在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一）保障员工利益 

近年来，公司持续加大环保和安全方面的投入，致力于持续改善作业环境和

劳动条件，为员工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公司生产区域可绿化地的

绿化率达到100%。2016年，公司通过了公司通过了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重庆

分公司对公司ISO140001环境管理体系和0HSA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

方监督性审核,确保公司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了体系证书持续有效。 

公司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为员工成长和提升自身价值提供良

好的平台。公司通过网络招聘、院校招聘、内部招聘等渠道引进人才。公司建立

激励学习的制度，积极创建有利于组织和员工学习的环境，倡导“在工作中学习、

在学习中工作”的理念。 

2016年，公司广泛开展全员岗位练功、技术比武活动，持续开办各类专业技



                                                                         履行社会责任报告 

 3 

能培训，实施职工培训第二个五年规划，完成职工培训6194人次，中级以上专业

技术职称晋升5人，两名职工获得贵州省有色冶金产业职工技能大赛第一名。加

强公司范围内综合治理工作，辖区内刑事发案率为零，创建平安示范单位取得好

成效，后勤系统提升服务意识和质量，为构建和谐贵绳提供保障。 

2016年，公司遵照《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与每位员工签订了劳

动合同。2016 年度，公司支付员工报酬26,551.22万元。 

2016年，“两节送温暖”工作，公司慰问困难职工197人。按照帮扶基金工作

要求，2016年，根据困难职工申请情况，对33名困难申请帮扶职工进行了困难帮

扶救助。 

2016年，公司根据困难职工档案系统的471户困难职工情况，进行了入户登

记调查和摸底，全面真实准确掌握困难职工的生活状况和帮扶需求，做到精准识

别、精准登记、精准帮扶，建立困难职工47户的精准帮扶信息。 

2016年，公司举办贵绳建厂50周年系列活动，回顾总结企业发展历程，弘扬

拓展先进企业文化；组织了联欢会、职工长跑、拔河、猜谜、登山、“三八节”

女员工等活动，为员工提供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增强了员工的凝聚力，提振职

工队伍士气，公司整体焕发活力，为完成各项生产经营任务提供了坚强保证和精

神动力。 

（二）支持公益事业  

2016年，公司派2名职工驻村担任第一书记扶贫，积极参加支助贫困山区建

设，帮扶困难失学儿童，支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修建和改善职工家属娱乐场

所，完善员工及家属医疗保健系统；组织职工踊跃献血10万余毫升。 

（三）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一直坚持质量责任重于泰山的理念，倡导质量第一思想。公司按ISO9001

质量管理标准建立、实施和保持质量管理体系，并持续改进，公司产品生产线均

通过ISO9001:2000 标准质量体系认证。 

公司对产品进行全过程控制，提高产品质量。一是采购控制，对供货方建立

供货业绩档案，与质量优、供货稳定、实力强的供货方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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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对关键原辅料实行定点、定厂家采购。制定严格的进厂原辅料验收标准，

对每批原辅料进行检验把关，保证原辅料的质量。二是生产过程控制，公司按品

种制定了详细的工艺流程、质量标准、设计开发方案，确定关键过程和质量控制

点。三是严格产品质量检验，起草了《桥梁缆索用热镀锌缠绕低炭钢丝》、《压

实股钢丝绳》国家及行业标准，参与《密封钢丝绳》、《索道用钢丝绳》国家标

准的制定，完成了《公司有效技术文件配备表》的换版工作和《钢丝绳验收规程》《产

品标识技术标准》的修订工作等。设立了专职的产品质量检测机构，严格按内控标

准、企业标准、国家、国际标准及顾客要求进行检试验和判定，做到不合格品决

不出厂，保证出厂产品满足顾客要求。四是完善客户管理体系，把构筑上下游产

业链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根据顾客对产品或项目的功能要求，参与

顾客的用材设计，按照节材、美观、经济、耐用和便于今后回收的原则，提供好

物流和售后服务。从生产导向转变为用户导向。 

公司拥有贵州省特种金属线缆及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技能大师工

作室、贵州省金属线缆检验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是贵州省人才培养基地。2012

年，公司通过了 CNAS 国家实验室认可，2013 年公司技术中心被认定为第二十批

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2015年，公司进入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进入国家

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名单公示。 

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是全国钢标准技术委员会、盘条和钢丝分技术委员会和钢丝绳分技术委

员会的委员单位。 

截止报告期，公司累计申请专利 275件，获得授权 135件。公司累计申请了

国家或行业标准 56 项，已完成 35项，通过修订国际标准 1项。 

公司拥有一般用途钢丝绳、粗直径钢丝绳、电梯用钢丝绳、扁钢丝绳、预应

力钢丝及钢绞线的生产许可证，获得了国标准化管理 4A 级标准化良好证书、贵

州省用户满意企业称号、中国名牌、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免检产品证书和奖牌、

9家船级社认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证书；完成了国军标认证。获得“高新技术

企业证书”、 《海军装备质量管理体系合格证书》。公司特高强度大规格吊索钢

丝绳关键技术研究项目被列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生产的粗直径单捻钢丝绳、高

强度大规格钢丝绳吊索、注塑钢丝绳获得省自主创新产品。参与的国家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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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项目“特大跨径悬索桥缆系统关键材料 ”已通过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开发了

5.0m/s 超高速电梯钢丝绳、海洋、大型矿山工程用钢丝绳、特种渔业用钢丝绳

等新产品。 

公司是国家科技部认定的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016 年新产品研制约 5.9 万吨，同期增长 15%以上，成功研发了飞船垂挂

吊索、弹簧芯钢丝绳、高层建筑用悬吊复合电缆钢丝绳等多项高新技术产品，累

计工艺工装内部立项在研项目 65 个，改进异形股、镀锌密封钢丝绳、旋挖钻机

和特定港口用钢丝绳工艺技术约 300 个； 完成了深海浮式储卸装置（FPSO）泊

用钢丝绳、高速及超高速电梯钢丝绳、特高强度大规格吊索钢丝绳、电铲钢丝绳

填充与包覆材料等多个国家及省级重点项目的申报或验收工作，被认定为国家技

术创新示范企业，入选全国工业品牌培育示范企业，荣获中国质量奖提名奖和贵

州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全年申报专利 48件，其中发明专利 37件，实用新型专

利 11件；截止目前主起草标准 13起，参与标准制定 33项；主导修订的 ISO2408

国际标准《钢丝绳——要求》获得国际标准化组织钢丝绳专业技术委员会审查通

过；顺利通过 CCS、ABS、KR 等相关的钢丝绳船检、第三方现场检验以及取换证

工作。  

四、 公司在促进环境及生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2016年，公司修订完善管理安全环境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各层安全环境管

理职责。  

2016年，公司为防止废酸、废水泄漏，全面进行了排放管道及收集沟渠的塑

化防渗改造，把每一滴生产产生的废酸、废水通过运输管道送往环保分厂进行全

面处理，经处理达标后的中水，全部返回生产再使用，实现生产用水全循环，全

利用，真正做到零排放。其中，公司产生生产废水1303373吨，废水处理过程产

生的污泥23730吨，全部转运给遵义市赛德水泥厂作为生产原料，实现废物综合

再利用。 

2016年，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铅灰429.71吨、锌渣102.18吨、废

矿物油3.48吨，铅灰、锌渣全部转移给有废物处理资质的遵义市金狮金属合金厂

处理，废矿物油转移给有处理资质的贵州宏昇废机油回收有限公司处理。 

2016年，公司按照政府“节能减排、低碳经济”的庄严承诺和环境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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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永久关停生产使用的四台燃煤锅炉（1台4吨、1台6吨，2台10吨）；同“重

庆海特燃气有限公司”合作，投资组建和使用天然气相关安全环境配套设备、设

施，全面启用清洁能源燃料天然气代替燃煤锅炉加热。 

2016 年，公司四大事故为零。即公司一般生产安全事故为零、一般环境污

染事故为零、重大设备事故为零、重大火灾事故为零；全年公司在安全生产、环

境保护工作中未受到地方政府的任何处罚和通报。 

2016 年，公司在安全环保防护设施上共投入资金约 2930万元，其中：天然

气改造 700万元，现场五基设施的改造 380万元，设备隐患整改 650 万元，劳动

防护用品 220万元，防暑降温投入 400万元，废酸废水运输管道改造 180万元，

生产厂房防水、防腐投入 120万元，其他安全投入 280万元。公司始终致力于持

续改善作业环境安全和劳动条件，为员工创造安全、健康、舒适的工作环境。 

五、 公司在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工作 

  （一）完善客户管理体系，以用户为导向 

   公司在生产经营中一直坚持信守承诺，与客户真诚合作，把保持和提高盈利

能力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把保持创新能力和技术领先视为实现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把构筑上下游产业链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支撑条件，把提高工作效

率视为优化内部治理结构的宗旨，把履行好企业的社会责任视为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准则。如：主动接收复员军人就业，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努力为员工搭建更好的工作平台，以此来培育一支高素质员工队伍，为公司可持

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二）回报股东回报社会 

2016年度，公司上交国家税收合计7392万元，支付银行借款利息969万元。 

近三年向股东分配利润如下：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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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红年度 

每10股

送红股

数（股） 

每 10 股派

息数(元)

（含税） 

每10股

转增数

（股） 

现金分红的数额

（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的比率(%) 

2016 年  0.30  7,352,700 21,035,246.75 34.95 

2015 年  0.30  7,352,700 18,357,731.54 40.05 

2014 年  0.30  7,352,700 20,298,818.70 36.22 

（三）注重投资者关系管理 

投资者关系管理反映了公司对投资者利益的尊重和重视，公司充分认识到只

有通过良好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才能尊重和保护投资者的知情权，充分展示

公司内在价值。公司管理层非常重视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强调信息披露的水平

和透明度，力求树立公司在资本市场良好诚信的企业形象，寻求公司健康、长远

的发展。 

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的基本原则：充分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及合法权益；平

等对待所有投资者、务实高效；信息披露规范严谨；组织化、系统化和网络化。

公司注重收集整理市场诸多媒体有关涉及公司的信息报道，对相关的重要信息及

时对口向各部门及高层管理人员反映，建立了由公司高管和投资者关系管理团队

构成的梯度沟通体制。 

公司与投资者沟通的具体方式主要有： 

1、设立公司网站，在公司网站开设投资者关系专栏，通过电子信箱或论坛

接受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并及时答复。网站的内容应及时更新，不断丰富，

将新闻发布、公司概况、经营产品或服务情况、法定信息披露资料、投资者关系

联系方法、专题文章、行政人员演说、股票行情等投资者关心的相关信息放置在

公司的网站； 

2、 设立专门的投资者咨询电话和传真，咨询电话由熟悉情况的专人负责，

保证在工作时间线路畅通、认真接听。咨询电话号码如有变更应尽快公布； 

3、利用网络等现代通讯工具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有利于改善投资者关系的交

流活动。 

4、安排投资者、分析师等到公司现场参观、座谈沟通，使参观、座谈人员

了解公司业务和经营情况，同时注意避免参观、座谈者有机会得到未公开的重要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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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努力创造条件便于中小股东参加股东大会； 

6、在定期报告结束后，举行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基金经理、分析师就公

司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其他事项进行一对一的沟通，介绍情况、回答有关问

题并听取相关建议。但不得在业绩说明会一对一的沟通中发布尚未披漏的公司重

大信息。对于所提供的相关信息，公司应平等的提供给其他投资者； 

7、在实施融资计划时按有关规定举行路演； 

8、 将包括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在内的公司公告寄送给投资者或分析师等相

关机构和人员； 

9、在遵守信息披露规则的前提下，建立与投资者的重大事项沟通机制，在制

定涉及股东权益的重大方案时，通过多种方式与投资者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 

2016 年，公司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员工保护、股东权益保护、投资者

关系管理等诸多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为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环境及生态可

持续发展、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承担了相应的社会责任。今后，公司继续

坚持科学发展观，遵守社会公德和商业道德，加大承担社会责任的力度，接受政

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深入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建设，大力发展循

环经济，实现企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社会的和谐统一。 

 

 

 

 

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一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