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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1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

营销、化工物流于一体的大型石化上市企业。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形成“1+2”的以嘉兴总部为中心，嘉兴

工业园和平湖独山港区两大生产基地为支柱的发展格局。产品涉及

丙烯、丙烯酸及酯类单体、高分子新材料等产品，为国内第一家形

成C3全产业链布局的民营企业。 

  公司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振兴民族工业的信念，致力于实

体经济的发展。以“品质改变世界”理念，以“务实、落实、核实

”的精神和“敢说、敢做、敢担当”的风格来实现卫星幸福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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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坐落于杭嘉湖平原中心、党的

诞生地—嘉兴，是长三角经济中心城

市，且经济发展速度是浙江最快的城

市之一 

嘉兴东邻上海，西靠杭州，北依苏

州，南临宁波，是四大城市的中心，

抵达四大城市的车程均不超过1小时。 

嘉兴也是沪昆铁路线必经之地，是

沪杭高铁的停靠站，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十分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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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概况 



嘉兴工业园基地： 

•年产16万吨丙烯酸与15万吨丙烯酸酯装置； 

•年产3万吨高吸水性树脂装置，独立知识产权、打破技术垄断； 

•年产11万吨高分子乳液装置，国内首套DCS自动化装置，单体聚合釜国内最大； 

•年产2.1万吨有机颜料中间体装置，国内催化剂加氢清洁工艺的首次应用，环保持续发展的典型。 

•年产12万吨高吸水性树脂装置二期正在建设中！ 

 

平湖独山港区基地： 

采用先进智能化控制的现代化工厂，一期总投资超过40亿，14年已投产，二期装置正在建设中！ 

•年产45万吨的丙烯装置，为国内第一家引进美国UOP公司丙烷脱氢制丙烯技术企业； 

•年产32万吨丙烯酸及30万吨丙烯酸酯装置； 

•年产45万吨丙烷脱氢制丙烯装置二期、年产30万吨聚丙烯装置正在建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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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星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司是卫星石化旗下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高吸收性树脂（SAP）为主的研发和生产企业，公司采

用先进的管理理念，拥有专业的研发团队并长期与国际知名院校和科研机构保持紧密合作，产品

工艺已具备行业先进水平。工艺装备国际一流，所有设备均由世界顶尖厂商提供。 

•公司生产的高吸收性树脂（SAP)主要用于卫生用品行业（纸尿裤、卫生巾、宠物垫片等）、农业

保水、医疗卫生、橡胶膨胀、防洪工程等行业。公司首期3万吨用于卫生用品行业的产品已全面推

向市场，到2016年将形成15万吨高吸收性树脂的生产能力，未来五年内将达到21万吨高吸收性树

脂的生产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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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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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2005年，于2011年12月28日在深交所上市； 

（股票名称：卫星石化，股票代码：002648） 

致力于绿色、环保、国际一流丙烯酸及酯类高分子新材料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目前，丙烯酸产能48万吨/年，全球前五大丙烯酸生产商； 

丙烯酸酯下游高分子乳液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 

颜料中间体市场占有率行业第一； 

中国专用化学品制造行业50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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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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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丙烯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卫星从事的产业与人类的生活

密切相关，应用领域涵盖纺织、

汽车、医疗、日用、农林、建

筑、航天等，在人类的生活中

必不可少。更因其无害、易降

解的特性，被称为是环境友好

型产品，是绿色朝阳产业。 

 卫星产品是制造生活用品的必

需品。 

行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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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架构 

浙江卫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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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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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概况 

 2009年，实现销售收入10亿元； 

 2010年，实现销售收入16亿元，利
税4亿元； 

 2011年，实现销售收入32亿元，利
税8.2亿元； 

 2012年，实现销售收入31亿元，利
税约6.8亿元（项目投资） 

 2013年，实现销售收入33.2亿元，
利税约7.8亿元（项目投资） 

 2014年，实现销售收入49.4亿元； 

 2015年，实现销售收入48亿元。 

主营业务与收入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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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阶段 

审时度势 

卫星初成 

技术升级 

产业壮大 

资本对接 

战略纵深 

上世纪90代~本世纪初 

2001年~2010年 

2011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长三角地区
迅速成为全球纺织业中心，
卫星抓住应用丙烯酸酯高分
子乳液织造的市场需求，自
主研发高分子乳液，实现国
产化，迅速替代进口产品，
“卫星”品牌崛起，成为长
三角耳熟能详的民营企业。 

随着全球产业转移，丙烯酸
及酯的需求扩大，卫星产业
向上游延伸，突破国内央企
垄断丙烯酸行业的局势，8个
月时间完成年产4万吨的丙烯
酸及4.5万吨丙烯酸酯装置；
同期成为国内单釜产能最
大，操作系统最先进的乳液
生产商，2007-2010四年实现
净利润超100%增长。 

2011年12月28日，卫星石化在
深交所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具
备丙烯酸全产业链的A股上市公
司。2012年依托平湖独山港区
专业化工产品定位和海港优
势，卫星投资建设年产45万吨
丙烯项目、年产32万吨丙烯酸
及30万吨丙烯酸酯项目，以产
业一体化优势，对清洁能源进
行深加工，发展绿色循环经
济。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大事记 

1995 2002 2004 2005 2007 2011 

嘉兴市卫星化工有限公司 

（现浙江卫星商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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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友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现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嘉兴市卫星化学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 

（现浙江卫星化学品运输有限公司） 

浙江山特莱德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丙烯酸有限公司 

（现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
限公司在深交所挂牌

上市 

浙江卫星控股集团 

2012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
司， 

平湖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标志事件 

2015 

浙江卫星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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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 嘉兴市卫星化工有限公司（现浙江卫星商贸有限公司） 

2002 
• 浙江友好化学工业有限公司（现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2004 
• 嘉兴市卫星化学危险品运输有限公司（现浙江卫星化学品运输有限公司） 

2005 
• 浙江山特莱德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卫星丙烯酸有限公司 

2007 
• 浙江卫星控股集团 

2011 
• 深交所挂牌上市 

2012 
•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平湖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大事记 



大事记1：上市 

 2011年12月28日公司在深圳交易所中小板成功上市（股票代码：002648）

通过本次上市，公司共募集资金2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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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2：嘉兴工业园基地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项目名称 规模 投资额度 投产时间 

丙烯酸及丙烯酸酯类三期技改项目 6万吨 3.29亿 2011年8月 

浙江友联化学工业有限公司颜料中间
体生产技术优化技改项目 

2.1万吨 1.14亿 2012年底 

高吸水性树脂项目 3万吨 3.18亿 2013年中期 

高吸水性树脂项目二期 12万吨 2016年 

卫星石化以上市为契机，利用募集资金，加快建设三大募投项目。 

嘉兴工业园基地近年项目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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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记事3：平湖独山港区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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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公司名称 规模 投资额度 投产时间 

丙烷脱氢制丙烯一期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 45万吨 20亿元 2014年初 

丙烯酸及酯项目 平湖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32万吨 15亿元 2014年中 

丙烷脱氢制丙烯二期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 45万吨 

30亿 

约2017年底 

聚丙烯项目 浙江卫星能源有限公司 30万吨 约2016年底 

卫星石化在“十二五期间”，坚持“一切以卫星发展为中心，持续稳健做强做

大”的思路，加快独山港区产业化建设，形成以丙烯及下游一体化产业链规模，

打造绿色循环经济，促进海洋经济。 

独山港区近期项目建设规划：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总部大楼项目总投资2个多亿，规划建造2幢办公楼和1幢专家楼，总建筑面积

约4.6万平方米。其中1#研发楼20层，建筑总高度79.75米；3#研发楼16层，建筑

总高度59.15米；2#为专家楼，地上3层、地下1层。届时可容纳数千人同时办公。 

项目建设规划：预计2016年落成并交付使用 

总部大楼效果图-夜景 

大记事4：总部大楼 



总部大楼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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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 3 



“合”文化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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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合”文化体系： 
 
一、“天地合而万物生”，是
指卫星遵守科学发展规律，与
时俱进； 
 
二、“合则成体”，是指卫星
人形成一股合力，“一箭易
断，十箭难折”； 
 
三、“合”谐音“禾”，亦是
禾商文化的一种诉求。 

朴实 

责任 

包容 

进取 



愿景  

面向世界 

化工让生活更美好 

工艺优化，技术
改进，成本引领 

创新驱动，技术
研发，技术引领 

夯实C3产业链布局 

立足长三角 

公司愿景 

百年卫星，卓越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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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丙烯及下游一体化产业发展 

智慧营销，专业
运营，管理引领 



1、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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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企业共发展，企业与社会共发展 
企业的发展是为了员工的幸福，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员工
的付出，员工和企业要融为一体、相辅相成、休戚与共、
共同发展。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2、幸福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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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人的幸福梦想 

卫星员工的职业素养在区域中胜人一筹， 

卫星员工的待遇收入在区域中高人一筹。 



3、人才理念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不唯学历重能力，不唯资历重贡献 

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 

不唯身份，不拘一格选人才 

提倡“胜任岗位才是能力” 

的实效业绩能力。 



3、卫星精神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卫星精神：务实、落实、核实 

 

务实是一种态度和细节，是精于谋划、细于行动，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落实是一种能力与责任，是有能履职、有信担当，是雷厉风行、执行到位。 

核实是一种验证与提升，是勤于思考、总结突破，是有目标、有结果。 



4、企业风格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做人风格：敢说、敢做、敢担当 

做事风格：用心做事    事在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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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基地厂区远景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嘉兴基地生产装置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夜色之美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卫星新材料科技公司全景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SAP车间一角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平湖基地厂区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平湖基地中控室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丙烷脱氢制丙烯装置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平湖基地球罐区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学习提高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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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五险一金 

大量培训 

出国工作
机会 

接送班车 

提供住宿 

带薪休假 

员工
旅游 

免息
贷款 

生日
福利 

健康
体检 

购房
优惠 

福利待遇 



1、公司免费提供住宿，水电费由宿舍内的人员自行承担； 

2、总部员工宿舍在嘉兴市区，分布于班车路线周围； 

3、嘉兴工业园区基地宿舍在大桥镇的镇中心，距离超市、

网吧、银行、饭店、菜场、药店、浴室、公交车站台都非常

的近。 

4、平湖独山港区基地宿舍环境优美，离公司非常近，上下

班方便。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上下班 

免费班车接送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休息时间可在宿舍周围各类
餐馆饭店就餐，或者在宿舍
内自己做饭。 

上班时间提供两顿免费工作餐。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 

备注：需要拿到毕业证后，国家才允许给员工缴纳。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满1年免费体检 满2年免费旅游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夏天提供免费冷饮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年节发放实物礼品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丰富多彩的活动-相亲会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丰富多彩的活动-运动会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奉献卫星精品，创造美好生活 

提供的晋升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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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卫星                           同一份事业                      同一个梦想 

    我们热忱欢迎各位贤士加盟卫星团队，您的选择将成就卫星的精

彩，卫星的辉煌也将为您提供优厚的待遇并营造良好的职业发展空

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相信在卫星您能尽情的施展自己的才

华！ 

          浙江卫星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SATELLITE PETROCHEMICAL CO., LTD. 

给各位有志之士的邀请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