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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第 4 期（总第 13 期）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秘书处编 2008 年 7 月

【榜上有名】

浙江省百强企业排序揭晓，我两会员企业榜上有名

7 月 3日，在杭州之江饭店，发布了 2008 年浙江省百强企业名单，我两会员企业

榜上有名。他们是：宁波神化化学品经营有限公司，获 2008 浙江省百强企业，该公

司 2007 年销售收入为 65.94 亿元人民币，位列 67 名；浙江日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获 2008 浙江省服务业百强企业，该公司 2007 年销售收入 13.75 亿元人民币，位列 52

名。

（化贸秘）

宁波化工贸促支会荣获 2007 年度市贸促工作进步奖

经市贸促会考核组推荐,市贸促会党组研究决定,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

会(商会)，荣获 2007 年度市贸促工作进步奖,张华生秘书长也被授予 2007 年度市贸

促工作先进工作者,在近日召开的宁波市贸促工作会议上受到了宁波市贸促会的表

彰。

（化贸秘）

【会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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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贸促工作会议在北仑召开

7 月 11 日,宁波市贸促工作会议在北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贸促会会长张汉

楚、付会长张慧珍、秘书长赵大方及市贸促会有关部室负责人、各县、市、区、行业

支会会长、秘书长共 20 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一是各支会汇报交流今年上半年工

作和下半年工作安排；二是表彰 2007 年度贸促工作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三是市贸

促会张汉楚会长讲话，他总结了上半年市贸促系统的工作，并部署了下步工作及提出

了具体要求。

（化贸秘）

市经委系统协会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大榭召开

7 月 18 日，市经委系统协会秘书长工作会议在大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市经

委姚光辉巡视员，陈成海总工以及经委综调处，轻工处，重工处，政治处等职能处室

负责人，市各工业行业办负责人及 40 多家协会秘书长，共 50余人。会议主要内容有：

市经委职能处通报有关工作；各协会汇报交流上半年工作；市经委领导部署下半年协

会工作。

（化贸秘）

【协会工作】

宁波化工贸促支会 2008 年上半年工作小结

及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

一、2008 年上半年工作小结

在市贸促会与市经委的正确领导下，2008 年上半年我会继续坚持“服务立会、服

务兴会”的指导思想，采取“纵向主动对接、横向联合互动”的工作方法，在展览服

务、培训服务、信息服务与投资促进服务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效。

据统计，上半年我会组织、参与各类活动 14项，参加的会员企业达 69家次，参加人

员达 104 人次。现将主要工作小结如下：

（一）展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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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初，通过各种渠道设法收集、整理了今年适合我市化工企业实际的国内外

主要化工专业展览会 24 项，并登于“宁波化工贸促信息”期刊及发布在“宁波化工

贸促网站”上，供会员企业自行选择，自愿申报参展。

2、着重组织好第九届中国国际化工展览会，该展会由全国石化工业协会主办，

中国化工贸促分会与中国化工信息中心承办，于 2008 年 4 月 23 日～4月 25 日在上海

举办，我市有宁波化工区等 3家单位参展，共 11 个摊位、90 多平方米面积，参展人

数 17 人，尤其是宁波化工区展区有 80 多平方米面积，并经过特别装修，引人注目，

受人青睐。会间，宁波化工区发送招商资料 500 本，接洽中外客商 400 余人，收到了

宣传宁波、宣传宁波化工、宣传宁波化工区的良好效果。

（二）培训服务

1、4 月 23 日在甬港饭店与市涂料工业协会联合举办了“应对欧盟及 REACH 法规

培训班”，参培企业有 30 多家，特邀荷兰化学博士亲临现场授课，重点介绍了：欧盟

REACH 法规的主要内容，要求及我国企业应对措施，大家听后，反映不错，收益非浅。

2、由市经委主办、甬江财经学校承办的“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单科培训班

于 5 月下旬～7月下旬举办，学员学习后，经考试合格，发给结业证书。我会争取到

数名该班免费参培名额，分配给会员企业后，很受欢迎。

（三）信息服务

“宁波化工贸促网”（网址为：www.nbcitp.com），于年初正式开通，网上有“政

策法规、会员简介、展览信息、行业动态”等栏目。为了更好地宣传会员企业，赢得

商机，目前将每家会员企业的经营范围、名称、地址、电话、传真、网址，主要产品

等均已上网，网站的信息在不断增加，点击率也在逐步提高，初步建起了支会与会员

企业联系、沟通的快捷、方便的信息服务平台。

（四）投资促进服务

由于我市企业发展受到生产要素的制约，部分会员企业有异地拓展的需求（尤其

是中小化工企业），我会有针对性的组织部分会员企业参加了外地来甬举办的各类“投

资环境说明会”。据统计，上半年共组织 17家次企业，21人次参加 4场外地来甬举办

的“投资环境说明会”，为会员企业提供了新机会与新选择。会后，有的企业还前往

投资地了解、考察，其中：宁波某某化工公司与江苏沛县还签订了总投资 5000 万元

的环氧树脂投资协议，满足了会员企业异地拓展之需求，达到了促进投资、发展企业

之目的。

二、2008 年下半年主要工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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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年在做好正常工作的前提下，主要抓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在已组织三期赴台湾考察的基础上，据会员企业要求，下半年计划继续组

织第四期赴台湾考察活动。

（二）按章程规定召开支会四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例会）。

（三）继续举办“一年一次”的春节团拜会，进一步增强支会凝聚力。

（四）加大会员发展力度，壮大会员队伍，提高支会覆盖面。

以上小结与计划有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化贸秘）

【会员动态】

捷克博士与宁波飞轮造漆公司进行技术交流

5 月 19 日捷克共和国爱格富集团超彩钛白粉应用技术实验室技术顾问 Milan

Laskafeld 博士，应邀在我公司做了题为“钛白粉工艺与应用”的学术报告，我公司

技术、质监等相关部门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学术交流会。

Milan Laskafeld 博士首先介绍了生产钛白粉的晶型结构，主要工艺流程及不同

产品的特点，并列举了重要厂家几种不同型号钛白粉的表面处理和性能的异同，最后

介绍了钛白粉粒径与白度，遮盖力，光泽的关系。博士先生报告后，还同我公司专业

人员进行了深入的技术交流，并针对我公司生产中的有关工艺技术问题提出了一些指

导性建议。

参加这次学术报告与技术交流的公司专业技术人员，都感到收获颇丰，主要是开

阔了视野，拓展了思路，非常有利于今后公司高端产品的开发和研究工作。

（宁波飞轮造漆有限公司）

宁波明欣化机公司被评为江北区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

近期，宁波明欣化工机械有限公司被宁波市江北区安全生产委员会评为 2005 年

—2007 年度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单位。

（宁波明欣化机公司）

【评先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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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评选工作正式启动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联合下发的人社部发

[2008]21 号《关于评选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的通知》

一文，标志着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工作正式启

动。为了使各企业更好的参与这次评选活动，把符合条件，真正过硬的先进集体与先

进个人推荐上来，（推荐材料上报截止日：2008 年 8 月 15 日）现将该文件的有关内容

扎录登刊如下：

一、评选范围和表彰名额：

（一）评选范围

1.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评选范围：石油和化工企业、事业单位、社团组

织、包括所属厂（矿）、处室、车间和班组。

2.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评选范围：石油和化工企业的在职职工。

3.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评选范围：石油和化工事业单位、社团组织的

在职职工。

石油和化工中央企业、各级石油和化工行业管理部门的单位和个人不参加评选；

已获得省部级（含）以上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的人员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二）表彰名额

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 100 个；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

者 300 名。

二、评选条件：

（一）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评选条件：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决

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诚实守信；解放思想，实

事求是，在开创石油和化工新局面方面有新思路、新举措、新成效，为促进本单位或

本地区发展、提升竞争力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领

导班子坚强有力，团结协作，作风民主，决策科学，善于管理，勤政廉政；工作机构

健全，规章制度完善，重视精神文明建设，职工队伍素质良好。在具备上述基本条件

的基础上，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自觉履行社会责任，重视节能减排、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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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构建和谐厂（矿）区；

2、经济效益居全国或省、自治区、直辖市同行业前列；

3、企业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工作中取得突出成效；

4、科技创新、质量标准化、劳动生产率等方面居全国领先水平；

5、注重培养和提高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职业技能、管理水平和创新能力，成

绩突出。

（二）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条件

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自觉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热

爱石油和化工行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的事业心与责任感，爱岗敬业，无私

奉献，勇于创新，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优良的工作作

风，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

1、努力钻研技术，勤奋工作，连年取得优异成绩，为石油和化学工业改革和发

展做出突出贡献；

2、在开展重大基础理论研究、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应用推广新技术、新材料、

新工艺，推进企业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绩；

3、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石油和化工行业人才培养和教育等方面作出突出

成绩；

4、在深化企业改革，强化企业管理，坚持诚信经营，重视公益事业，履行社会

责任，建设节能、环保、安全、高效厂（矿），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等方面作出显著成

绩；

5、在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企业文化建设、构建和谐厂（矿）

区、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方面成绩突出；

6、在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抢救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方面有重大贡献；

7、在其他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三、评选要求

（一）坚持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和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严格履行程序，接受群众监督。被推荐单位和个人必须通过一定的民主程序，自下而

上，逐级审核，并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5 至 7 个工作日。

（二）坚持评选条件，确保评选质量。以政治表现、工作实际和贡献大小作为衡

量标准。推荐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有突出事迹，确保先进性、典型性和代表性。

（三）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先进集体评选比例：车间、班组不少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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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个人评选比例：一线职工代表不少于 70%，企业负责人不超过 10%。

（四）推荐的先进集体为法人单位的，推荐的先进个人为企业负责人的，必须经

过当地县级以上工商、税务（国税、地税）、劳动保障、安全生产、环境保护、人口

计生等部门签署意见。其中，国有企业或集体企业负责人还须由主管部门、纪检、监

察部门签署意见。

四、评选方法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按分配的名额评选推荐先进集

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经所在单位、所在地县以上人事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逐

级审核，由省级人事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共同审核同意后，报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

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领导小组审定。

（二）推荐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要分别报送《全

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审批表》、《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审

批表》，一式五份，并通过网络报送电子版，审批表可到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网

站（www.cpcia.org.cn）下载。推荐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同时报送 2寸免冠彩色近

照 5 张。推荐材料请于 2008 年 9月 15 日前报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

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评选表彰工作领导

小组对拟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在全国范围内公示，公示期为 5 至 7 个工作日。

五、奖励方法

对评选出的先进集体授予“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颁发奖牌

和证书；对评选出的企业先进个人授予“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对评选出的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的先进个人授予“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先进工作者”

荣誉称号，颁发奖章和证书。全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享受省部级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待遇。

（化贸秘）

【重要通告】

迁 址 通 告

中国贸促会宁波市化工行业支会（商会），已于 2008 年 7 月 5 日迁至新址，现将

新址及联系方法通告如下：

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中山西路 53 号鼓楼大厦 9 楼

http://www.cpci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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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15010

电话：0574—87367176 （未变） 传真：0574—87367176 （未变）

E-mail:Superningbo@sina.com(未变)

Http://www.nbcitp.com (未变)

联系人：张华生

欢迎光临，并请相互转告为感！

（化贸秘）

【会员之窗】

宁波华贸化工物资有限公司是宁波化工贸促支会理事单位，成立于 1984 年，原

为宁波市化工控股（集团）公司的直属全资经营流通企业。为享受宁波保税区优惠政

策，更好发挥自身优势，公司在宁波保税区注册成立了全资公司—宁波保税区元通化

工有限公司。2001 年，按国家政策公司实行改制，现为民营股份制企业。改制后，公

司增加了经营活力，以国内著名企业如中石油兰州石化、哈尔滨石化、独山子石化及

北京万海石化集团等为依托，建立产销联合体，以确保产品之供求，并不断提高产品

市场占有率。

公司主要销售酮类、醇类、烃类、有机化工产品，及石油焦、硫磺、加氢石脑油

等产品，2008 年计划销售各类化工产品 15 万吨，实现年销售收入 5亿元人民币，公

司在拓展业务的同时，也较大的提升了在行业中的知名度。

公司还与宁波港石化码头仓储、温州港石化码头仓储及山东日照港等建立了长期

可靠的协作关系，从而保证了货物供应渠道及时、畅通，为公司长期的发展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

公司奉行“诚心”、“信义”、“服务”的经营理念。欢迎国内外化工同仁们前来洽

谈、合作、共展宏图！

地址（add）：中国宁波市中山东路 421 弄 15 号 3-22

法人代表：陈守辉

电话：0574-87723567 87361020 87242764

传真：0574-87249510

邮编：315040

电子邮箱：nbyuantong123@163.com

(化贸秘)

http://www.nbcitp.com
mailto:nbyuantong12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