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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告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或“公

司”）第二次公开发布的《企业质量诚信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9467-2012《企 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和 GB/T 31870-2015《企业质量信用报告编

写指南》的规定，结合本公司 2020 年度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情况编制而成。

本公司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

报告范围：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

了 2020 年 1 月至 2020 年 12月期间，公司在质量管理、产品质量责任、质量诚信管

理等方面的理念、制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等。

报告发布形式：本公司每年定期发布一次质量信用报告，本报告以 PDF 电子文档形

式在本公司官网向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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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声明

秉承着对顾客负责的态度，以及保证检验检测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以真实可靠的

检测数据独立客观的评价检测质量，本公司负责人声明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质量的法律和法规政策，坚持科学、公正的立场，严格执行

标准，对出具的数据负法律责任。

（2）公司按照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实施了质量体

系。在各项质量活动中严格按照《质量手册》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对检测工作质

量实施全过程、全要素控制，能够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3）独立开展检测工作，拥有高素质的检测人员和其他硬件资源，能够提供“科

学、公正、准确、高效”的检测技术；在检测工作中不受行政、商业活动、财务等任

何干预；不受经济利益的支配，确保任何时候都保持检测的独立性与诚实性。

（4）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及相关规定，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5）严格为顾客负责，严格执行内部各项标准，确保产品质量。

首席质量官证书及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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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流体控制设备的研发、设计、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成立于 2003 年 1月，坐落于浙江省瑞安市，现有

员工 700 余人，于 2020 年 6 月 8 日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证券简称：浙江力诺；证券代

码：300838）。

浙江力诺始终秉承“真诚、责任、创新、利他”的价值观，以让工业流体控制更稳

定更精准，提高工业自动化水平作为企业使命，为能源、石化、冶金、化工、造纸、环

保、生化、医药、矿山等流体工业客户提供控制阀整体解决方案，产品和服务在现代流

体工业的自动控制系统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公司始终专注实业发展，经过多年的稳健成长，位列中国自动控制阀行业前三，在

温州阀门行业连续三年纳税费第一名。并先后获得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火炬计划

项目企业、浙江省企业研究院、浙江省名牌产品、浙江省模范集体、浙江省工业设计中

心、温州市领军业企业、瑞安市市长质量奖、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等先进荣誉。

力量源于承诺！浙江力诺致力于实现成为中国流体控制行业领导品牌和国际流体控

制知名品牌，用专注赢得客户，用实力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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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理念

公司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打造高质量产品，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

基石。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 9001、ISO 14001 和 OHSAS 18001 管理体系的认证，以及

安全生产标准化、服务认证等，严格按该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使企业产品的质量得

到有力的保障，从而让企业的质量方针得以顺利推行。为从根本上加强质量管理，提高

公司经营质量，公司更以卓越绩效模式的导入为契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运用各类质

量统计工具，通过内部审核、自我评价、第三方审核或评价、QCC 品管圈活动，不断寻

找改进机会和持续改进的方法，迈向卓越的绩效。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重大质

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监部门的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表 1公司的企业文化及质量文化

使命 控制流体，造福人类

愿景 成为中国流体控制行业领军品牌和国际流体控制行业知名品牌

核心价值观 真诚 责任 创新 利他

质量方针 科学管理 精工制作 科学改进 行业领先

表 2公司的质量目标

过程 质量目标 目标值 计算方法 统计周期

COP1 接单与评审 订单评审及时率 100% 订单评审及时性 月+年

COP2 项目管理 产品设计开发按期完成率 95% 计划按期完成任务数/总任务数*100% 年度

COP3 产品制造

生产计划完成率 96% 实际生产合格品数/计划生产数*100% 月+年

不良率 6.0% 不良品/产品总数*100% 月+年

报废率 2.0% 报废数量/总数量*100% 月+年

出货计划达成率 95% 实际出货数/计划出货数*100% 月+年

COP4 产品交付 准时交付率 100% 按期交付次数/总次数*100% 月+年

COP5 顾客反馈 顾客投诉次数 2次/月 月度总和 月+年

SP1 人力资源管理

员工满意度 85% 员工满意调查评分法 半年

员工流失率 10.0%
当月员工离职人数/(当月月初员工

人数+当月月末员工人数)/2
月+年

SP2 基础设施 特种设备年检完成率 100% 实际检定数量/计划检定数量*100% 年

SP3 过程运行环境
过程环境检查同类问题重

复发生次数
≤1 次 / 月+年

SP4 测量设备管理 校准检定计划完成率 100% 实际检定校准件数/计划件数*100%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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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5 试验室管理 试验完成率 100.0% 实际完成数量/计划完成数量*100% 月+年

SP6 知识管理 知识提报计划完成率 90.0% 实际提报知识数/计划数 半年

SP7 能力与意识 培训计划完成率 100.0% 实际培训次数/计划培训次数*100% 月+年

SP8 文件化信息 文件发放回收率 100.0%
收回的文件数/发放出去的文件数

*100%
月+年

SP9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业绩评价得分 A级

占比率
80% 业绩评价 A 级供应商数/总供应商数 月+年

SP10 采购管理

供方交付准时率 98.8% 按期交付次数/总次数*100% 月+年

供方批次合格率 976% 合格批次数/采购总批次*100% 月+年

供方到货率 95% 实际到货数量/计划到货数量 月+年

SP11 设备管理
设备保养计划完成率 100% 实际保养数量/计划保养数量*100%

月+年
OEE（设备综合效率） 80% 时间嫁动率×性能嫁动率×良品率

SP12 工装管理 工装故障率 5% 实际工装故障数/工装总数*100% 月+年

SP13 检具管理 检具校准计划完成率 95% 实际校准数量/计划校准数量*100% 年

SP14
标识和可追溯

性
产品标识抽查达标率 95%

抽查正确数/抽查检验工序总数×

100%
季度

SP15 外部财产 外部财产损失率 5% 损失数/顾客财产总数 季度

SP16 防护管理
库存周转率 15% 销售额/库存产品及材料价值*100% 月+年

仓库账务准确率 100% / 季度

SP17 变更管理 变更风险发生次数 1次/月 实际风险发生次数 月+年

SP18
产品和服务放

行

成品抽检合格率 98% 抽检合格数/抽检产品总数*100% 月+年

出厂检验漏检次数 ≤2 次 出厂检验漏检次数 月+年

SP19 不合格控制 综合成品率 97% 成品数量/投料数量*100% 月+年

SP20
顾客满意度测

量
顾客满意度总分 89.5% 调查表、交付业绩综合评价法 年度

SP21
不符合纠正措

施
重复问题发生次数 ≤2 次 重复问题发生次数 季度

MP1
组织环境及相

关方需求
相关方顾客风险发生次数 ≤3 次 相关方顾客实际风险发生次数 年度

MP2
风险与预防管

理
重大风险发生次数 ≤1 次 重大风险发生次数 年度

MP3
绩效分析和评

价

不达标目标重复发生的次

数
≤1 次 不达标目标重复发生的次数 月+年

MP4 内部审核 内审计划完成及时率 100% 审核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100% 年

MP5 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准时率 100% 实际/计划 年度

MP6 质量成本 不良质量成本率 1.9% （内部损失+外部损失）/销售额 月+年

MP7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目标达成率 95%
改进实施完成项目数/年计划改进

项目数×100%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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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机构

本着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公司建立质量负责人制度，制定了各料件、部件、产

品的检验标准，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沟通配合，从研发、采购、生产等各过程，加强

产品质量把控。

总经办——负责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和全面运营管理，负责公司的外联行政事务；

人资行政中心——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综合管理体系，制定公司人力资源战略

规划并组织实施，负责人事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法务等工作开展，不断提升公

司整体质量经营管理水平；制造中心——负责产品实现过程的策划、生产计划的制订与

执行监督，负责生产的全 面运行管理，以及对生产交期、成本、质量、技术、工程设

备、安全等进行全面管控；采购部——负责公司物料采购的价格审定与产品销售的定

价，以及供应商开发、评定与管理；负责公司所需物料、设备的采购管理和物料收、

发、存的运行管理，确保外购和外协件源头产品质量；技术中心——负责产品技术研发

和技术应用，负责新产品开发统筹（包括从产品可行 性分析开始直至成功量产后的技

术转交与支持），负责项目小组的日常管理；负责新料件、新产品检测，内部委托测

试，负责公司质量战略的推进实施，质量计划的编制，提升产品质量和过程质量指标，

同时实施质量改进工作；营销中心——负责制定销售计划和策略，销售任务的跟进与

改善，销售团队管理，收集市场信息和客户与工厂之间的沟通、协调；负责制定产品

市场计划和策略，产品市 场拓展的跟进与改善，产品市场团队管理，新产品前期设计、

开发和调研，新产品导入；参与项目投标；实施售后服务等；财务部——负责公司的财

务管理工作，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投融资作业内控体系建设等；信息部——负责公

司信息化建设、培训、指导实施等工作，负责信息化系统运行的维护、保养和故障维

修。

公司同时设立了首席质量官，确定首席质量官的职责和权限，对质量实行一票否

则，全面建立公司质量文化。因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的重视，公司总经理履行了如

下的职责：

1）参与品质战略的制订、评审确定品质战略；

2）参与每月质量例会；

3）参与重大产品质量评审和质量改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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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顾客和相关方 确定顾客要求 确定过程要求

过
程
的
监
视
和
测
量

内
部
审
核

持
续
改
进

市场要求 确定环境、安全要求

确定相关方要求

确定组织方针

法规要求

组织能力
确定目标/指标并展开

建立管理体系

确定部门、岗位职责

资源提供

运行控制 监视和测量

管理评审

细化、转化

调
查

方 案 及 实 方 案 及 实

施（人、机、

料、法、环）

施（人、机、

料、法、环）

A P
C D

改
进

监测

4）参与质量表彰活动，为 QCC 活动颁奖；

5）参与质量月活动，普及质量安全教育；

6）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明确 CQO 的职权；

7）建立明确的质量事故问责制、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二）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自引入质量管理体系以来，以“科学管理 精工制作 科学改进 行业领先”为

质量方针，围绕制动气室系列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了质量手册、程序文件和其他质量文件等，加以实施和保持，

并持续改进有效性。

1、质量管理体系方针与目标公司的质量方针为：科学管理 精工制作 科学改进行业

领先。

图 1 公司管理体系运作过程示意图

通畅的信息交流

灵活适宜的文件

顾客相关方满意

为实现公司质量安全责任目标，公司建立健全的质量安全领导机构，成立了由总经

理为主任的产品质量安全领导的委员会，各中心、职能部门设立分委员会，负责产品质

量安全工作的监督考核。

公司建立了以战略为核心，以 GB/T 19580 卓越绩效模式为框架的整合型全面质量管

理体系，满足了顾客、股东、员工、供应商、社会和合作伙伴六大利益相关方的要求，

在公司各层次建立了相应的战略规划、质量目标，并以公司绩效考核体系为依托，设立

了质量考核 KPI 和质量问责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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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质量教育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公司运用各种科学、有效的方法，测量、分析、改进，基于 PDCA

的系统方法，不断持续改善。公司运用多种工具，改进各部门、各层次的绩效，并采用 标

杆对比和学习的方式，不断修正个人工作思路和方式，确保实现个人和公司整体目标。 公

司积极与外部进行沟通交流，适时邀请专家对公司员工进行专项培训。公司定期对各 级员

工开展质量教育，对质量控制点进行专项管理，确保制造过程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为牢固树立全体员工的诚信意识，公司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的质量诚信教育培训计

划，实行了三级质量诚信教育培训。各部门负责人根据公司要求，编制教育培训计划和 内

容，认真组织下属的教育培训。各车间主任负责班组长及员工的诚信宣传教育工作。 公司

通过专题培训、书面文字进行张贴或传达、质量诚信先进员工经验交流、利用早会 或班前

会、利用图片展示等多种方式对企业员工实施质量诚信教育。公司对在质量诚信 教育培训

中成绩优异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在员工中宣传和推广经验。对不按时 参加质量诚

信教育培训或未通过培训考核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处罚。

3、质量法规及责任制度

公司通过收集法律法规及其它标准、要求，制定内部相关标准，使产品达到国家法律

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部分产品指标超过外部要求），从产品技术上践行社 会责

任。同时，公司制定了《质量奖罚管理标准》、《质量考核管理办法》等，对产品 质量问

题进行责罚，遵循对质量事故不放过原则。

表 3：公司所遵守的质量标准和其他相关法律

类 别 内 容

公司规范治理
《公司法》、《证券法》、《新会计准则》、《财务通则》、《合同法》、《产品质量法》、《企

业所得税法》、《商标法》等

保障员工权益与

社会责任

《劳动法》、《工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职业

病防治法》、ISO9001、ISO14000 标准、OHSMS18000 标准

产品标准的执行

与制定/市场准

入

GB/T12237《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球阀》

GB/T4213-2008《气动调节阀》

GB/T 17213.1-2015《工业过程控制阀第 1 部分：控制阀术语和总则》

GB/T13927《通用阀门压力试验标准》

JB/T 13517-2018《V 型球阀》

内外部审计机制
公司设有监事会、内审部等机构，并和会计师事务所签订长期审计协议，完善了独立的内外部审

计机制

公司制定了《内部审核管理程序》、《管理评审控制程序》，并培养内审员团队，为

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安排了体系内审、过程审核、产品审核和质量稽 查。

对于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由责任部门分析原因，制定纠正或预防措施，落实整改，并

验证整改效果，最终形成内部审核报告，对体系的整改及不符合项的预防提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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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并作为管理评审的一个重要输入，报告最高管理者。公司制定了《不合格品控制程

序》、《纠正或预防措施管理程序》、《物流抽检管理规范》，对不合格品进行了严格

管控。公司所有的产品都经过在线检查，合格后方可流入下道工序或出厂。任何不合格

产品均有明确的标识、记录、隔离和处理等要求，各种不合格产品返工、返修后必须

经过重新检验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

同时，根据《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对于所有出现的不合格，均有详细记录，

并由专人进行统计分析后，由责任单位依据《纠正或预防措施管理程序》制定纠正预防

措施并进行整改，评估纠正预防措施有效之后方能关闭问题项。

此外，公司还制定了《质量手册》、《供方控制程序》、《员工培训管理办法》等

制度，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问责，对员工进行教育，并在日常研发、生产作业中，强

调系统化，通过品管圈、持续改善等活动及质量工具的展开，充分应用 PDCA 循环，持

续改善，追求卓越。

（三）质量安全风险管理

为实现公司质量安全责任目标，公司建立健全质量安全领导机构，成立了由董事长

任主任的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委员会，负责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监督考核。2013年建立了

“首席质量官（CQO）”制度，明确了 CQO 的职责和权利，充分行使质量安全“一票否

决权”。技术中心跟各分厂、部门签订《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再分层落实到每个岗

位，并实施考核。

通过每年九月的“质量月”活动宣贯质量安全知识，强化员工质量安全意识。通过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审核，及时发现与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在设计、生

产、装配等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质量安全：

研发部等对新产品进行 FEMA 分析和防差错设计；

研发部、品管部建立质量预防、质量改进管理体系，在过程管理中严格实施自

检、首检、巡检、终检、监检“五检”制度；

制造中心、研发部、品管部每月对关键过程进行工艺检查；

制造中心实施经理负责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基于智能数据平台上的设计先期策划、智能化数据可追溯系统和生产数据信息

系统策划，确保质量预防和质量保证。公司制定了质量安全应急预案，成立了以总

经理为组长，质量受权人、常务副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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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技术中心、采购部、营销中心、财务部为组员的应急领导小组。并明确了应急领

导小组及各相关部门职责。

表 4质量安全应急预案

项目 内容

检测系统
技术中心人员、制造中心人员负责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问题的检测和汇报工作；采购部人员负责

成品存储和装卸流通过程中产品质量事件的检测和汇报；

预警系统

技术中心、制造中心、采购部按照各自职责要求，加强对质量事件的检测和分析，提高质量意识

和隐患意识，及时分析产品使用的可行程度，出现问题的趋势，及时作出预警，并保障生产系统

的有效运行。

应 急

响应

重大

（1）技术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制定出响应的应急

措施，内容包括：产品的处理、消除影响、降低损失等方面的内容；

（2）各部门负责按照应急措施的要求迅速组织相关工作；

（3）技术中心负责对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较大

（1）较大质量事件发生后，技术中心负责迅速通知相关人员对问题产品进行控制，采购部负责

将同批次问题产品或可能存在问题的产品，进行隔离并标识，防止继续流通或出货。

（2）技术中心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因进行分析，技术管理中心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并给出处理

意见；

（3）人资行政中心、营销中心负责对措施的执行效果进行验证。

一般

（1）人资行政中心、营销中心负责及时将问题通报制造中心；

（2）制造中心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具体执行；

（3）人资行政中心/营销中心根据相应的情况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潜在

（1）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对于潜在的质量事件必须高度重视，潜在事件一旦发生，必须及时

通知技术中心、人资行政中心，由技术中心、人资行政中心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潜在质量问题的

影响程度、危害程度进行评估；

（2）根据结果，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预防措施，避免质量事故发生，降低损失； （3）技术中

心负责对预防措施效果的验证，必要时，产品需要定点供应，一旦有问题，以便及时有效的控 制

扩散。

紧急处置

产品处理由问题所在部门负责，问题出现后，迅速对产品进行隔离，并正确标识，产品最终处理

下达之前，任何人不得对产品进行随意处置；对于需要召回的产品，由技术中心负责将其召回，

召回后及时隔离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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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诚信管理

（一）质量承诺

1、与企业或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明确规定企业需遵守的各项要求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应依据《公司法》、《会计法》、《合同法》、《产品质量

法》、《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法》等依法运营实施规范治理，并且依据《劳动法》、

《工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

治法》、ISO14001 标准等保障员工权益与社会责任。产品必须执行国家标准：

GB/T12237《石油、石化及相关工业用的钢制球阀》 GB/T4213-2008《气动调节阀》

GB/T 17213.1-2015《工业过程控制阀第 1 部分：控制阀术语和总则》 GB/T13927《通

用阀门压力试验标准》 JB/T 13517-2018《V型球阀》

2、诚信守法

高层领导遵循“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管理理念，严格遵循《公司法》、《经济

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环保法》、《劳动法》以及

机械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员工法律知识培训，配合政府部门开展普法教育活动，

鼓励表彰员工的“正能量”，使诚信守法的作风深入公司全体员工的意识和行为。公司

合同主动违约率为零，从不拖欠银行贷款，逾期应收账款降至合理范围，公司高层、中

层领导都没有违法乱纪纪录，员工违法次数为零，在顾客、用户、公众、社会中树立了

良好的信用道德形象。

图 2 企业对外发布或声明的各项明示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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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加强了研发力量的投入，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积极听取客

户关于功能、质量、配置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开展产品改进和创新活动，满足客户对

产品和交期的需求。在产品质量方面，公司严格执行质量管理体系，通过开展技术攻关、

质量改进、QC 小组等活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二）运作管理

公司对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诚信因素识别，建立评价表，并制定控制措施。

表 5诚信因素分析及控制措施表

序

号

过程名

称

因 素

类别

诚信因素分

析
失信表现 失信结果 控制措施

失信风险评价分
析

是否为

重 大 失

信因素可能性 一般性

1

设计和

开发策

划（立

项 评

审、编

制项目

计划、

设计和

开发输

入）

人 员

结构

从业人员需

要保守机密

泄露配方等核心机

密

公司机密外

泄

从业人员签

署保密协议
极少 一般 否

从业人员需
要诚信守信

隐满个人及工作情
况

人员诚信度
不够

从业人员签
署协议

极少 一般 否

是否具有市
场调研能力

调研信息失真
设计策划不
正确

培训 极少 一般 否

确定的项目

负责人业务

素质不强

研发开展不顺利
项目进度慢、

质量差
培训、考核 极少 一般 否

环 境

设施

是否具备各

项专业设备

不明确是否具有各
项专业设备（项目

开始公司可能会决

定用不是很匹配的

设备投入项目试

验）

产品研发无

法顺利开展

建立设备管

理档案
极少 一般 否

公司缺少诚
信氛围

工作情况反映不真
实

从业人员诚
信度差

建设诚信企
业文化

极少 一般 否

制 度

履行

对国家发布
的相关标准

是否及时吸

收

未及时了解、使用

国家新分布的标准

使用违规原
料、或添加量

不附合要求，

产品不合格

及时获取、更
新相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

标准

不可

能
严重 否

选用原料是

否符合国家

各项法规标

准

不附合国家各项法

规标准

使用违规原

料

及时获取、更

新相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

标准

不可

能
严重 否

产品开发的

有关规定
不按规定进行工作

项目不能如
期保质保量

完成

培训、考核 极少 一般 否

1、产品设计诚信管理 公司产品设计与研发严格依照《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从研发立

项、过程各类活动记录、研发过程总结、管理考评控制研发相关的整个过程。

2、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诚信管理

企业根据物料对产品质量的风险程度，将物料分为 A、B、C三类。对A类物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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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除了必须符合法定的资质外，还要定期进行现场审计。对B类物料的供应商，企业

首先要对该种物料进行风险分析，视供应商提供物料的质量情况决定是否需进行现场审

计。对C类物料的供应商，一般只考虑审计其资质。企业对物料供应商进行资质审核及

现场审核后，如符合要求同意购进的物料供应商应当建立质量档案。对采购的原材料批

批全检，凡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原材料一律不得入库和使用。

在设备和零部件采购方面，对供应商的相关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在采购设备和零部

件时，能够使用标准件的一律采购和使用标准件；需特殊加工的，需对使用效果进行充

分验证，确保达到我公司要求。所有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设备验证，确保符合产品工

艺要求。

2、生产过程诚信管理

公司制造中心、技术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各品种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制定并逐步

完善了各种生产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岗位操作规程和各类工艺规程、管理规程、标准

操作规程。采用车间集中培训和班前、班后会对各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岗位技能培

训，持证上岗，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督查、考核，增强员工质量意识，提高操作水平，

在生产过程中，各级管理人员严格履行管理职责，及时检查，及时纠正差错，保证生产

秩序的稳定。

对生产所需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进行投料前复核，把好中间产品、成品的质量，

严格执行对不合格品的“不生产、不接收、不流转”的“三不原则”，关键工序设质量控制

点，督促员工做好自检、互检，执行监控核查规程，严格批号记录的管理规程，做到领

用、发放和核对相统一。对每一生产步骤进行物料平衡，保证物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

数量与计划要求相一致，确认无潜在质量隐患。

生产记录由制造中心负责审核、印制和保管。员工操作必须按要求及时填写生产记

录，做到字迹清晰、内容真实、数据完整，操作人及复核人签名确认。每批生产结束后，

车间统计员把记录汇总、复核，及时上交制造中心，经审核无误后，按批号整理归档，

由专人管理。

公司根据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加强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应用 ERP系统的

生产管理模块对整个过程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对公司整个生产过程实行系统化管理，

并挖掘内部潜力，发挥技术骨干人员的力量，开展对现有设备进行持续性改造或科技创

新工作，成立技术攻关小组，对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攻关；生产员工上岗前要经过培训及

考核，建立全员培训档案，通过集中培训、班前会培训、“传、帮、带”、目视化等多种方

式进行培训，强化其工作技能和质量意识。生产员工严格遵守车间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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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推行精细化生产组织模式以缩短生产和交货周期，快速适应市场订单品种和数量高

低起伏的变化，在降低库存基础上满足客户需求，满足了客户对气制动系统性能的全面了解

和产品质量的进一步认可，订货率也随之提高，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售后质量问题，减

少了售后服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使售后服务工作安排更加柔性化。

（三）营销管理

公司根据战略要求，对市场进行细分，以提高资源和运作的有效性针对性。公司将

顾客分为直接顾客、间接顾客两类。针对不同类型顾客确定顾客的需求与期望，针对其

需求与期望来确定适当的方法，建立相应的体系与团队，建立各种渠道和方法，针对性

的进行顾客需求与期望的了解。

表 6A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细分角度 顾客类别

按地域划分 国际、国内

按交付方式 直供、分销

按产品划分 自动控制阀、调节阀、球阀、蝶阀 等

客户性质 战略客户、重要客户、一般客户

表 6B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细分角度 需求特性顺序 了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法

国

内

直

供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务
定期高层互访、信息互联网、年度顾客座

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重点顾客
销售模式、质量、价格、交货期、异议处

理

定期部门互访、日常电话沟通、年度顾客

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一般顾客 质量、价格、交货期、异议处理 专线服务热线、销售电话沟通

分

销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务、

异议处理

定期高层拜访顾客、专题标杆对比、年度

顾客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重点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交货期
定期部门互访、日常电话沟通、年度顾客

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一般顾客 价格、质量、异议处理 通过经销销拓宽市场和推广产品

国

外

直

供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务
高层亲赴国外考察、调研、国际行业展览

会、信息互联网

重点顾客 销售模式、质量、交货期、价格 国际行业展览会、信息互联网

分

销

战略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交货期
高层亲赴国外考察洽谈、国际行业展览会、

信息互联网

重点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异议处理 国际行业展览会、信息互联网

公司通过展览会、行业会议、行业标委会、公共媒体、互联网、外部机构等渠道， 以

问卷调查、面对面或电话访谈、观察查询、外部委托等方法，了解客户的需求和期望。

公司各部门定期搜集顾客信息，解析后确定的顾客需求信息按照不同细分市场进行 分

类梳理总结，形成不同顾客群的需求与期望数据库，并从中归纳出针对不同细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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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群总体需求特点的汇总资料，供产品规划、产品开发设计、过程控制等决策时参考。

公司树立“专业、热情、周到、及时”的服务宗旨，公司通过宣传、培训使各阶层

人员都理解服务宗旨并坚持贯彻执行。公司倡导“信赖”的企业精神，以技术开发为后

盾，以最佳服务求发展。我们以“专业、热情、周到、及时”为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宗旨，

“用户至上、服务第一、服务优质、响应及时”是我们服务的原则。我们服务服务的优

劣、服务效率的及时性，关系到公司在客户心中的良好形象，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前途。

因此我们提出为客户提供超值产品和超值服务的目标，从而增强客户对公司的认可度，

提高公司在客户心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依据《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 27922-2011 导入服务管理体系，建立《服

务体系手册》、《服务程序文件》、《服务管理文件》，从售后服务基本工作规范、售

后服务管理制度、与客户接触人员工作要求、售后服务考核管理制度到用户投诉分类细

化指标、服务提供规范等全方位对服务进行的标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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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质量管理基础

（一）标准管理

公司将企业标准化贯穿于生产全过程，从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半成品、成

品检验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相关标准。从而使产品从原辅材料进厂到成品出厂的整个

生产过程都处于标准化规范管理之中，对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图 3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策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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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接单及评审过程（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图 5 供应商管理与采购管理过程（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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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计量管理

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文件法规，从原材料采购、过程管理、

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工序检验、成品检验等环节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文件和控制方法。

设有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公司的在用计量设备管理、配备和定期校检工作，注重对计量

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为公司的计量管理的规范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确保产品质量，在产品生产工艺中严格过程控制，对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原辅材料

等加强计量管理，确保计量设备的正常运行和计量的准确性。

公司对计量器具从采购、入库出库严格按照审批计划和管理程序执行，仓库有专人

保管计量器具，建立台帐和登记手续，计量器具的领用出库必须通过检定，有检定合格

证方可投入使用；对在用的计量器具严格按周期检定，强化现场检查和监管，掌握其使

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存在问题部门提出整改意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整

改，为生产优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的计量基础。

（三）认证管理

目前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及相关各类产品认证，并准备开展“浙江制造”

品牌认证，公司将严格按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使企业产品的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

从而使企业“科学管理 精工制作 科学改进 行业领先。”的质量方针得以 顺利推行。

自建厂以来，公司从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量技术管理 中心门的抽

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四）检验检测管理

力诺现占地面积 2.99 万㎡，厂房面积3.52 万㎡，采用自动卧式镗床 AH110、卧式

加工中心 TH500、数控球面磨床 QM380 等加工设备。技术中心拥有工业阀门全项目的

试验、分析仪器设备、检测设备，拥有 8000 ㎡的两层独立大楼用于研发，包括产品开

发中心，产品试验中心、产品检测中心、新品试制车间等研发机构。配置先进的检测设

备。技术管理中心下设一个测试中心，测试中心工业阀门全项目的测试设备，不仅能做

工业阀门技术特性的测试，还能做材料性能的分析。

公司通过对进货的检验与试验，以保证供应商提供的物资符合规定的要求。技术中

心负责编制进货检验与试验规程，负责物资进货的抽检；采购部负责不合格物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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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负责点收物资的进货数量、名称和重量等。 为保证所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通过规定

的检验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公司制定《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出货检验控制程

序》、《最终检验控制程序》开展严格的过 程检验和试验。技术中心负责制订过程及

最终检验和试验规程，设立最终检验的检验点， 并负责组织过程检验工作；质检员负

责检验点的检查、半成品、成品的检验；各生产车 间操作工负责自检工作。

表 7 公司采用的检测设备（部分）

序号 计量器具名称 型号规格 制造厂

1 涂层测厚仪试片
48.0μ m，99.0μ m，250μ m，498μ

m，990

μ m

宁波欧亿

2 涂层测厚仪试片 48.5 μ m,99.8 μ m,249 μ m,513 μ

m,1024μ m

里博

3 布洛维硬度试块 HRC,HBW,HV,HRB,HRA 华银

4 超声波试块 CSⅠ-4/45,CSⅡ-2/20 山东济宁东方模具制造有限公司

5 粗糙度试块 317361402/178-601 日本三丰

6 邵氏硬度试块 25/75

7 镀铬辐射裂纹参考试块 B3 吴江市华阳检测器材有限公司

9 量具量块 20mm-291.8mm 成都成量工具集团有限公司

10 平面平晶

11 台式光谱仪标样 F-5,316L,E-5,14-47 GNR

12 磁粉探伤标准试片 A1-15/50 上海射磁探伤机制造有限公司

13 涂层测厚仪试片
24.3μ m，50.3μ m，122μ m，245.2μ

m， 495μ m，985μ m
Elc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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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产品质量责任

（一）产品质量水平
1、质量水平

公司不断壮大“精、专、新”的研发队伍，持续改善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性能，近

三年来产品多次获得客户和同行认可，

表 8 主持或参与标准编写

标准名称 标准类型 标准号 颁布年月

《工业过程控制阀第 1 部分：控制阀术语和总则》 国家标准 GB/T 17213.1-2015 2016.07.01

表 9 产品质量领先荣誉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颁奖部门

1 2020 年 11 月 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 2020 年 12 月 浙江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 2020 年 4 月 2020 年温州市领军型工业企业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2020 年 8 月 温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5 2019 年 12 月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国家知识产权局

6 2019 年 11 月 浙江省第三批上云标杆企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7 2018 年 9 月 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浙 江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8 2017 年 7 月

浙江省 AAA 级浙江省 AAA 级“守合同重

信用”企业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9 2017 年 2 月 瑞安市市长质量奖 瑞安市人民政府

10 2017 年 1 月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浙江省企业信用促进会

11 2017 年 1 月 浙江省著名商标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2 2016 年 12 月 温州市“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温州市财政局

13 2016 年 12 月 2015 年度瑞安市精益生产奖 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2016 年 11 月 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国

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15 2016 年 11 月 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 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

表 10 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序号
标 准

项目

GB/T 4213-2008

要求

JB/T

13517-2018

要求

芬兰美卓技术要

求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验证结果说明

1

阀芯与

阀杆连

接

/ / /

采用渐开线花键连

接，按GB/T 3478(所

有部分)的规定

采用渐开线花键

连接，受力均匀，

承载能力强，使

用寿命长，自动

定心，安装精度

高，提高了阀门

的调节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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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球体 /

球体 V型半 球

结构和 V 型

全球结构，

/ V 型缺口的半球体

采用 V 型缺口的

半球体结构，保

证强大的调节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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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 准

项目

GB/T 4213-2008

要求

JB/T

13517-2018

要求

芬兰美卓技术要

求
浙江制造团体标准 验证结果说明

V型缺口形式

依据不同流

量调节等参

数由制造厂

确定

性和剪切能力，

与传统结构比

较，减少 20%流

道阻力

3
装配与

调试
/ / /

装配后，至少做三

次带载开关试验，

应动作运行平稳、

无任何卡组现象

符合要求

4 泄漏量

GB/T4213 IV 级
调节型 V型

球阀不低于

GB/T4213

-2008 的 IV

级，切断型 V

型球阀不低

于 GB/T4213

-2008的 V级

10 x GB/T13927

D 级（相当于 IV

级 x 1/100）

GB/T13927 D 级

测 量 了 典 型 的

DN100V 型球阀，

泄 漏量 为 0.57

ml/min

DN50
363

ml/min
DN50

3

ml/min
DN50

0.3

ml/min

DN100
1506

ml/min
DN100

6

ml/min
DN100

0.6

ml/min

DN150
3040

ml/min
DN150

9

ml/min
DN150

0.9

ml/min

表 11 服务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服务绩效指标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一次交验合格率（%） 95.6 97.0 97.5

退货率（%） 2.6 2.4 2.2

客户定制达成率（%） 100.0 100.0 100.0

合同履约率（%） 100.0 100.0 100.0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0 100.0 100.0

客户投诉处理满意度（%） 95.5 96.0 98.0

3、产品和服务创新

公司结合多年在控制阀行业的产品经验，持续研发出具符合行业特点和用户需求的

控制阀，如公司研制的矿浆阀，通过与国际泵阀巨头 KSB 的 OEM 配套合作，开始成功

应用于智利各大矿山企业；公司研发的锅盖阀为国产首次成功应用，公司承接了犍为凤生

纸业 DDS 蒸煮工艺 全套控制阀，也是国内企业该工艺首次全套使用国产控制阀，为 国

内造纸行业客户提供更为丰 富的控制阀系统解决方案。力诺凭借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

量，先后获得高新技术企业、浙江名牌产品等，获得 69 件专利，其中发明专利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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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行业

表 12 公司专利

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类型

1 低泄露式锅盖阀 ZL201210116151.4 2012.04.12 2014.09.10 发明专利

2 一种大口径高温高压套筒调节阀 ZL201510147286.0 2015.4.1 2018.2.13 发明专利

3 锅盖球阀 ZL200920274685.3 2009.12.5 2010.8.25 实用新型专利

4 气动无卡阻穿透式闸板阀 ZL200920274689.1 2009.12.5 2010.8.25 实用新型专利

5 防气蚀降噪式 V 型球阀 ZL201120101001.7 2011.3.31 2011.9.28 实用新型专利

6 直行程式流浆箱稀释水阀 ZL201120147825.8 2011.5.5 2011.12.28 实用新型专利

7 软密封式矿浆阀 ZL201120147822.4 2011.5.5 2011.10.26 实用新型专利

8 气动安全联锁执行器 ZL201220168076.1 2012.04.12 2012.11.28 实用新型专利

9 低泄露式锅盖阀 ZL201220168050.7 2012.4.12 2012.11.28 实用新型专利

10 气动软密封放料阀 ZL201220520368.7 2012.10.09 2013.3.27 实用新型专利

11 气动软密封固体颗粒放料阀 ZL201220520377.6 2012.10.09 2013.3.27 实用新型专利

12 气动穿透式闸板阀 ZL201220754306.2 2012.12.21 2013.06.26 实用新型专利

13 弹簧式套筒双座调节阀 ZL201320632851.9 2013.10.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4 弹簧式套筒双座调节阀 ZL201320632854.2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5 整体式夹套保温球阀 ZL201320632826.0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6 整体式夹套保高温球阀 ZL201320632828.X 2013.10.9 2014.4.2 实用新型专利

17 六口四通球阀 ZL201420329193.0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18 弹簧内压自密封锻钢球阀 ZL201420329162.5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19 卸灰排渣球阀 ZL201420329165.9 2014.06.20 2014.11.10 实用新型专利

20 一种 V型三通调节球阀 ZL201420812106.7 2014.12.22 2015.05.13 实用新型专利

21 充气式密封圆顶球阀 ZL201420812081.0 2014.12.22 2015.05.13 实用新型专利

22 一种大口径高温高压套筒调节阀 ZL201520188092.0 2015.4.1 2015.7.29 实用新型专利

23 防逸散磁动 V 型调节球阀 ZL201520466619.1 2015.7.2 2015.11.18 实用新型专利

24 防逸散磁动蝶阀 ZL201520466753.1 2015.7.2 2015.11.11 实用新型专利

25 防逸散磁动管线固定球阀 ZL201520466706.7 2015.7.2 2015.10.28 实用新型专利

26 防逸散磁动闸阀 ZL201520466754.6 2015.7.2 2015.10.21 实用新型专利

27 实用型单座阀 ZL201620554525.4 2016.6.12 2016.11.16 实用新型专利

28 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620554523.5 2016.6.12 2016.11.02 实用新型专利

29 波纹管调节阀 ZL201720645422.3 2017.6.6 2018.1.12 实用新型专利

30 V 型锥口微小流量单座调节阀 ZL201720886181.1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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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号(申请号)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类型

31 高压双重防护单座调节阀 ZL201720886182.6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2 叠加式大推力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14.X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3 双导向直行程气动活塞式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4.6 2017.7.21 2018.1.19 实用新型专利

34 一种硬碰硬零泄漏蝶阀 ZL201720817471.0 2017.7.7 2018.3.2 实用新型专利

35 矿浆阀 ZL201720886172.2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6 顶装伞型齿轮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5.0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7 新型高压调节阀 ZL201720886115.4 2017.7.21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8 超低温球阀 ZL201720980338.7 2017.8.8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39 釜顶放料阀 ZL201720895108.0 2017.7.24 2018.3.13 实用新型专利

40 内缸筒外活塞气动执行机构 ZL201720886103.1 2017.7.21 2018.3.23 实用新型专利

41 一种便于拆卸的电气阀门定位器 ZL201720964212.0 2017.8.3 2018.5.1 实用新型专利

42 一种性能稳定的电气阀门控制器 ZL201720964214.X 2017.8.3 2018.5.1 实用新型专利

43 U 型降噪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58155.0 2017.9.28 2018.4.13 实用新型专利

44 降噪双级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67574.0 2017.9.28 2018.4.27 实用新型专利

45 双阀芯先导笼式调节阀 ZL201721257556.4 2017.9.28 2018.5.8 实用新型专利

46 防冲刷 V 型球阀 ZL201820541964.0 2018.4.17 2018.11.27 实用新型专利

47 变径迷宫多级降压笼式调节阀 ZL201821173559.4 2018.7.24 2019.2.19 实用新型专利

48 四刀闸板阀 ZL201820500745.8 2018.4.10 2018.10.30 实用新型专利

49 组合式调节阀 ZL201821174116.7 2018.7.24 2019.2.19 实用新型专利

50 稀释水阀 ZL201130114129.2 2011.5.5 2011.10.9 外观设计专利

51 球阀（V 型） ZL201230223450.9 2012.5.21 2012.11.28 外观设计专利

52 执行器（气动活塞式 A） ZL201230665809.8 2012.12.21 2013.05.01 外观设计专利

53 执行器（气动活塞式 B） ZL201230665808.3 2012.12.21 2013.05.01 外观设计专利

54 电气阀门定位器壳体 ZL201830400248.6 2018.7.24 2018.12.21 外观设计专利

55 轴流阀 ZL201921055239.3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56 一种矿浆阀阀座防抱死结构 ZL201921055205.4 2019.7.8 2020.4.14 实用新型专利

57 全金属硬密封双向零泄漏三偏心蝶阀 ZL201921056053.X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58 对称双拔叉气动双作用执行机构 ZL201921056031.3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60 对称双拔叉气动单作用执行机构 ZL201921056051.0 2019.7.8 2020.4.10 实用新型专利

61 全密闭闸阀 202021328837.6 2020.07.09 2021.01.01 实用新型

62 一种新型密封闸板阀 202021470873.6 2020.07.23 2021.05.07 实用新型

63 球芯摆离式单阀座球阀 202021471286.9 2020.07.23 2021.04.27 实用新型

64 一种硬密封固定球阀 202021353958.6 2020.07.11 2021.05.04 实用新型

65 可快速维护硬密封蝶阀 202021752226.4 2020.08.20 2021.04.27 实用新型

66 阀门的气动薄膜执行机构 202021760592.4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67 熔盐用波纹管截止阀 202021759985.3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68 轴封笼式调节阀 202021760520.X 2020.08.21 2021.04.27 实用新型

69 釜底放料浮动球阀 202022041245.2 2020.09.17 2021.05.18 实用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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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售后责任

1、多元渠道加强客户关系管理 公司通过多元渠道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并加强售后管理：

(1)通过建立广泛的顾客关系，多渠道、全方位提供反馈途径，快捷处理顾客信息，持

续改进服务质量。维护顾客关系不仅仅是售后服务部的工作，而是全员参与的过程。 公司

坚持“第一时间反馈”的服务理念进行服务，通过各个渠道综合服务来确保客户满意度。

(2)客户一旦与公司建立合作意向，公司就会从产品研发、实现、监控及服务等方 面

与之保持沟通，建立全方位的协作关系，所有资源都可以调动起来为顾客提供服务。 近年

来公司致力于从传统制造生产企业转变成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企业，以市场和客户为 导向，

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3)营销中心根据客户的订单及时向客户反馈相关信息，客户中途有变化的将及时

作出调整以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根据区域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对客户的需求进行及时沟

通与解决。

(4)公司为顾客建立信息的传递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专业客服人员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QQ、微信的收集信息；

委托第三方调查，反馈信息；

呼叫中心的免费电话传递信息；

设立微信公众平台传递信息；

各种查询和反馈信息途径，获取意见、建议和投诉。

(5)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顾客信息到营销中心汇总后，迅速在公司内传递，所有顾客信息

均作为重要的资料备案，针对反映的问题和缺陷，及时传递给各部门促使改进。业务人员

和服务人员作为顾客在公司的代言人，负责监督各部门处理投诉的完成情况，并考核到相

关部门的负责人。

2、投诉处理

售后服务部负责客户的投诉对接管理，接到客人投诉后，2 个小时内对投诉问题进 行

识别核查。一方面，制定问题处理方案（包括退货、补缺等），经顾客确认后，24小时

内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组织内部相关人员制定该问题的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对内部

整改计划和实施结果，根据顾客需要向顾客反馈，获得顾客的确认。

其中，内部整改既包括公司内部的整改，也包括相关方的整改、验证。对相关方的

整改要求，技术中心下发《纠正预防措施》，由采购部传递至各相关方并监督实施，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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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效果最终由技术中心组织验证。

同时，公司为确保客户投诉及反馈信息的有效利用，每月都会对顾客的投诉进行汇

总分析，形成《顾客回馈处理统计表》，由技术中心牵头，组织各部门对存在的共性问

题进行分析，制定《纠正预防措施》进行改进，整改效果由技术中心组织验证，并以电

话回访的方式跟踪投诉处理过程，了解顾客的满意度。

同时，公司售后服务部、技术中心对客诉信息定期监测，设立质量监测站，对市场

中重复发生及影响客户满意度和产品体验的问题进行集中收集，并加以分析，形成报告。

定期组织内部各部门召开产品质量会议。组建品管圈、跨部门产品质量改善团队、同时

联动上游供应商及相关合作伙伴，对重大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攻坚改善，消除质量风险，

提升产品质量满意度。

（三）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作为工业阀门的龙头企业，为社会创新价值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全力

支持公益事业。在履行公共责任、公民义务、恪守道德规范和保护公众健康、安全、环

境等方面，公司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出发，分析相关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积极主动

承担责任和义务，并在行业中率先向社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1、公共责任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因素有粉尘、废气、废水排放等，

给环境带来污染，噪声可能会给公众身体带来危害等。

为此，公司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减少污染、排放治理的工作目标，按

照“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

福人民”的环保方针为指导，设置专门机构负责环境管理。以 PDCA 循环为手段，建立

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实施对环境的危害分析、风险评价，落实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管理

程序、环境监测与测量控制程序、环境条件及设施管理制度、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控制

程序、环境管理手册。

按照公司制订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严格落实安全预防“三同时”、安全事故“不放

过”的目标，与各车间主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建立安全事故应急小组，定期开展

消防演练活动，实现安全生产目标。

根据上述措施，公司确定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确

定相关影响指标、风险识别，根据国家相关标准确立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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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环保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隐患识别及预防措施

关键
项目

影响指标 相关风险 家行业标准 内控指标 测 量 方

法
控制过程及方法

环 境

保护

废 水

大 气

噪声

固体废物等

水体污染

大气污染

《污水综合排放
标 准 》 三 级标

准 。

《工业企业厂界

噪声标准》的要

求。

执行相应的

国家标准。

公司内

部 监 测

环境监

测部门

监测

1、建设污水处理站；
2、表面处理、机加工等车间废

气处理设施；3、配置劳保用

品；

4、按环境管理体系标准管理制

定文件控制；
5、环境影响评价。

能 源

资 源

利用

电力、汽油、

煤、水等

增加 生产成
本；浪费能源

资源；影响可

持续发展

经信局年度节能

控制指标

按年度公司

节能降耗目

标指标。

统计与

分析

1、构建企业三级节能管理体
系；推广利用节能新技术、新

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2、

建立企业循环用水系统。

安 全

生产

物体打击、车
辆伤害、机械

伤害、触电、

起重伤害、火

灾

中毒等

人员伤亡财产

损失 影 响

社 会 稳 定

机械制造行业工

亡 ≤ 0.1 ‰ 重

伤、重大火灾

≤1‰；轻伤≤

6‰

无重大伤亡、

重大火灾。一

般火灾、轻伤

费 用 比1.3

元/万元

安全性

评价定

期检查

1、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

理；2、进行安全生产宣传教

育；
3、定期进行生产车间安全生产

检查，大评比；4、签订安

全管理责任书。

产 品

安全

无因使用公

司产品发生

伤亡事故

人员伤亡

财产损失

顾客流失

压力管道元件制
造许可规则、安

全阀安全技术监

察规程、特种设

备制造、安装、

改造、维修质量

保证体系基本要

求

公 差 压 力

PN6-PN750

设计评

审、产

品开发

鉴 定

会、产

品试验

产品设计均按相关国际、国家

标准执行。

公 共

卫生

粉尘 酸

雾 噪声

等

存在 职业危

害

工业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工业场所有

害因素职业

接触限值

市疾病

预防控

制中心

监测

1、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

理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2、每年进行职业健康体检

3、每周对车间环境卫生检查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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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通过实施“三自”（ 自主创新、自主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绿色设计、绿色供应链管理

和绿色经营来应对和消除公众对力诺产品、服务和运营在环境保护、能源消耗、资源综合利用、承

担社会公共责任的隐忧。

表 14公共责任控制措施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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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项目 影响因素 法律法规要求 测量方法

及过程
控制措施

环境保护 废气，噪音，废

品等环境污染

按照行业对噪声、材料等

环保控制规定及环境管理

体系的法律法规要求执行

体系内审

环境监测

产品检测

1）按照产品环保要求，严格生产；

2）建立并运行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内外监督审

核，确保达标； 3）加大环保投入，建设循环

冷却水系统等实现环保控制的能力和水平。

安全生产
设备、火灾等造

成人身事故等

按照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的法律法规要求执行

体系内审

定期监测

1）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理；

2）执行公司安全性评价体系；

3）签订安全目标管理责任书。

产品安全
因产品质量缺

陷发生各类事

故等

符合《产品质量法》，《工

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
《产品质量管理条例》等

产品检测 依法生产质量合格的产品，产品通相关认证；

能源利用
电力、煤等资源

紧缺等带来的

能源危机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和《计量法实施细

则》等相关法律来节能

内部监测

外包监测

1）公司积极引进国际一流检测和制造设备；

2）合理调配生产，错峰用电。

公共卫生 粉尘、苯、噪声

等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检测

1）按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管理；

2）建立健全职业卫生档案。

2、道德诚信 长期以来，公司的高层领导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在实施企业文化建

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企业道德文化的培育，努力营造以企业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全体

员工积极参与的崇尚道德修养的良好氛围。公司依据《公司法》、《会计法》、《劳动

法》等国家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司管理体系；公司高层管理者从严管理，以身作

则，作为遵纪守法的示范者和标杆，在经营活动中坚持依法经营，从公司成立以来，公

司高层管理者没有一位违法违规。

公司有专门的法务人员，并设立审计部，每季度开展审计和每月开展法律法规教育

工作，对公司各部门的经营行为、业务往来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把关，依法经营，提

高职业守法观念。

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诚信经营，遵纪守法。正确处理好与顾客、投资者、合作伙伴、

银行、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到重信誉、重承诺、重合同、守信用，精诚合作、互惠双赢。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针对如何在工作中以及与客户和其他团体的沟通中保

持公司的价值观设定了标准。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违规、失误、失责行为，进行分析处

理，或提出惩戒建议，由经营管理委员会做出相应处理。公司对商业腐败采取“零容忍”态

度，注重发挥制度的导向功能、惩戒功能、规范功能，先后制订发布了《廉政建设实 施

细则》、《外协产品采购阳光协议》、《领导干部行为准则》、《招投标管理规定》 等

制度，要求员工和管理层人员在开展各项业务过程中遵循最高商业道德标准，遵守公 司

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各项法律法规，以防范道德规范与合规方面的潜在风险，树立 道

德典范，推动合规经营的持续改进。

公司注重对反商业贿赂、反内部不正当交易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员工从思想上加强

道德操守教育，在员工的入职培训中，加入企业文化和道德操守，员工行为规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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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营造公司内崇廉尚洁的氛围，使员工牢记廉政建设是企业生

存的根本，廉洁办事是个人职业成长的保证。

公司建立了对道德行为实行监督的测量方法和指标。

表 15 公司道德行为监测体系

道德行为

类型

监督对

象
监督部门 测量方法与过程 测量指标

企业内部 员 工

人力资源中心

总经办 审

计部

1）职业道德教育，制定并执行《员工道德行为规范》

2）劳动合同管理

3）员工劳动保护

4）开展党员示范岗、创新争优主题活动；

5）内部审计

6）监察

7）给单身员工提供免费宿舍，夫妻员工、技术、管理

人员提供夫妻房8）视公司发展和物价上涨情况，每年

定期给员工调薪

职业道德教育普及率

工伤事故率 劳动合同

履行率 员工满意度

廉政教育普及率 审计

覆盖率

企业之间
供应商

销售商

供应商管理中

心
营销中心

1）严格按照《合同法》和《供方质量索赔流程》操作

实施，保护相关方利益； 2）按照价格适中、交货准

时、产品质量稳定、及时交

供应商有效投诉次数

合同违约率，逾期应付

账款比例等

道德行为

类型

监督对

象
监督部门 测量方法与过程 测量指标

付等要求测量3）与主要供应商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稳定供应产 品质量

企业外部

股 东

总经办

1）遵纪守法、信息真实；

2）以《公司法》为准绳，合法生产与经营等
股东满意度

企业利润等

政 府

1）依法纳税、廉洁自律；主要体现 100%依法纳税，合

同违约率为零，从不拖欠银行贷款，逾期应收账款降

至合理范围2）严格按照国家的税法、会计法等法律法

规进行操作 等

纳税金额等

社会公

众

1）诚信经营、保护公众利益；

2）开展清洁生产，保护环境等
信用等级 捐

赠、各类荣誉

客户 营销中心

1）加强产品质量控制，提高优质产品；

2）对于客户投诉解决应对

3）积极开发新能源产品，满足顾客需求；

4）和主要客户签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提供系统化、

模块化服务，与高端客户开展同步开发

客 户 满 意 度

顾客投诉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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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益支持 支持公益事业、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力诺创办以来孜孜以求，在瑞力诺的企

业文化中，始终把“责任”放在首位，这个责任是对消费者的责任，对员工的责任，更是对社会的责

任。 公司确立行业支持、慈善、扶贫助学为公益支持的重点，每年度向行业协会通过支持技术开发、

赞助行业会议、向温州市慈善总会、瑞安市慈善总会捐赠等方式实现社会责任。公司高层领导率先垂

范，积极参与扶贫、与贫困学生结对子等方式奉献爱心。在公司公益文化的影响下，全员积极践 行

“卓越公民”，每年度通过积极献血、开展志愿者服务等，做卓越企业，做卓越公民。

公司领导身体力行，员工积极参与：致富思源，回报社会。公司高层领导重视社会

责任，以身作则，关注困难员工，成立“职工医疗互助”，开展暖心工程，带头捐款捐

物，员工也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我公司为解决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问

题，现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于每年年初建立职工医疗互助，达到病有保障的目的，使

众多员工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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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信用记录

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量监管部门的抽检

中，合格率均达 100%。并因为产品质量多次获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表彰和

奖励：

表 17 公司荣誉

序号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部门

1 浙江省节水型企业 2020 年 11 月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 浙江省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 2020 年 12 月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3 2020 年温州市领军型工业企业 2020 年 4 月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4 温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2020 年 8 月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5 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2019.12 国家知识产权局

6 浙江省工业设计中心 2015.6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7 研究生科研创新实习基地 2016.3
浙江省温州泵阀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兰州理工大学温州泵阀工程研究院

8
省 级 企 业 研 究 院

-浙江力诺流体智能测控装备研究院
2016.4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9 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 2016.11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10 浙江省著名商标 2017.1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浙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2017.1.16

2019.12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2 浙江名牌产品 2018.11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13 浙江省 AAA“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17.7.25

2019.7.11
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14 浙江省第三批上云标杆企业 2019.11.25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5 高新技术企业
2010.9.13

2019.12.4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国家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16 浙江省专利示范企业 2018.9
浙 江 省 知 识 产 权 局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7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2017-2019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18 2015-2016 年度温州领先企业 2016.1 温州市人民政府

19 瑞安市精益生产奖 2016.2 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 温州市信用管理示范企业 2016.3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1 温州市百佳诚信企业 2016.8 温州市人民政府

22 温州市专利示范企业 2016.9
温州市科学技术厅

温州市知识产权局

23 安全标准化三级企业（机械） 2016.11.11 温州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4 温州市“两化”深度融合示范企业 2016.12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温州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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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瑞安市市长质量奖 2017.2-2020.2 瑞安市人民政府

26 2016 年度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 2017.2 瑞安市人民政府

27 2017 年度上市工作先进企业 2018.3 瑞安市人民政府

28 2017 年度瑞安市领军工业企业 2018.4 瑞安市人民政府

29 2019 年度温州市上云标杆企业 2019.8.30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0 2020 年温州市领军型工业企业 2020.4.2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31 温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2020.8.10 温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32 2018 年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 2018.8.31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36

报告结语

发布质量诚信报告是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追求卓越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完善质量文化、践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确保质量诚信目标的达成。

下一步将进一步整合各项管理体系，围绕“科学管理 精工制作 科学改进 行业领先。”

的质量方针，继续争取更大的进步。

公司秉承“成为中国流体控制行业领军品牌和国际流体控制行业知名品牌”的愿

景，坚 守“真诚 责任 创新 利他”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员工、股东、合作伙

伴、社会满意为永恒的追求，致力于从传统制造生产企业转变成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企

业，以市场和客户为导向，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前言
	总经理声明
	一、公司简介
	二、质量理念
	表 1 公司的企业文化及质量文化 
	表 2 公司的质量目标 

	三、企业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机构
	（二）质量管理体系
	图 1 公司管理体系运作过程示意图
	表 3：公司所遵守的质量标准和其他相关法律   

	（三）质量安全风险管理
	表 4 质量安全应急预案 


	四、质量诚信管理
	图 2 企业对外发布或声明的各项明示承诺 
	（二）运作管理
	（三）营销管理
	表 6A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表 6B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五、质量管理基础
	（一）标准管理
	图 3 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策划表 
	图 4 接单及评审过程（产品和服务的要求） 
	图 5 供应商管理与采购管理过程（外部提供过程、产品和服务的控制） 

	（二）计量管理
	（三）认证管理
	（四）检验检测管理
	表 7 公司采用的检测设备（部分） 


	六、产品质量责任
	（一）产品质量水平
	1、质量水平
	表 8主持或参与标准编写
	表 9产品质量领先荣誉
	表 10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表 11服务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表 12 公司专利 

	（二）产品售后责任
	2、投诉处理 

	（三）企业社会责任
	表 13 环保和安全、卫生等方面的隐患识别及预防措施 
	表 14 公共责任控制措施与指标 
	表 15 公司道德行为监测体系 

	（四）质量信用记录
	表 17 公司荣誉 


	报告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