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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遮阳家居成品制造领域
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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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扳手里面也有品牌荣耀

——杭州拓成五金工具有限公司
【品牌名片】

华辰新材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涂层处理设备

以信誉为生命、以质量为依托、以产品为先导——这是杭州拓

【品牌名片】

成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企业理念。拓成五金工具公司主要生产“建

历经二十余年品牌沉淀与积累，今天的华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已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功能性遮阳家用纺织
品制造商，
成为国际遮阳家居成品制造一支不可或缺的中国力量。
华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位于运河街道五杭区块，创建于 1994 年，2002 年通过 ISO9001:2000 国际质量体系
认证，2005 年获杭州市优秀新产品技术奖，2006 年“华辰”产品被评为“杭州市名牌产品”；2013 年 6 月旗下安徽
广德华辰植绒有限公司正式投产；2014 年 6 月华辰公司实行整体股改，于 2015 年 2 月成功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新三板）。最近，华辰公司又在湖州菱湖新辟一处原辅料生产基地。

新”系列五金工具及其它汽车随车工具。其中，活动扳手、双呆扳
手、两用扳手、梅花扳手、汽车齿轮箱齿轮锻件已形成规模化制造，
拓成五金已成为一家集产品开发、生产制造、网络营销等为一体的
“实力派”企业。

【品牌纪实】

记者 徐赣鹰 通讯员 唐雪华

【品牌纪实】

家纺产品
“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一个重要填位补缺者
在余杭区家纺产业集群中，华辰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凭借着遮阳窗帘产品独树一帜，成为
家纺产品“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的一个重要填
位补缺者。华辰新材近年来能够持续被业界关
注，一个关键因素就是它的独特性和科技性。
这些年来，华辰植绒专注于遮光布和印花植绒
布，坚持走“专业化、科技化、精品化”道路。早
在 20 年前，华辰研制开发的水性环保型多功能
遮阳产品就填补了浙江省空白，被评为浙江省
新产品技术奖；2003 年，该公司成功研制多功
能垂直卷帘布，阻燃效果达到欧盟 M1 标准，正
反布面后整体、布边控制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之后，企业继续快速成长，2005 年获得杭州市
优秀新产品奖，2006 年引进世界先进的 320 宽
幅多套色印花植绒流水线，宽幅多套色印花植
绒产品填补国内空白；2011 年成功制订有关遮
阳布行业标准，获得 7 项新型专利；2013 年成功
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行列；2015 年成功挂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新三板）；2016 年被中
家纺评为中国布艺竞争十强企业称号。一项项
新产品的研制成功、一个个国内空白的填补，都
在证明着华辰股份不容置疑的强大实力。
在公司董事长孙月华看来，华辰新材核心
竞争力来源于坚持自主创新发展模式。多年

前 ，华 辰 产 品 就 已 通 过 纺 织 品 生 态 标 志
OEKO-TEX Standard 100 质 量 认 证、美 国 UL
“绿色卫士”认证以及世界权威室内空气质量认
证 GREENGUARD 等认证。其产品除了满足日
常家居装饰等功能外，更主要的是实现遮阳节
能环保效果，如抗静电、防水、阻燃、防紫外线、
抗菌防霉除臭、防辐射等。遮阳布属于功能性
家纺面料，是对产业链中后整理阶段技术的突
破。华辰运用新材料或新技术对传统面料进行
后整理加工，使面料具有特殊作用和超强性能，
这些
“特殊功能”是一般面料所不具备的。
琳琅满目的扳手产品

“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都是华辰品牌的忠实拥趸者

华辰新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月华接受采访

如今，在欧美国家及澳大利亚、中东等地，
“华辰”已成为中国遮光布制造商中独树一帜的
全球性品牌，其追求自然、绿色环保的品牌内涵
得到了国外工程客户和普通消费者广泛认同。
其中，像澳大利亚是紫外线照射特别强烈的低
纬度国家，遮阳帘更是一种刚性需求对象。华
辰针对该国民众对素色的偏好，开发了相关系
列产品。此外，针对中东、非洲、东南亚等区域
市场，华辰也都相继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华辰销售的“一带一路”地域
特征也日渐显明。目前，印尼、马来西亚、越南、
土耳其、约旦、以色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都有华辰品牌的忠实拥趸者。
在与欧美老牌厂商和“大鳄级”经销商的合
作中，华辰自身的生产技术能力和营销能力快
速得到了锻炼成长。在这里面，尤为难能可贵
的是华辰多年来一以贯之的国际化战略。可以
说，在遮阳帘产品细分领域，今天的华辰品牌已
经不仅属于余杭、杭州，它已经属于中国家纺制
造品牌的一部分。今天，在国际上，很难找出哪

瞄准潜力巨大的内需市场
采访中，孙月华郑重地表示，这些年华辰企
业一直把质量作为品牌建设的关键词来对待。
尤其在当前国内正努力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良好态势下，企业更要强化质量优势，来拥抱未
来新机遇，迎接未来新挑战，来响应国家总体战
略。
华辰人认为，品牌依托于产品品质，产品品
质是品牌的保障。华辰在质量管理上注重工序
质量控制，以此作为过程质量控制的基本点，以
及现场质量控制的重要内容。建立工序质量控
制点，就是在加强一般工序质量控制的同时，采
取有效的控制方法，对关键工序和特殊工序进

家遮阳帘企业能像华辰这样做出如此高的产品
丰富度，
以及实现如此高密度的研发投入。
孙月华认为，21 世纪的今天，功能性家用
纺织品的运用已经越来越普遍，纺织品的未来
将进入一个全新时代。在欧美发达国家，
“未来
纺织品”已经被提升到整体经济战略层面。曾
经是传统代名词的纺织业，已经发展成基于新
材料、节能环保、智能家居产品集成创造出的全
新产品和服务，功能性家用纺织品一定能给城
市、产业和人民生活带来改变。
“最近，我们和美
国陶氏化学公司达成了更有深度的战略合作关
系。在陶氏百年企业史上，第一次有别的国家
企业获得‘陶氏’品牌冠名授权，而这家企业就
是我们华辰。这个事情很有标志意义，因为这
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华辰产品得到了国际最尖
端市场的认可。……华辰和陶氏化学的合作由
来已久，对方一直是我们重要的原料供应商。
在华辰技术进步和市场拓展的道路上，陶氏这
样的跨国巨头对我们助益良多。”
孙月华说。

华辰同样要做细分领域领军者

行重点控制，保证工序经常处于受控状态。当
发现工序质量控制点的控制方法不能满足工序
能力要求时，控制点负责人立即向工艺技术部
门汇报，工艺技术部门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分析、
改进和提高，保证工序处于受控状态。在工序
过程控制中，针对各类产品所涉及的全部生产
过程，操作者都需要严格按照工艺技术文件进
行操作，并填写相关工序操作记录，包括自检结
果、互检结果、产量、品质异常情况、次品原因、
不良品处理情况以及设备运行维护情况等。
至于“如何利用品牌效应在国内发力”这个
问题，孙月华表示，内需市场是一个有着广阔前

景和潜力的大市场。确实国人对高品质遮阳帘
助力节能环保的认识也越来越到位，客观上中
国从南到北对遮阳帘的消费意识正在逐步被
“唤醒”。华辰将在继续巩固海外市场的同时，
适时、适度地对内需市场进行扩展探索。不管
市场策略如何演变，
“专业化、科技化、精品化”
都将是华辰始终如一的准则。就像国外老牌家
纺巨头如今不得不反过来追随华辰创新脚步一
样，未来有一天，如果华辰品牌真的要在神州大
地吹响进军号角，那也必定是这个细分行业的
领军者。

今天，
“建新”
已经是国内扳手
工具的代言者之一。对于土生土
长的临平人来说，
“建新”
扳手是很
熟悉的。当年，
“建新”
扳手曾经和
上海
“沪工”
牌、
“劳动”
牌扳手一起
驰名大江南北。时光荏苒，
如今上
海这两个著名品牌已分别被我省
临安和温岭两家民企收购。不过，
二者在市场占有率、品牌知名度等
方面，
较之
“建新”
已略逊一筹。
眼下，
“建新”
扳手主要有呆扳
手（两端开口扳手）和两用扳手两
大类。但如果包括钢丝钳、鲤鱼
钳、
羊角锤、
套筒、
内六角等等，
那品
类就更多了。其中，
像两用扳手常
年在做的有 30 个左右规格。而两
用扳手规格也很多，
最短的只有9.7
厘米，
最长的有60厘米。目前国内
各大城市的五金市场大多是“建
新”销售重地，如广州的广佛机电
五金城、杭州的长城五金城、金华
永康的永康五金城等等。难能可
贵的是，
通过自主品牌和贴牌代工
相结合的灵活方式，
拓成国际市场
开拓步伐也显著加快，
产品行销欧
美、
东南亚、
中东等地。
对于
“建新”
品牌来说，
一个具
有历史性意义的时间是 2013 年 2
月。当时，在浙江产权交易所，公

【品牌感言】
小五金里有大市场。小五
金也可以铸造知名品牌、百年
品牌。拓成五金将继承好“建
新”品牌的优良基因，抓住每一
次发展壮大的机遇，扎扎实实
强化创新驱动战略，扎扎实实
“品质为先”，努力扩大品牌影
响力。

【品牌感言】
我所理解的品牌，一个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在所有环节上实现对品质、质量的把控。品质是企业生存和发展当中最基本的一个点，是其
他所有环节要素的基础。未来华辰将以行业前沿技术创新为驱动力，构建高效整合的家纺产业链，从供应遮阳面料到向工程帘、卷帘、遮阳
帘、个性化定制终端发展，打造以遮阳帘为主的工艺创意产业，打造纺织功能性产品的世界品牌，为国际功能性纺织遮阳事业的腾飞做出新
的贡献。

——孙月华

司董事长朱炳华以330万元的价格
竞拍到钱江五金工具有限公司扳
手生产项目的无形资产，
这个无形
资产包括了钱江工具公司扳手工
艺装备、检验标准等专有技术，以
及“建新”商标所有权。这次无形
资产的产权转让促成了一个民企
和一个品牌的联姻，
两者的融合可
谓是一个新起点上的融合。
如今，在产品品类上，
“建新”
在快速拓展，包括工具箱套装、时
尚套柄扳手都做了起来。产品的
规格型号也越来越丰富，
“建新”
在
扳手工具上基本实现了全系列
化。当然，
朱炳华和拓成公司没有
满足于此，
他和他的团队看到了国
内品牌和国际品牌在技术品质和
规模实力上的差距，
他们正在奋起
直追，力图把扳手产品做得更精
致，并且力图往高端、尖端上去延
展。
眼下，
朱炳华正在带领拓成五
金公司团队寻找新的战略突破
点。朱炳华计划在湖南邵东开辟
新的生产基地，实现湘、浙两地联
动，一举打破产能瓶颈。同时，通
过品牌授权模式，
助力
“建新”
品牌
市场开拓提速。

拓成五金工具有限公司董事长
朱炳华在生产车间

——朱炳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