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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前言部分

1.1 报告内容客观性声明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在本报告中，客观、真实、公正地公布了企

业的信用信息。基于此，我们欢迎社会公众对我们公布的内容监督，提

出意见和建议。

1.2 报告的组织范围

本报告覆盖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是本报告的责任主体。

1.3 报告时间范围

本报告时间范围：2018 年 1月—2018 年 12 月。

1.4 报告发布周期

本公司以 1 年为周期，并将根据实际情况动态更新报告内容。

1.5 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公布了基本的企业信用信息数据项，包括基本信息、经营管

理信息、财务信息、银行往来信息、提示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均来自

于对企业相关记录的整理、收集和分析。因此信息质量可靠，经得起审

核验证。

1.6 报告获取方式

消费者、供应商、经销商、监管部门等各类利益和责任相关方，可

以从本企业门户网站 www.sdrfly.com 下载阅读，或者拨打我公司服务热

线：0538-3462269 联系本公司获取书面形式的报告。

1.7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的高层致辞

“诚信”是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成长的“根”，“质量”是山东

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发展之“本”，我将始终不渝的带领瑞福全体员工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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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根本、转变观念、科学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提升企业实

力，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化之路。山东瑞福锂业有限

公司矿石锂提取技术提取成本远低于世界同行业，公司将依靠技术优势，

加快对锂资源的开发，丰富锂产品种类，对产品结构进行升级换代，开

发各类高端锂产品，提升综合竞争力。致力于建设成为世界较大的矿石

提锂公司。

——董事长：王明悦

1.8 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

所有权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总部所在地：山东省肥城市老城工业园区。

主要产品和服务：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酸锂、无水硫酸钠、硅

铝粉。主导产品电池级碳酸锂。



5

二、报告正文

2.1 企业质量理念

1、持续创新是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生存和发展不竭的动力，只有

持续保证质量的产品订单才能体现创新的价值。

2、有质量保障的供给，是赢得市场的最佳选择。

3、品牌建设能给瑞福拓展市场空间，用行动表现品牌的内涵，用户

的忠诚度表达着品牌内涵的价值。

4、瑞福的管理知道多与少，重在行动表现和执行的结果。

5、瑞福人要有“在成就社会责任中发展”的抱负，以“诚信、自强、

奋进、发展、奉献”为座右铭，通过拼搏、实干赢得社会公众的肯定，

创造美好的明天。

2.2 内部质量管理

2.2.1 质量管理机构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的质量管理机构和职能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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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以质量管理为中心，以品质部为核心部门，强化全员质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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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工质量意识。牢固树立质量意识是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的前提和基

础。对职工进行质量教育培训，使全体职工增强质量第一意识、质量取

胜意识、质量从严意识、质量自控意识、质量责任意识、质量标准意识、

用户满意为最终目标意识。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推动质量管理规范化、

科学化。运用系统的概念和方法，把企业所有的质量管理职能组织起来

形成一个有职有责有权、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形成由线到

面，由一面到多面、环环相扣、连结紧密的有机整体。

2.2.2 质量管理体系

近年来，我们通过实施 ISO9001：2008 系列标准，不断优化资源整

合，修订、完善公司管理流程，建立健全适应本企业实际的质量管理体

系，扎实有效地落实了管理工作中的各项责任、各项目标，确保质量管

理体系有效运行，推进公司可持续发展。

（1）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建立源于公司设立了一套合理有

效的科学、标准的工艺管理、管理文件，规范指导整个生产过程，确保

质量管理体系的顺畅。

（2）根据公司质量目标，分解下发各部门分质量目标，定期开展质

量目标实施检查工作。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同时以用户为

切入点，以顾客为关注焦点，以用户满意度为测量标准，用尽善尽美的

售后服务来满足用户和社会的需求，赢得用户的信赖和满意，确保质量

目标持续改进。

我公司执行的质量管理体系为 ISO9001，证书号：11415Q22490R1M，

证书有效期至 2018 年 9 月 24 日。公司按照标准和体系文件要求每年组

织内部审核，保障体系有效运行，建立了比较完整齐全的记录。按照标

准要求，每年由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进行审核，最近一次审核而通过的时

间是 2015 年 9月 25 日，证书体系有效运行，记录比较完整、齐全。公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7%A8%8B%E8%B4%A8%E9%87%8F&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WDknAPhuHmduHIWPh7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6YP16vPjbY
https://www.baidu.com/s?wd=%E8%B4%A3%E4%BB%BB%E6%84%8F%E8%AF%86&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WDknAPhuHmduHIWPh7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6YP16vPjbY
https://www.baidu.com/s?wd=%E7%8E%AF%E7%8E%AF%E7%9B%B8%E6%89%A3&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vuWDknAPhuHmduHIWPh7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6YP16vPj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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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已建立质量教育管理制度，有进行相关质量教育培训记录。公司较好

的执行了质量法律法规，建立有质量法律法规执行情况记录制度，目前

尚无违法违规记载。公司建立了质量责任赔偿制度，执行零缺陷出厂的

质量管理制度。内部实行质量责任追究管理，建立实时质量记录日报。

2.2.3 企业质量诚信

（1）企业质量诚信经营方针：创新设计、精细制造、无瑕疵出厂、

一流服务、誓做百年品牌企业。

（2）企业质量诚信经营方针：本公司实施质量诚信经营方针是提

高和达到顾客满意的根本途径和方向，并通过具体的质量诚信目标和实

施质量诚信管理体系加以贯彻，体现质量诚信经营法律法规相关原则，

与本公司发展宗旨相适应，也为本公司及各部门质量诚信目标的制订、

评审、验证等提供框架。以质量诚信经营来满足顾客需求和社会责任为

关注焦点，充分体现对顾客需求承诺。公司对质量诚信管理体系的有效

性进行待续改进。管理评审对质量诚信方针适宜性、持续性做出评价并

进行相应的修改，使其持续地适合本公司发展的宗旨，质量诚信经营和

满足顾客要求。

（3）职责：总经理全面负责本公司的质量诚信管理体系，并进行资源

配置和持续改进质量诚信管理体系。管理者代表负责建立、实施、保持质

量诚信管理体系，并向总经理汇报体系运行情况，落实监控和改进要求。

行政部、质检部、人力资源部、生产部、销售部等相关部门在管理者代

表的领导下，负责日常的体系管理工作。

（4）企业质量诚信管理体系实现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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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年公司的质量诚信目标与指标：

第三方产品抽检合格率 100%

产品出厂合格率 100%

重大质量事故率 0次

重大环境安全事故率 0次

信息处理率 100%

产品设计

质量诚信供应商

原料质量控制

过程质量控制

包装质量控制

成品质量验证

产品防护运输交付保证

客户验收

交付

售后满意服务

顾客满意度调查

检

验

与

试

验

技

术

支

持

与

保

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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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企业质量文化建设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在近十年发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具有特色

的企业文化，在培育企业精神、提炼经营理念、推动制度创新、塑造企

业形象、提高员工素质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索。近年来，公司建立起

了符合公司发展战略，着力培育个性鲜明、时代感强、被全体职工认同

的企业质量文化体系。通过企业质量文化的创建，内强企业素质，外塑

企业形象，增强企业凝聚力，提高企业竞争力，实现企业质量文化与企

业发展战略的和谐统一，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的和谐统一，企业质量文

化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和谐统一，为公司的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强有力

的文化支撑。

瑞福锂业企业文化：

企业使命：至领高效能源

企业愿景：瑞锂兆福人

企业核心价值观：明责高效

企业经营宗旨：成体系 成效益

企业精神：务实精进

企业人才观：包容个性 各挥所长 严谨管理 秩效有序

企业制度观：循律建进

企业创新观：合于时 敏于势

企业大局观：至效至力

企业安全观：一：安全

企业危机观：静以克难 持以应阻

由于公司全体员工的积极参与，公司采取激励措施发挥员工的主动

性、责任性、主人翁精神，在公司创名牌创诚信经营活动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公司产品质量卓越，获得2018年度中国钴锂产业链优质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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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用诚信社会的理念，保持着企业质量信用行为，承担企业质量

信用责任。

2.3 企业质量基础

2.3.1 企业产品标准

产品：碳酸锂，执行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YS/T 582-2013；

2.3.2 企业认证管理

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认证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情况：2015 年 9月 25 日，获得北京东方纵横认

证中心颁发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 USA15E26162R1M。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证书：2015 年 9 月 25 日获得北京东方纵横

认证中心颁发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为

15820142R1M。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2016 年 1 月 15 日，碳酸锂、芒硝的研发、

生产、销售的知识产品管理获得中知（北京）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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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编号为 165IP160004ROM。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5 年 9月 25 日，获得北京东方纵横认

证中心颁发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证书号为 11415Q22490R1M。

2.4 产品质量责任

2.4.1 产品质量承诺

我公司生产的碳酸锂执行有色金属行业标准 YS/T 582-2013，实行

出厂零缺陷管理，具有严格的工序和成品检验程序并由山东省质量技术

监督局所辖的法定质量监督检测机构对每一种规格进行抽检、出具检验

报告。向用户提供产品的检测数据试验报告。对于出厂交付的产品质量承

担保证责任，承担由此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在产品服务过程中我们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及合同认真履行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所提供的产品保证符合

合同规定的数量、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2.4.2 产品召回情况

由于实行严格的出厂零缺陷管理，多年以来我们的产品从未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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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质量或服务问题而产品召回情况。当确因产品质量安全需要召回时，

我们承诺顾客和用户的经济损失为零。

2.4.3“三包”责任

根据碳酸锂产品的特点，公司制定有产品质量担保责任制度，履行

更换、退货“三包”等产品责任和义务。

2.4.4 质量奖励

我公司获得的质量奖和质量荣誉如下：

2018 年度中国钴锂产业链优质供应商。

2.5 质量风险管理

2.5.1 质量投诉处理

我公司拥有精良高效的售后服务团队，总部设有服务热线

0538-3462269，当用户对产品或服务提出诉求时，既可通过服务热线直

接与公司销售总部取得联系，也可向销售产品的经销商反映，这两条路

线均会得到满意的处理结果。多年来尚未接到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

的投诉情况。

2.5.2 质量风险监测

为了发现风险因子，减少产品的安全隐患、掌握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品质部对产品进行的一系列包括信息收集、检验检测、数据分析、风险

评估等活动，对重要指标进行重点监控，发现连续 5 个批次有上升趋势

及时预警，通知生产部门采取措施，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在合理的范围内，

努力做到事前预防，监管前置，使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降到最低。

2.5.3 应急管理

我公司制定了“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

确立“零事故、零重伤、轻伤小于千分之三，安全隐患整改率百分之百”

的安全生产工作目标。组织措施上建立了总经理为组长的企业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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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导小组，设置有安全环保科专职部门，车间班组设立有安全员。

公司每周举行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例会，每年举行 4次安全生产培训，增

强员工安全生产意识及法律观念，让员工能自觉做到“要我安全”到“我

要安全”，最终到“我会安全”。安全生产管理中，实行管生产必须管

安全，谁主管、谁负责，责任人逐级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公司建

立了安全应急预案、应急处理措施和重大质量安全事故主动报告制度。

结束语

山东瑞福锂业有限公司把质量之根深植于企业发展全过程，把诚信

之本贯穿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未来，我们将以团结实干的工作态度，

文明诚信的工作作风，全心全意为中国碳酸锂服务，以一个时代领跑者

的姿态，奔行于碳酸锂行业的前沿，为行业发展创造出奇迹，山东瑞福

锂业将为之不懈努力......

本报告展现了公司在质量诚信建设和实践中的成果，尽管还有不够

完善的地方，但总体上可以看出企业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诚信是令人

满意的，无质量投诉、无质量安全重大事故的结果诠释了企业质量诚信

管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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