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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誉 台
荣誉是一种动力袁也是一种压力遥 在荣誉面前袁我们要保持清醒头

脑袁谦虚谨慎尧戒骄戒躁遥既要看到成绩袁也要寻找不足袁野百尺竿头袁更
进一步冶袁把荣誉当作新的起点袁化为实际行动袁把奖牌擦拭得更亮遥

荫1月 1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塑料保持架压装模具冶和野可自动卸料的沟道超精
工装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遥

荫2月 13日袁长兴县委尧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工业经济和科技创新大会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
有限公司荣获野2016年度工业企业突出业绩奖冶遥

荫2月 1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在线检测机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遥
荫2月 23日袁在路北街道 2016年度表彰会上袁八环公司被授予野明星企业冶称号遥
荫3月 2日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王建平当选为野浙江省党代会代表冶袁并

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遥
荫3月 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全自动轴承匀脂机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发明专利授权袁这是八环

公司的第 8项发明专利遥
荫4月 9日袁八环公司荣获新大洲本田摩托有限公司颁发的野2016年度环境管理奖冶遥
荫5月 26日袁八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平静艳尧付志军和牛建平分别作为路桥区第二届

十佳工程师尧优秀工程师和十佳科普工作者受到表彰遥
荫5月 12日袁八环公司参与起草的国家标准 GB/T307.3-2017叶滚动轴承 通用技术规

则曳批准发布遥
荫5月袁叶鼎利报曳荣获叶湖州职工精神读本曳读后感企事业报渊刊冤专版展示评比活动三

等奖袁通讯员韦丽丽文章入编叶知行曳征文集遥
荫7月 6日袁八环公司参与制定的行业标准叶拖拉机及内燃机用发电机 球轴承技术条

件曳发布实施袁这是八环公司参与制订的首个其它行业标准遥
荫7月 23日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有限公司技术中心被列入湖州市 2017年市级企业技术

中心培育名单遥
荫7月袁八环公司工会被评为野安康杯冶省级竞赛优胜单位遥
荫7月袁叶鼎利报曳相继荣获野浙江省第七届优秀企业报冶 尧野台州市十佳企业报冶荣誉称号遥
荫8月 2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径向游隙检测仪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利遥
荫8月 24日袁在中国轴承工业协会野十二五冶发展先进表彰和工艺装备研讨会上袁公司

被授予全国轴承行业野十二五冶发展先进企业称号遥
荫8月 24日袁浙江省科技厅发文袁公布了 2017年省级企业研究院的认定结果袁浙江八

环轴承有限公司精密轴承研究院榜上有名遥
荫8月 11日袁八环公司被洛阳轴承研究所吸纳为野滚动轴承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冶成员遥
荫8月 25日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有限公司获得野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冶称号遥
荫11月袁王建平当选野杰出路桥工匠冶遥
荫11月 1日袁八环公司参与制订的两项工业机器人轴承国家标准 GB/T 34897原2017

叶滚动轴承 工业机器人 RV减速器用精密轴承曳和 GB/T 34884原2017叶滚动轴承 工业

机器人谐波齿轮减速器用柔性轴承曳批准发布遥
荫11月 20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密封圈压装整形模冶和野一种园林机械用轴承冶被

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遥
荫11月袁八环公司荣获浙江钱江摩托有限公司野忠诚供应商冶称号遥
荫11月袁八环公司荣获青岛征和工业股份有限公司野风雨同舟奖冶遥
荫12月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和北京环宇宏业科技开发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遥
荫12月 7日袁 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首次主导制订的行业标准 JB/T 13352原2017

叶滚动轴承 汽车减振器用轴承及其单元曳批准发布遥
荫12月 21日袁野国家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新联盟理事会换届会及年会冶在洛阳召开袁八

环公司连任创新联盟理事单位遥

光 荣 榜
硕果累累的 2017袁靠的是全体员工的无私奉献和默默付出遥 他们

扬帆远航袁耕耘收获袁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天道酬勤遥评选出的先进集体
和个人袁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尧赶超的标兵袁感召着我们在新的一年
里袁砥砺奋进尧开拓进取袁力争赢取更多的荣誉遥

先进集体渊4个冤

制造四科 制造一科 生管部 采购部

先进班组渊7个冤

制造一科零件清洗自动线班组 制造四科磨加工 A班 长兴基础科平面无心班组

制造三科磨加工 A班 品质一科外协班组 制造一科磨加工自动线班组

制造一科单机班组

先进中层干部渊6名冤

韩新帅 周 云 马 铭 张国跃 李 伟 廖小华

先进工作者渊63名冤

朱淑华 王纪富 殷宝明 吕晓明 蒋珍珍 邓远枝 周丹临 武笑笑 李荣达

叶海挺 林王明 贺少华 顾亚萍 孙慧君 鲍劲松 卢 盼 韩俊高 赵存东

王天琼 张 菊 周 清 程痛快 陈黎明 华 倩 管康德 管玲花 李 娜

泮聪聪 李其中 陆启周 徐超明 秦丽祥 杨巧灵 许美丽 张锁权 朱枚林

胡娇英 王晓刚 鲍勤峰 牟 伟 王非洲 方 傲 汪 旺 丁 岩 杨觉泉

李洪琼 向明欢 梁露露 程国燕 李小琴 肖 义 季凤林 郭世权 闫 康

郑亚娟 郑家雄 郑世奎 陈理原 顾正萍 林 波 李彩彪 王士龙 雷志生

优秀党员渊8名冤

陈振林 顾建海 王建平 梁道才 杜德友 姚毅楠 董宽书 陈旭华

先进工会集体渊4个冤

行政人事部工会小组 生管部工会小组 设备部工会小组 装一工会小组

优秀工会干部渊6名冤

马志华 徐国庆 戴利平 罗秀丽 张 全 苏丽娜

积极通讯员渊6名冤
陈艳群 樊云苓 顾建海 梁道才 苏丽娜 韦丽丽

优秀通讯员渊3名冤
马 铭 潘 虹 孟庆丰

喜引春风拂杨柳袁笑迎玉犬送金鸡遥 转眼间我们挥别硕
果累累的 2017年袁迎来充满希望的 2018年袁值此新春佳节
之际袁我谨代表集团公司送上我最诚挚的祝福和感谢遥 感谢
在 2017年默默耕耘尧 开拓创新的全体鼎利员工及在身后辛
勤付出的家人亲属曰感谢与鼎利风雨同舟尧携手共进的广大
客户和合作伙伴曰感谢一直关心和支持鼎利发展的各级领导
和各界友人遥 祝大家工作顺利袁身体健康浴

天道酬勤袁 厚积薄发遥 2017年是公司发展不平凡的一
年袁安全生产不遗力尧制订标准显实力尧销售增长添动力尧长
兴基地有活力袁公司持续的转型升级战略初见成效遥

2017年袁公司一如既往地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袁得到
上级领导的认可遥 10月袁副省长高兴夫尧省水利厅副厅长杨
炯等省领导相继来八环公司督查安全生产工作袁市尧区尧街道
等相关部门也反复督查袁 八环公司积极配合上级部门工作袁
加强安全巡查尧落实安全责任袁尽全力为员工创造安全适宜
的工作环境袁全年安全形势良好袁实现了重大事故为零的目
标遥

2017年袁公司一如既往地推进转型升级袁长兴基地彰显
活力遥 按照行业一流水准打造的八环公司长兴制造基地自
2016年正式投产以来稳步发展袁 成为公司销售快速增长的
核心推动力袁2017年袁八环公司销售收入增长超 20%袁创历
史新高遥长兴公司的健康发展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和肯
定袁5月 9日袁湖州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钱三雄在长兴县委副书
记尧县长杨中校的陪同下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指导曰6月 9
日袁长兴县委书记周卫兵等县领导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调
研袁领导的关怀和指导袁给长兴公司的发展稳定了信心尧指引
了方向遥

2017年袁公司一如既往地狠抓科技创新袁成果丰硕遥 8
月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精密轴承研究院被认定为野省级
企业研究院冶遥 11月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首次主导制订
的行业标准 JB/T 13352原2017 叶滚动轴承 汽车减振器用
轴承及其单元曳袁参与制订的两项野工业机器人轴承冶国家标
准和修订的 野汽车发电机轴承冶 行业标准相继批准发布曰12
月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和北京环宇宏业科技开发公司被

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曰 公司全年共开发新产品 160多
项袁获专利授权 8项渊其中发明专利 3项冤曰全年全员共提出
创新合理化建议 2368条袁采纳 1953条袁合理化建议的数量
和奖励金额均创历史新高遥

2018年是全面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袁 也是改革
开放 40周年遥 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歇袁前进的步伐依然坚定袁
我们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袁谋划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袁公司
将持续推进转型升级袁在地方政府的指引和支持下袁谋划长
兴基地和路桥厂区新的发展机遇曰 进一步转变发展理念袁不
单单追求数量上的增长袁更要依靠强大的科技创新尧稳定的
产品质量和优质的服务袁实现健康稳定的高质量增长遥

新年新气象袁聚力谋新篇袁2018年袁我们将开启裂变扩
张尧赶超发展的新篇章袁传承野敢为人先尧勇创一流冶的企业精
神袁以崭新的形象袁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更加
专业的服务袁开启公司发展的新纪元遥
最后袁衷心祝福大家新年快乐袁万事如意袁身心健康浴



一 月

荫1月 11日袁湖州市总工会主席张显东尧
开发区工会主席许国平等领导袁来八环渊长兴冤
公司走访慰问困难职工范兴军等袁送来了党和
政府的温暖以及工会组织的关怀遥
荫1月 1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塑料

保持架压装模具冶和野可自动卸料的沟道超精
工装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遥

二 月

荫2月 13日袁长兴县委尧县政府召开了全
县工业经济和科技创新大会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
有限公司荣获 野2016年度工业企业突出业绩
奖冶遥

荫2月 1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在线
检测机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实用新型专利授权遥
荫2月 23日袁 在路北街道 2016年度表彰

会上袁八环公司被授予野明星企业冶称号遥

三 月

荫3月 2日袁 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设备
部部长王建平当选为 野浙江省第 14次党代会
代表冶袁并参加第一次代表大会遥
荫3月 6日袁八环公司的野全自动轴承匀脂

机冶获国家知识产局发明专利授权遥
荫3月 9日袁 长兴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钱卫

华尧副主任姚建忠在集团副总经理王苏平的陪
同下袁对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进行了考察遥
荫3月 11日耀25日袁八环销售团队走访了

蒂森克虏伯尧莱顿尧盖茨尧马勒等欧洲客户袁加
强沟通尧促进合作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遥
荫3月 23日袁公司组织召开了第五届职工

渊工会会员冤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遥
荫3月 23耀28日袁 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毛相

何带领销售团队走访了越南本田尧越南雅马哈
等客户袁增进了解尧促进合作遥
荫3月 30日袁 八环公司 2016年度改善创

新和合理化建议颁奖晚会在职工之家隆重举
行遥
荫3月袁北京公司通过了 ISO9001:2008质

量管理体系外部审核换证的认证工作袁获得了
新的认证证书遥

四 月

荫4月 6日耀8日袁北京环宇宏业科技有限
公司受邀参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
实验室装备展览会渊CISILE 2017冤袁期间袁公
司的主打产品 CODcr 废液处理系统备受关
注遥
荫4月 9日袁 八环公司荣获新大洲本田摩

托有限公司颁发的野2016年度环境管理奖冶遥
荫4月 11日袁长兴地税局开发分局局长沈

斌一行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进行企业税务知识
专题解答会袁副总经理王苏平等参会遥
荫4月 21日耀5月 9日袁 八环营销团队走

访巴西客户袁进行了良好而富有成效的沟通交
流遥
荫4月 24日耀27日袁公司组织相关技术及

管理人员分别对八环渊长兴冤公司和上海沃丁
公司进行了外销产品运行情况的检查遥
荫4月 28日袁八环公司工会组织职工开展

了无偿献血活动遥
荫4月 28日袁长兴县财政局开发区分局局

长孙永方一行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指导袁董
事长戴学利陪同座谈遥

五 月

荫5月袁 公司举办了主题为 野推进科技创
新袁提高工作效率冶的第 14次科技月活动遥

荫5月 9日袁湖州市委副书记尧市长钱三雄
在长兴县委副书记尧县长杨中校的陪同下来八
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指导袁副总经理王苏平等公
司领导全程陪同遥

荫5月 12日袁八环公司参与起草的国家标
准 GB/T307.3-2017 叶滚动轴承 通用技术规
则曳批准发布遥

荫5月 13日袁八环公司组织路桥厂区全体
班组长于赴八环渊长兴冤公司参观交流遥

荫5月 26日袁八环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平静
艳尧付志军和牛建平分别作为路桥区第二届十
佳工程师尧优秀工程师和十佳科普工作者受到
表彰遥

荫5月袁叶鼎利报曳 荣获 叶湖州职工精神读
本曳读后感企事业报渊刊冤专版展示评比活动三
等奖袁通讯员韦丽丽文章入编叶知行曳征文集遥

六 月

荫6月袁公司开展了以野注重安全防范 落
实安全责任冶 为主题的第 16次安全生产月活
动遥

荫6耀8月袁 八环公司各制造科室广泛开展
了劳动竞赛活动袁内容包括知识培训尧闭卷考
试尧技能比武等遥

荫6月 2日耀3日袁北京公司在日照召开了
第一尧二季度销售总结会遥

荫6月 9日袁 长兴县委书记周卫兵等县领
导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调研袁董事长戴学
利尧副总经理王苏平陪同调研遥

荫6月 15日袁路北街道总工会陈仙亮主席
来八环公司进行关于员工子女入学问题的座
谈会袁公司工会主席王苏平等陪同座谈遥

荫6月 21日袁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及入党积
极分子举行学习贯彻省十四次党代会精神专
题会议袁八环渊长兴冤公司相关人员参加了视频
会议遥
荫6月 21日袁路桥区政协主席戴冬林一行

来八环公司考察调研袁董事长戴学利等公司领
导陪同调研遥

七 月

荫7月 6日袁 八环公司参与制定的行业标
准叶拖拉机及内燃机用发电机 球轴承技术条
件曳发布实施袁这是八环公司参与制订的首个
其它行业标准遥
荫7月 6日耀7日袁 公司召开 2017半年度

工作会议遥
荫7月 12日袁省科协副主席姜长才尧省科

协企业办副主任周振军尧省科协科技咨询中心
副主任王文利在市尧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八环公
司考察群众性科技创新活动遥
荫7月 18日袁浙江省人力社保厅职介中心

副主任狄永华在市尧 区人社局领导的陪同下袁
来八环公司调研人才建设工作袁公司副总经理
王苏平陪同调研遥

荫7月 19日上午袁由市侨联尧市人才办等
部门组成的人才新政宣讲团来八环公司宣讲

叶台州市人才新政三十条曳遥
荫7月 20日袁 路桥区总工会梁剑波副主

席尧张文广部长在路北街道总工会主席陈仙亮
的陪同下袁来八环公司开展送清凉活动遥

荫7月 23日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有限公司技
术中心被列入湖州市 2017年市级企业技术中
心培育名单遥

荫7月袁八环公司工会被评为野安康杯冶省
级竞赛优胜单位遥

荫7月袁叶鼎利报曳相继荣获野浙江省第七届
优秀企业报冶尧野台州市十佳企业报冶荣誉称号遥

八 月

荫8月 2日袁八环轴承公司的野一种径向游
隙检测仪冶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明专利遥
荫8月 2日袁 由路桥区总工会副主席吴毅

力等领导组成的考察团来八环公司考察厂务
公开尧民主管理工作袁公司工会主席王苏平等
陪同考察遥

荫8月 7日袁 路桥区委副书记牟傲野一行
来公司考察并座谈袁董事长戴学利尧副总经理
王苏平陪同考察遥

荫8月 7日袁 安徽省宣城市政协副主席沈
伟一行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遥

荫8月 9日袁路桥区委常委尧组织部长范卫
东一行来八环公司调研指导人才工作袁董事长
戴学利尧公司野500精英冶人才代表陪同调研遥

荫8月 9日耀10日袁 八环公司参加了由市
人力社保局尧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台州市数控
车工尧工具钳工职业技能大赛遥

荫8月 11日袁八环公司被洛阳轴承研究所
吸纳为野滚动轴承产业制造业创新中心冶成员遥

荫8月 17日袁北京公司派员参加了天水市
环保局举办的污染源自动监控工作会议遥

荫8月 24日袁在中国轴承工业协会野十二
五冶发展先进表彰和工艺装备研讨会上袁公司
被授予全国轴承行业野十二五冶发展先进企业
称号遥

荫8月 24日袁浙江省科技厅发文袁公布了
2017年省级企业研究院的认定结果袁浙江八环
轴承有限公司精密轴承研究院榜上有名遥
荫8月 25日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有限公司获

得野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冶称号遥
荫8月 25日袁路桥区总工会副主席杨伟飞

等领导一行来八环公司考察防暑降温工作袁公
司工会主席王苏平尧副主席张国跃陪同考察遥

荫8月 29日袁台州电大来八环公司现场开
展开放教育本尧专科招生录取工作遥

荫8月 30日袁路桥区司法局洪勤辉副局长
一行来八环公司进行法律惠企便民的宣讲及
调研遥

九 月

荫9月袁 公司开展了主题为 野强化质量体
系袁推进现场管理冶的第 18次质量月活动遥

荫9月 9日耀21日袁 董事长戴学利率技术
人员和美国公司人员对北美客户进行了走访遥

荫9月 12日耀20日袁八环公司总经理陈振
林带领市场人员对日本本田尧雅马哈等重点客
户进行了走访和技术交流遥

十 月

荫10月袁公司开展了以野释放自我 制造
欢乐冶为主题的文化月活动遥

荫10月袁吉林欧伊尔公司乔迁新址遥
荫10月袁北京公司 6人参加由北京市环境

保护产业协会举办的 野第 10期污染治理设施
运行服务自动监控渊气冤培训班冶并全部通过考
试遥

荫10月 11日袁 省水利厅副厅长杨炯一行
在区领导的陪同下袁来八环公司督查安全生产

工作袁董事长戴学利袁公司安委会副主任张国
跃等陪同督查遥
荫10月 13日袁 浙江省副省长高兴夫带领

省安监局尧省消防总队尧省安科院等相关部门袁
在市尧区尧街道领导的陪同下袁来八环公司督查
安全生产工作遥 副总经理王苏平袁公司安委会
副主任张国跃等陪同督查遥
荫10月 20日袁 北京公司在用友体育馆组织开
展了职工羽毛球赛遥
荫10月 26日袁 路桥区经信局领导一行来

公司开展野企业上云冶的政策宣讲遥

十 一 月

荫11月袁王建平当选野杰出路桥工匠冶遥
荫11月 1日袁八环公司参与制订的两项工

业机器人轴承国家标准 GB/T 34897原2017
叶滚动轴承 工业机器人 RV减速器用精密轴
承曳和 GB/T 34884原2017叶滚动轴承 工业机
器人谐波齿轮减速器用柔性轴承曳批准发布遥

荫11月 1日袁在哈希公司的支持下袁临沂
首创水务有限公司和北京公司合作举办了自
控仪表的客户培训会遥
荫11月 3日袁路北街道宣传办组织宣讲团

来八环公司开展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活
动袁八环公司组织员工在车间学习遥

荫11月 13日袁 路桥区路北街道相关领导
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指导袁副总经理王苏平
陪同考察遥
荫11月 15日袁八环公司获得上汽集团叶供

应商实验室能力评定证书曳遥
荫11月 20日袁八环公司的野一种轴承密封

圈压装整形模冶和野一种园林机械用轴承冶被国
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实用新型专利遥

荫11月 28日耀12月 2日袁 八环公司参展
2017上海汽车零部件展袁12月 1日袁中国汽车
工业协会车用电机电器电子委员会朱小平秘
书长来公司展位参观指导遥
荫11月袁八环公司荣获浙江钱江摩托有限

公司野忠诚供应商冶称号遥
荫11月袁八环公司荣获青岛征和工业股份

有限公司野风雨同舟奖冶遥

十 二 月

荫12月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和北京环
宇宏业科技开发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遥

荫12月 1日袁八环公司召开QC成果发布
会遥
荫12月 7日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首次

主导制订的行业标准 JB/T 13352 原2017
叶滚动轴承 汽车减振器用轴承及其单元曳批
准发布遥

荫12月 20日耀23日袁 八环公司派员参加
了中国轴承协会在成都召开的野2017年全国轴
承行业人力资源工作会议冶遥
荫12月 21日袁野国家滚动轴承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理事会换届会及年会冶 在洛阳召开袁八
环公司连任创新联盟理事单位遥
荫12月 21日袁 省联合检查组对八环公司

的消防安全工作进行了突击检查袁公司的相关
工作得到了检查组的认可遥

荫12月 25日耀28日袁 在副总经理毛相何
的带领下袁 公司对跨国公司客户的驻华机构尧
分公司等进行了年度回访遥
荫12月 29日袁 路桥区常务副区长杨剑等

领导带领检查团来八环公司检查员工宿舍消
防安全工作袁董事长戴学利尧公司安委会副主
任张国跃陪同遥
荫12月 30日袁 八环公司在职工之家举行

野庆元旦迎新年暨改善创新及合理化建议颁奖
晚会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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荫副省长高兴夫督查安全生产工作遥 10
月袁副省长高兴夫尧省水利厅副厅长杨炯等省领
导相继带领省安监局尧省消防总队尧省安科院等
相关部门来八环公司检查安全生产工作袁 市尧
区尧街道等相关部门也反复督查袁八环公司积极
配合上级部门工作袁加强安全巡查尧落实安全责
任袁尽全力为员工创造安全适宜的工作环境袁全
年安全形势良好袁实现了重大事故为零的目标遥
荫市领导考察长兴公司遥 5月 9日袁湖州

市委副书记尧 市长钱三雄在长兴县委副书记尧
县长杨中校的陪同下来八环渊长兴冤公司考察
指导袁 副总经理王苏平等公司领导全程陪同遥
长兴公司自 2016年正式投产以来稳步发展袁

得到了上级部门的肯定袁2月 13日袁 长兴县
委尧县政府召开了全县工业经济和科技创新大
会袁八环轴承渊长兴冤有限公司荣获野2016年度
工业企业突出业绩奖冶遥

荫王建平当选省党代表遥 3月 2日袁浙江
八环轴承有限公司设备部部长王建平当选为

野浙江省第 14次党代会代表冶袁 并参加第一次
代表大会遥
荫省科协领导考察调研遥 7月 12日袁省科

协副主席姜长才尧 省科协企业办副主任周振
军尧 省科协科技咨询中心副主任王文利在市尧
区领导的陪同下来八环公司考察群众性科技
创新活动遥

荫荣获行业野十二五冶发展先进企业称号遥
8月 24日袁在中国轴承工业协会野十二五冶发
展先进表彰和工艺装备研讨会上袁公司被授予
全国轴承行业野十二五冶发展先进企业称号遥

荫被认定为 野省级企业研究院冶遥 8月 24
日袁浙江省科技厅发文袁公布了 2017年省级企
业研究院的认定结果袁浙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
精密轴承研究院榜上有名遥

荫主导制订行业标准遥 12月 7日袁浙江八
环轴承有限公司首次主导制订的行业标准 JB/
T 13352原2017 叶滚动轴承 汽车减振器用

轴承及其单元曳批准发布袁实施日期为 2018年
4月 1日遥

荫高新技术企业通过重新认定遥 12月袁浙
江八环轴承有限公司和北京环宇宏业科技开

发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遥
荫CODcr废液处理系统受到关注遥 4月 6

日耀8日袁 北京环宇宏业科技有限公司受邀参
加第十五届中国国际科学仪器及实验室装备

展览会渊CISILE 2017冤袁期间袁公司的主打产
品 CODcr废液处理系统备受关注袁 现已收到
多家客户订单遥
荫销售增长有力遥 2017年袁得益于公司长

期坚持的新品研发和转型升级战略袁在长兴制
造基地的有力推动下袁 八环公司销售增长超
20%袁创历史新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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