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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一、报告说明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

怀揣“持续发展，百年伟业”的企业愿景，持守“诚信务实，开

拓进取”的企业精神，践行“绿色生产，和谐共赢”的经营理念，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过了二十年的风雨历程，收获了

丰硕的成果。这一切得益于坚持以“履行社会责任，打造卓越品

牌”作为集团发展领航标，诚信经营，绿色生产，关注人的价值，

承担对员工、消费者、环境的责任，重视品牌建设，履行社会责

任，追求品牌价值最大化，传承企业精神。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本着客观、规范、全面、透明的原则，系统

综述公司 2020 年度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包括公司治理、股东和

债权人权益、职工权益、客户消费者及供应商权益、环境保护、

社会公益等方面相关内容。 

时间范围：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部分内

容超出上述范围。 

发布周期：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是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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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本报告所引用的数据来源于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年度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内部正式文件和相关统计。 

报告边界：本报告以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主体。 

编制依据：本报告编制遵循中国证监会发布的《公开发行证

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

与格式（2017 年修订）》标准要求编写。 

本报告以网络版形式发布，可在本公司网站

http://www.cnpolytech.com/查阅 

二、公司简介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于 1994 年，前身为福建宝

利特集团有限公司，总部位于福州市江阴工业集中区，总占地面

积 150 亩，是一家专注研发、生产与销售汽车内饰、室内装饰装

潢、沙发家具等环保新型材料的高新技术企业. 

宝利特科技股份拥有国际先进高分子材料、PU/PVC 复合人造

革、压延、超纤、纺织涂层等生产设备，国际一流的技术研究实

验室，云集国内外一流的研发专家，掌握着合成革新型材料研发

核心科技，作为全球领先的合成革材料供应商，在国际新型材料

研发领域中拥有前沿技术优势，在产品品质控制方面具备严格甚

至是苛刻的管理，产品都经过国际权威检测结构的权威检测和认

证。 

宝利特科技股份是国内最早的合成革生产基地，是中国轻工

业塑料行业（人造革合成革）十强企业、中国人造革合成革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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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佳品牌，坚持原创技术，屡推行业首创新品，产品工艺先后获

得 40 多项国家专利技术，获得多项科技进步奖。凭借强大的综

合实力，作为第一起草人组织起草制订《聚氨酯/聚氯乙烯复合

人造革》行业标准，并参与《内墙装饰用水性聚氨酯壁革》等多

项行业标准的制定，连续多年获得各级政府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授

予：“专家工作站”、“市级工业设计中心”、“福建省创新型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福建省装

饰革企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福建省级企业技术中心”、“中国

人造革合成革行业十佳品牌”、“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人造革合

成革）十强企业”、““十二五”塑料加工业科技创新型企业”、“福

建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国家绿色工厂”等荣誉称号。 

宝利特科技研发生产的高分子聚合材料，广泛应用于与水性

聚氨酯合成革、PU、PVC 人造革产品，是制作各种汽车内饰、

箱包、家居家居、室内装饰装潢、服装、鞋、腰带、包装及各种

体育器材等皮革制品的理想材料。以功能性多、真皮感强、品种

丰富、品质稳定等优势，在人造革市场占据重要席位。以“质量

第一、用户至上”为服务宗旨，诚信务实、开拓进取，不断成为

LV、GUESS、DUNHILL、ROSETTI、LACOSTE、NINE WEST、

HAAGEN-DAZS、全友家居、顾家家居、左右沙发、东南汽车等

众多国内外知名品牌的长期合作伙伴。福建宝利特积极引领行业

科技应用潮流，创造绿色健康时尚生活，满足不同层次广大消费

者的需求。形成以海峡两岸、长江三角、珠江三角经济发达地区

为中心、辐射全国各大中城市，并大量出口至美国、欧盟、香港、

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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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保护责任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打

造公开、透明、规范的上市公司为目标，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公

司治理，致力于与投资者建立长期信任与共赢关系，注重保护投

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一）公司的治理与监督 

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建立科学合理的组织架构，制定了《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等一系列规章制度，确保公司各项经营

活动有章可循。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原则和要求，规范运作，严格依照《福建宝利特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管理制度》、《公司章

程》，不断健全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保证公司长期、稳定、

健康发展。 

（二）与投资者的沟通渠道 

公司注重保护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并通

过网站、电话、邮件等方式，保持有效沟通。公司认真接待投资

者、研究机构的来电来访，对公司业务发展方面的问询认真答复，

保证所有投资者对公司重大事项均享有知情权，为投资者公平获

取公司信息创造良好途径。同时，不定期更新公司网站投资者关

系栏目内容，树立良好的公司对外窗口形象。 

（三）保障债权人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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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一贯奉行稳健的经营策略，与所有债权人保持良好的沟

通合作关系，严格按照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履行债务，降低自身

经营风险与财务风险，以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职工权益保障责任 

——培育人才，激励创新，履行关爱员工，服务社会的责任 

美国著名管理学者托马斯•彼得的一句名言，“一个伟大的组

织能够长期生存下来，最主要的条件并非结构、形式和管理技能，

而是我们称之为信念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信念对组织全体成员

所具有的感召力。”企业长足发展离不开员工的忠诚奉献，履行

关爱员工的责任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环节。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文化建设中，对内履行关

爱员工，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

切实保障员工劳动权益，了解员工的需要、善待每一位员工，创

造条件不断改善员工的福利待遇，营造一个安全、洁净的工作环

境，给每个员工的提高和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挖掘和发挥个人

最大潜力，使员工内心深处产生对企业强烈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真正把个人的前途和企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创造高效率的

工作环境和引人、育人、留人的人才观念、员工彼此依赖、相互

尊敬的良好氛围，企业与员工形成了荣辱与共、休戚相关的企业

价值利益共同体，实现企业价值和员工利益的双赢。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坚持“培育人才，服务社会”

的用人理念，在过去二十年发展中，为行业培养了大批的精英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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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才，一定意义上带动了行业的发展和进步，履行了服务社会

的责任。 

五、客户、消费者和供应商权益保障责任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始终坚持“诚信、共进、激情、

担当”的核心价值观。多年来，公司始终致力于客户和消费者权

益的保护，不断探索，以更高质量、更高工艺回报客户，巩固行

业领先地位。 

同时，公司始终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严格审核筛选供应

商；与供应商建立稳定的供需关系，共同发展、互利互赢。公司

严格履行供应合同支付供应商款项，保证供应商的合法权益。公

司建立了稳定的原材料供应渠道，确保生产的顺利开展。 

六、环境保护责任 

——绿色生产，节能环保，履行保护环境，和谐发展的责任 

人造革、合成革的应用从最初的服装、鞋帽、箱包，到后来

的家具、汽车内饰上，以及随后的运动用品，合成革的应用领域

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包装袋、菜单、文具夹、笔记

本、票夹、腰带、首饰盒、沙发、汽车坐垫以及家居内饰革等等。

人造革合成革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其环保性能

越来越被人们重视。 

作为生产制造人造革合成革的企业——福建宝利特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自建厂以来就以不断创新研发更环保更节能的生产

工艺和新型材料为己任，开拓进取，努力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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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国内最早的合成革生产基地，一直致力于高新技术产

品、科技型产品、无毒环保型的研发，坚持自主创新的长期发展

战略，以市场为导向，以顾客需求为基点，瞄准国际当前前沿最

新技术，持续不断地进行人才和科技投入，改进质量、增加品种、

提高效益和扩大出口，加强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坚定不移地推

进技术创新工作，逐步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产品的开

发能力和相关国际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能力。经过 20 多年的发

展，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专业生产各种人造革合

成革系列产品的大型企业，在企业规模、社会贡献率、科技创新

水平、技术力量、品牌价值等方面均为全国同行前列。 

宝利特公司是我国最早实现 PU/PVC 复合人造革一次成型

的企业，凭借自身优势及技术积累，成为《聚氨酯/聚氯乙烯复

合人造革》行业标准的第一起草人，拥有 3600 万米 PU/PVC 复

合人造革的产能，有着 20 多年丰富的生产经验，生产技术、工

艺国内领先，产品具有独特的技术优势、质量精良，占据绝对竞

争优势，是我国 PU/PVC 复合人造革领军企业，国内综合优势明

显，曾被认定为“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人造革合成革）十强企

业”、“中国人造革合成革行业十佳品牌”。公司核心的产品配方

及关键生产工艺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001 年，在国内同行业中率先通过了 ISO9001 质量管理体

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ISO28001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近几年公司不断加大创新力度，联合多所高校共

同开展研发，多个项目被列入省市县区域科技重大项目，目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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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研制出水性合成革、无溶剂合成革、阻燃合成革、纳米抗菌

防霉人造革、高性能超纤革、功能性汽车内饰革等、防涂鸦等多

个系列产品，在清洁化生产、功能性产品、环境友好型产品开发

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 

公司于 2008 年起就针对水性材料、水性技术及水性合成革

产品的开发投入相应的资金进行产品和技术改造工作，目的在于

将水性材料应用于人造革的生产，减少了有机溶剂的排放，从生

产原材料源头上杜绝了有机溶剂对环境及人体造成的伤害，可实

现人造革合成革清洁化生产，项目《纯水溶剂无毒环保合成革研

究及产业化》于 2012 年被列为福建省区域重大科技项目（项目

编号：2012H4001），2014 年该项目产品获得福州市科技进步二

等奖； 

2015 年启动项目《无溶剂聚氨酯合成革的研制》，投入无溶

剂合成革材料及合成革产品的研发，该项目于 2016 年被列入福

州市区域发展重大科技项目(项目编号：2016-Q-16)，这一新技术

的研发，是我司推出水性合成革产品系列后，在生态环保合成革

领域的又一重要建树，在合成革清洁生产技术研发中又迈出了重

要的一步，继续引领和推动中国环保合成革技术的进步。 

公司与福州大学共同开展的科技项目《高性能环保超纤革共

性关键技术研发及产业化》被列入 2017 年度福州市产学研专项

科技项目，目前项目已完成研发工作，推出多个系列高性能环保

超纤革产品，年新增销售收入 4000 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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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福建师范大学合作开展的项目《防电磁辐射水性聚氨

酯关键技术研发及在人造革中的应用》被列入 2017 年度福州市

区域发展重大科技项目(2017-Q-24)，该项目已实现产业化，生产

得到的防辐射合成革不但具有良好的物理性能、无毒环保的品质，

还具备独特的防电磁辐射功能。该类产品将在民用电磁辐射防护

领域具有广大的市场，同时在军事隐形材料方面具有潜在的应用。 

2018 年公司与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福建省二

轻工业研究所联合开展的项目《高性能热塑性合成革的关键技术

和产业化研究》被列入福建省区域发展重大科技项目(项目编号：

2018H4001)，本项目将研发得到一种无毒、无味、耐老化、耐低

温、使用寿命长，且具有卓越的力学性能、可回收、对环境友好

的新型合成革产品，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可实现合成革人造革生

产的清洁化，还将带动整个行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引领合

成革行业的尖端技术创新。 

2018 年-2020 年度完成中高压蒸汽替代导热油炉改造，使用

工业区集中供热替代原有的燃生物质导热油链条锅炉，该导热油

炉排放的烟气消除，全厂氮氧化物产生量为 0。采用溴化锂吸收

式冷水机组与闪蒸罐共同作用回收高压蒸汽中的余热，用于车间

岗位降温、车间设备产品冷却、办公楼中央空调等使用。将中压

蒸汽会用到低压蒸汽，中压蒸汽设备中大约 15%左右的热能可用

于低压蒸汽设备的会用。按现有产能预计节能 600-700 吨标煤。 

七、社会公益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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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回馈社会，履行诚信经营，回报社会的责任 

“为善”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经营之道！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从道德的层面担负起更宽广的企业责任,绿色生产，诚

信经营，包容豁达，得到了业界高度的认可和诸多的赞誉。以感

恩之心回报社会，也是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默默坚持，

自觉履行的社会责任。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努力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

注重积极回报社会，树立了履行社会责任的核心价值观，创建了

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氛围，注重实现企业、员工、顾客、股东、

社会利益的和谐，并利用座谈、内刊、培训、网站等多种载体对

员工进行思想教育，提高员工社会责任感，在企业内部营造了“自

觉自愿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

小而为之”已成为全体员工的座右铭。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立者陈炳琪先生一直大力

支持与热心参与社会慈善事业，先后获得“乐育英才”、“惠泽桑

梓”、“十大敬老助老之星”、“福清市热心公益造福桑梓贡献奖”、

“福清市慈善贡献奖”、“福清市热心公益事业玉融银奖奖章”、

“福州市慈善捐赠贡献奖”、“福州市热心公益事业贡献奖”、“热

心慈善公益事业特别贡献奖”、“福建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捐赠公

益事业突出贡献奖”等，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陈炳琪先生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地方教育、文化、科学、卫生、扶贫济

困等方面给予了必要的支持，如捐资兴建教学楼、幼儿园，襄助

设立了福建省第一个专属少年儿童的省级文学奖项——福建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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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明儿童文学奖等。这些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福建精神、闽商精神，

更是宣扬和塑造了中华传统的民族精神。 

陈炳琪先生认为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是每

一个企业，乃至每一个人，都应当自觉自愿履行的责任。现任集

团总裁陈尚泰先生表示这是每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将会用自

己的行动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身先士卒地带领宝利特集团“厚

德载物，扬帆千里”，努力提高员工社会责任意识，树立履行社

会责任好榜样，更当持续不断地投入、坚持不懈地努力，践行履

责承诺，为社会和谐发展尽心尽力。我们相信，福建宝利特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将不断提升企业自身形象，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服务社会，遵纪守法，诚信经营，在环境保护、资源利用、构建

和谐社会、保护各方权益等方面继续做出应有的积极贡献。 

 

 

 

福建宝利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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