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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1988年，三十多年来专业从事工业清洗剂、切削液、防锈剂、磷

化液、金属表面处理剂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航天航空、汽车制造、军工

装备、工程机械、船舶工业、农业机械、新能源、电子材料等领域。

自主研发的数十项产品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荣获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等众多荣誉称号。国家清洗剂行业标准主要起草单位、通过武器装备质量管理

体系、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两化融合管理体系、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

等多项专业认证。先后成为中国内燃机协会、中国工程机械协会、中国轴承协会、中国齿轮协会、中国

热处理协会等机械制造行业协会的理事及核心成员单位。央视、省、市地方电视台报道为同行业标杆企

业、国务院国资委机械工业研究院授予“中国制造细分行业隐形冠军”的称号。

公司与中科院、南京大学、上海交大、常州大学等高等院校建立了良好的产、学、研合作关系。公

司拥有攻丝扭矩机、四球摩擦试验设备、大视场电子扫描变倍显微镜、涂层附着力自动划痕试验机、

盐雾腐蚀试验箱等国际先进的检验检测设备，是国内行业中生产规模大、生产自动化、智能化先进、

研发生产型的一流企业。

先后与上汽集团、悦达集团、潍柴集团、南京钢铁集团、徐工集团、三一重工、铁姆肯、万丰轮

毂、天润曲轴、中原内配、无锡威孚、滨州活塞、西安法士特等数百家央企、国企、外企、大型企业

建立起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助力中国高端制造，让“机械制造 因我更出色“。

企业简介
江苏科星集团暨南通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总部

（位于江苏 · 海安高新区通港路80号）

南通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基地

（位于江苏 · 海安兴瓦工业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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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化工重点监测点认定
荣获“中国制造业单项冠军”
成为“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理事单位“
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协会理事单位“
荣获中国轴承工业协会“工艺配套优
秀供应商”
上市股改成功

荣获“南通市名牌产品”

荣获“2017年齿轮产业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
董事长吴龙铁先生被授予“中国齿轮传动产业
特别贡献奖”
荣获“海安市企业管理创新品牌30强”
荣获“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WLN-无磷清洗剂）“

荣获“南通市科技进步奖”

江苏科星集团 成立
承办“2016中国齿轮产业发展高峰会议”
成立“金属加工用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荣获“江苏省著名商标”
被授予“江苏省质量信用A级单位”
被授予“南通市现场管理良好行为企业”
江苏卫视新闻频道报道行业标杆企业
荣获”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WL-环保
金属表面处理剂）、（EP-富醇纳米合金缓
蚀剂） 、（NK-微乳切削液）” 

南通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被评为“南通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全国热处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获得“海安市地方经济发展百强企业”

参与起草并制定“清洗剂行业热处理
技术要求”国家标准
实现销售破亿元
设立“江苏省企业研究生工作站”
被评为"江苏省民营科技企业”

QH全合成切削液等数项产品通过国家
高新技术成果认定
被评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与央视达成品牌战略合作关系
荣获“江苏省企业信用管理贯标”
被评为“江苏省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荣获”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QH-
全合成切削液)”

荣获“江苏省认定企业技术中心”
通过江苏省“四个一批”验收
荣获“中国制造细分行业隐形冠军”
荣获“中国工程机械首选供应商百强”
通过“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认证
荣获“南通市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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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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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被授予“江苏省环保型金属加工液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化工）”认证
主办“南通科星化工有限公司30周年庆暨2018中
国内燃机工业统计工作会”



企业文化
CORPORATE CULTURE

核心价值观
诚信待人 踏实做事

企业使命
机械制造 因我更出色

企业愿景
打造百年科星品牌  成就行业领先企业

企业精神
严谨  创新  坚韧  超越

营销理念
客户至上 超值服务

质量理念
精研细造，以卓越的品质赢得客户信赖

管理理念
人为本  高效率  规范化

安全理念
安全生产 重于泰山

环保理念
绿色缔造 和谐发展

人才理念
德才兼备 尊重人才

社会价值理念
倡导“安全环保、低碳高效”。与社会共同进步，

与客户共享成功，与员工共谋发展！

员工守则
忠诚  爱企  团结  拼搏  守纪  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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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荣誉
QUALIFICATION, HO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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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生产
 R & D AND PRODUCTION

自2015年以来，科星公司引进瑞士ABB智能机器人，采用全球先进
的生产工艺和设备，打造智能化工厂，确保产品质量始终保持行业
领先水平。

精研细造，以卓越的品质赢得客户信赖

先 进 工 艺

公司建有国内同行业最先进的产品研发检测中心，拥有国际先进的高端检测试验仪器
近百台，为科星产品提供完备的科研数据和试验基础。

科 技 研 发

质与量同行，量以质为先，质量是生命，科星与您一起行稳致远！

智能攻丝扭矩试验

四球摩擦磨损试验 大市场电子扫描变倍显微镜

恒温恒湿箱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多参数水质测定

ABB智能机器人

计量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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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关注
 LEADERSHIP CONCERNS

2019年9月22日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沈烈初（左一）在南通
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指导工作。

2019年9月22日中国企业家协会、中国企业联合会驻会副会长尹
援平（右二）、秘书长肖震东（右一）在科星总经理傅士超（左
二）、副总吴昌祥（左一）的陪同下参观、指导工作。

2019年9月21日科星化工董事长吴龙铁（左一）与国资委机械工
业经济管理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徐东华（右一）合影留念。

2018年11月23日中国内燃机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邢敏（
左一）、分会秘书长 蒋殿昌（右一）莅临南通科星考察指导。

2019年9月4日南通科星董事长吴龙铁（左一）与中国工程机械工
协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 苏子孟（右一）在北京愉快的交流。

2017年12月4日至6日第四届中国（长沙）国际工程机械暨配套件博览会
期间时任湖南省委书记杜家毫（右一）、长沙市委书记胡衡华（左二）
莅临南通科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展位视察，公司总经理傅士超先生作了
精辟的成果发布报告。

2015年9月3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先生
莅临海安视察，公司总经理傅士超受到姜博导的接见，并一起合影。

2016年11月22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所长杨晓东博士（中）应邀到
公司参观指导工作。董事长吴龙铁（右一）、总经理傅士超（左一）与
杨博士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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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因我更出色
KEX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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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至上 
           超值服务
以客户满意为宗旨，用极致的思想要求自己，用优异化的服务赢得客户、占领市场、创造价值。

金杯银杯，不如客户的口碑；客户满意，就是我们最大的努力方向。

初步了解客户需求

详细了解客户需求和加工现状

为客户定制书面解决方案

客户筛选最合适的产品

细节商洽，为客户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服务团队免费上门指导和设备维护

为客户建立详细的技术和服务档案

评估产品使用效果检查异常情况，提供改善方案

提供员工培训

合作单位
COOPERATIVE UNIT

科星化工
期待与您更多合作

... ...

电话沟通

现场拜访

现场指导

方案提供

样品使用

订单洽谈

档案建立

定期维护

专业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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