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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前言部分 

 

1.1 报告内容客观性声明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度企业质量信用报告》客观、真实、公正地公布

了企业的信用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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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1.3 报告的时间范围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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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报告的发布周期 

报告发布周期为一年，下期报告发布时间为 2022年 1月。 

1.5 报告数据说明 

报告所有数据均来自公司实际情况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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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yzshuguang.com/下载阅读，或者拨打我公司服务热线：0514-84232101或

者 0514-80971899联系本公司获取书面形式的报告。 

1.7 企业高层致辞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向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环保的电缆产品，诚信正直，

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企业使命，质量、诚信、创新、人本、环保、

品牌为企业核心价值观，通过长期引进和培养，打造了一支能够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技术

和管理团队。 

“团结拼搏、敬业奉献、与时俱进、挑战未来”是曙光人多年来培植的企业文化。在

持续发展过程中，曙光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以满足市场需求作导向，以用户满意

为目的，以科技创新求发展，以严格管理增效益，锐意进取，不断超越，积极为和谐社会

建设作出贡献。  

1.8 企业简介 

扬州曙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电线电缆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企业创办于 1985年,起名为高邮县菱塘电缆厂，1994年 4月更名为扬州市曙光电缆厂，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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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月改制为有限公司，2012年 11月成立了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 4月获准在新三板挂

牌上市。 

公司占地面积 20多万平方米，拥有净资产 8.2亿元，有员工近 700人。公司总部位于

江苏省菱塘回族乡兴菱东路 1 号，销售部门位于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博物馆路 547 号德馨

大厦 12楼。公司早在 1996年就通过了 ISO 9002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05年通过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2012年通过 ISO 10012测量管

理体系认证。目前公司正在运行的 ISO 9001、ISO 14001、ISO 45001和 ISO 10012体系运

行有效，2020年 12月又获得 AAAA级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公司先后被评定为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AAA 级资信企业、国家“守合同重信用”

企业、江苏省优秀民营企业、江苏省和谐劳动关系模范企业等荣誉称号，2006 年和 2009

年两次获得江苏省质量管理奖，2010年获得高邮首届市长质量奖，扬州市 AAA级“守合同

重信用”企业、2019年获得扬州市市长质量奖。公司生产系列电线电缆所注册的“强菱”

牌商标被国家工商总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强菱牌 YJLW02 64/110kV电缆被批准为江

苏省名牌产品。 

公司拥有生产设备共 350多台套，包括引进国际先进的德国特勒斯特公司和芬兰 NOKIA

三层共挤交联挤出机组、法国波迪亚公司的框绞设备，具有辐照功能的江苏达胜加速器制

造有限公司 DD3.0MeV 和 DD1.5MeV 型电子加速器机组。有 X 射线电缆偏芯与壁厚分层辨析

系统、500kV 局部放电检测系统/高压串联谐振试验系统、35kV 局部放电检测系统/高压串

联谐振试验系统、微机控制电子万能试验机等检测和试验设备 209台套。设有检测中心（物

理机械性能试验、电性能试验和耐环境性能试验等）、燃烧试验室（包括成束燃烧试验、单

根垂直燃烧试验、耐火性能试验、烟密度试验、PH 值和电导率测试、材料氧指数等），配

有经专业机构培训合格的检测人员 8 人，公司技术装备和工艺控制水平在行业位于前列。

通过长期引进和培养，打造了一支能够推动企业持续发展的技术和管理团队。并与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紧密合作，不断增强研发和创新能力，先后承担国家火炬和星火项目，参与

国家电缆标准的制定和修订，有多个新产品被确认为国家级新产品。 

公司是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经江苏省经贸委认定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公

司技术中心 2014 年被江苏省推进企业研发机构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审定为第一批江苏省重

点企业研发机构，2011年经江苏省科技厅批准，成立了“江苏省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013年经江苏省人社厅批准，成立了“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2014

年经江苏省发改委批准，成立了“江苏省核电站用特种电缆及材料工程中心”。公司先后承

担省级及其以上科技项目 79项，取得国家授权专利 60项，参与了 62个国家及行业电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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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的起草与修订。 

公司主要生产: 220kV 及以下交联电力电缆；轨道交通电缆；架空绝缘电缆；矿用电

缆；橡套电缆；1kV 及以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计算机电缆（包含阻燃、耐火、无卤低

烟、低毒）；1kV 及以下光伏电力电缆、耐高温电缆（含硅橡胶、氟塑料）；补偿电缆；核

电站用 1E 级 K3 类中、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仪表电缆、补偿电缆；核电站用 1E 级

K1 类低压电力电缆、控制电缆、仪表电缆、补偿电缆；CCC 认证产品（聚氯乙烯绝缘安装

用电线和屏蔽电线，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线、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聚氯乙

烯绝缘无护套电缆电线，通用橡套软电缆电线）；钢芯铝绞线；裸绞线等 20多个系列电缆。 

产品广泛应用于国家电网、中国南方电网、中石油、中石化、冶金、新能源、核电站、

铁路轨道交通等系统，先后为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溪洛渡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大

唐托克托电厂、秦山核电、三门核电、扬子石化、神华集团、广州地铁、首都机场、青藏

铁路、首钢迁安钢铁公司、中南海变电站、苏州同里±800kV换流站、1000kV皖南变电站、

山东魏桥铝电、玖龙纸业、扬子巴斯夫 74 万吨/年乙烯项目、伊朗鲁德巴水电站、中石油

中缅管道油气、中铁电气化局、长春地铁、哈尔滨地铁等国内外重点工程配套，产品质量

和服务受到用户一致好评。 

 “团结拼搏、敬业奉献、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曙光人多年来培植的企业文化，公

司始终以“七项管理原则为基础”，在严格执行标准的同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关爱员工

健康，加强环境保护。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曙光公司将以追求卓越绩效为目标，以满足市

场需求为导向，以顾客满意为目的，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严格管理增效益，锐意进取，

不断超越，积极为和谐社会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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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正文部分 

 

2.1 企业质量理念 

2.1.1企业质量方针 

全员参与管理，不断持续改进，追求顾客满意，又好又快发展。 

员工是每个组织的基础，产品是员工劳动的结果。公司的质量管理不仅需要最高管理

者的正确领导，还要依靠企业的全员参与。为了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保证产品质

量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期望，就必须对员工进行质量意识、职业道德、以顾客

为关注焦点的意识和敬业精神的教育，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其工作能力

和工作热情，使员工感到他们对自己的业绩负有责任，工作不好会给公司带来损失，从而

树立起工作责任心和事业心，只有全体员工充分参与，才能实现公司的目标。 

持续改进是“增强满足要求能力的循环活动”。为了改进整体业绩，提高质量管理体系

及过程的有效性，以满足顾客和其他相关方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需求和期望。只有坚持

由全体员工积极参与的持续改进活动，主动、积极地寻找改进机会，提高对改进机会快速

而灵活的反应能力，才能适应市场需求，使公司不断取得成功。因此持续改进应当成为公

司永恒的追求，永恒的目标。 

顾客是每个组织的存在基础。把顾客的要求放在第一位，明确谁是自己的顾客，调查

顾客的需求（现在和未来）是什么。研究怎样去满足顾客的需求，才能使组织立于不败之

地，而顾客是动态的，顾客的需求和期望也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因此，只有及时地调整

自己的经营策略和采取必要的措施，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和超越顾客的需求和期望，才

能增强顾客的满意。得到顾客的信任，从而达到扩大产品销售，提高市场占有率和经济效

益的目的。 

发展是公司的目的，但是我们不能盲目的追求速度，要坚持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

只有在保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才能追求发展速度，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竞争压

力，必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坚持好中求快，促进社会和谐，才能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 

2.1.2企业愿景 

建成客户信任、各相关方满意、民族知名品牌、具有竞争实力的电缆制造企业，跻身

中国电缆先进行列。 

2.1.3企业使命 

向客户提供优质、可靠、环保的电缆产品，诚信正直，为利益相关方创造价值，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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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健康发展。 

2.1.4企业核心价值观 

质量、诚信、创新、人本、环保、品牌。  

2.1.5企业精神 

团结拼搏，敬业奉献，与时俱进，挑战未来。 

2.2 公司质量管理 

最高管理者根据市场需求和发展需要，坚持以预防为主，满足不断增长的顾客需求为

目的。设立适合于公司自身情况的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组织机构，明确技术、生产、质量、

人事、安全等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和权限，确保各过程得到控制，职责之间不重复，权限

清晰、沟通渠道畅通。公司管理体系组织机构图如下： 

 

 

 

 

 

 

 

 

 

 

 

 

 

 

 

 

 

 

2.2.1质量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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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管理，明确了部门职责与权限。 

2.2.1.1质量副总职责与权限： 

a)负责质保部、质检部和计量科的归口管理； 

b)参与制定并贯彻和执行公司质量方针、目标；主持质量管理工作，负责质量管理体

系重大改进项目包括预防措施的策划和组织实施工作；推进公司的质量创优和品牌建设； 

c)推动不同层次、类型人员的质量培训，提升全体人员的质量意识； 

d)及时掌握公司质量信息，分析质量趋势，管理检验工作，严把检验关口，对出厂电

缆质量负总责； 

e)协助总经理处理重大质量事故；负责公司重大质量问题的处理； 

f)处理客户投诉，必要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 

g)配合技术副总进行生产许可证、产品认证等相关事宜的内部安排，负责第三方认证

相关事务安排； 

h)审核年度内审计划，审批内审实施计划和内审报告，任命内审组长，确定内审员； 

i)负责审核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审批其他质量、环境和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文件； 

j)认真履行本手册中质量保证负责人的相关职责和权限； 

k)负责组织分析和处理质量问题； 

l)审核各部门的年度管理目标； 

m)负责分管部门的目标制订、分解和实施情况的检查与考核；实施管理方案，审批纠

正和预防措施； 

n)归口部门文件的审核、批准。 

2.2.1.2质保部管理职责与权限： 

a)编制、修改《管理手册》、核电项目质保大纲、程序文件及质量管理规定；牵头编制

各部门、车间年度质量目标； 

b)负责《管理方案控制程序》、《内部审核控制程序》的有效实施； 

c)负责《数据分析和持续改进控制程序》、《纠正与预防措施控制程序》的有效实施； 

d)负责编制管理评审计划，组织提供管理评审资料，并做好会议记录，起草管理评审

报告； 

e)负责编制年度内审计划、核质保监查计划，并组织实施； 

f)负责收集和执行与质量有关的法律、法规，并建立法规档案； 

g)负责公司质量档案的收集、归档与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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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参与合格供方业绩评价及现场使用原材料的质量跟踪验证； 

i)收集用户意见，参与用户投诉事项的处理，并制定改进措施； 

j)负责与质量控制有关的记录表式的设计和产品标签或流转卡格式的编制，确保具有

可追溯性； 

k)推动公司核安全文化建设、制定公司质量创优和品牌建设计划，抓好质量培训； 

l)负责组织相关人员对公司管理体系文件进行培训与学习，确保管理体系文件得到有

效实施，保持公司“三体系”正常运行，不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m)负责质量奖考核结果月报（上报财务部）、不合格品统计、分析并制定改进措施，每

月提交质量信息报表； 

n)负责核电站用电缆完工资料审查和分包商资格审查及质量见证； 

o)负责将合格证发放记录及时录入电脑内，并录入检验信息，检查 ERP 的漏缺，纠正

错误行为； 

p)负责护套厚度统计考核结算，并公布与提交； 

q)参与不合格品评审和售后服务，及时编制投标或用户需要的质保资料。 

2.2.1.3质检部管理职责与权限： 

a)编制《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检验规程》、《记录控制程序》、《不合格品控

制程序》、常规项目的检验大纲及其他检验制度并组织有效实施； 

b)负责检测中心、质检车间、局放室和巡检员的日常监督管理；负责质检车间和局放

室班时定额的制定和工作要求的考核，对出厂产品的检测结果负责； 

c)负责车间各工序质量检验和质量控制（包括核级电缆）； 

d)负责新产品试制、特殊要求合同、样品生产过程的质量监控和检测能力的评审； 

e)负责用户监造人员相关事宜的衔接与落实； 

f)及时向质量副总反馈不合格信息，并按决定处置不合格品； 

g)负责《产品合格证》等与产品合格证有关的标识管理与发放； 

h)负责按时间要求收集整理核电站电缆完工资料提交核电办编制； 

i)负责落实检验人员的业务培训计划； 

j)参与不合格品评审和售后服务； 

k)及时编制投标或用户需要的检验资料。 

2.2.1.4计量科管理职责与权限： 

a) 宣传计量法律、法规，贯彻执行《计量手册》，不断提高计量管理水平； 

b) 负责测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及年度监督审核，及时填报用户资质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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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负责根据需要编制计量器具的购置计划，报公司审批； 

d) 负责制定计量设备的周期检定校准计划，并及时组织检定校准，保证计量设备的周

检率、检定的合格率、抽检合格率等计量指标达到要求； 

e) 定期或不定期检查计量器具、试验设备的使用和维护保养情况，对检测设备、计量

器具的精度和准确度负责，以满足产品测量的需要； 

f) 负责对已建标的热工类仪表、电磁类仪表、转数表、压力表、长度类计量器具等，

按规定周期进行检定和日常检修及校验工作； 

g) 会同检测中心制定专用测试设备校准规程，并及时做好校准工作； 

h) 负责各台机组计米器的日常验证工作，保证其准确度满足要求； 

i) 负责《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程序》和测量管理体系的有效实施； 

j) 负责测量管理体系的内审和评审工作，确保测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k) 负责计量设备的标识管理，确保现场使用的计量设备标识完好、有效； 

l) 将所有的计量器具输入测量管理系统软件，确保所有账物相符并及时更新； 

m) 负责建立公司计量设备的总台帐、管理记录；编制检测设备周检计划表；负责计量

文件资料、日常检修、周期检定、原始记录的收集和管理工作。 

2.2.1.5质检车间/局放室管理职责与权限 

a) 制定和完善车间管理制度，抓好车间劳动纪律、完善劳动定额、环境卫生和定置管

理，杜绝野蛮操作和人为事故的发生；指导职工执行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及时报告和协助

处理设备安全隐患； 

b) 对在岗或新进厂员工的业务知识和岗位技能进行培训，提高员工的实际操作水平； 

c) 按要求对每一根成品电缆进行检验和试验，检验和试验合格的按要求包装、发放符

合要求带有二维码标识的合格证,注明站名等信息，确保符合公司及用户要求。并及时、正

确、清晰、完整地填写相应的记录，对检验不合格的产品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执行； 

d) 及时正确地将检验合格的成品电缆录入 ERP系统的待发成品库中，不合格品不得入

库； 

e) 按发货时间要求完成当班检验任务；对库存电缆优先安排检验； 

f) 及时协调进行半成品电缆的耐电压试验； 

g) 及时将入库剩余或其它原因导致的与工艺不符的产品按规定转入库存。 

h) 收集、分析检验数据，并向相关负责人反馈，不断提出合理化建议。 

2.2.1.6 检测中心管理职责 

a) 按规定要求及时做好原材料入库前的抽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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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负责车间半成品、成品送样的检测； 

c) 负责原材料使用过程中的抽样检测与质量验证； 

d) 负责中、高压电缆的快试工作； 

e) 负责新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产品性能检测与验证； 

f) 负责抽样验证出厂电缆检验结果的符合性，并向质检部反馈对比结果； 

g) 负责公司安排的抽样试验或型式试验； 

h) 负责检测数据记录、收集和保存，对检测结果的正确性负责； 

i) 负责制定、完善检验制度和检测设备操作规程； 

j) 负责检测设备的日常维护与管理； 

k) 负责本部门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 

2.2.2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从 1996 年首次通过 ISO 9000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后。随着质量管理体系的换版和

企业发展的需要，已多次进行了体系文件的完善和换版工作，现已经将各管理体系要求融

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通过对过程的监视、内审和管理评审等，让所有涉及

人员养成了一切按文件办事的良好习惯。每年的第三方监督审核结果表明：体系文件符合

管理标准要求，各部门职责明确，接口畅通，沟通方便，可操作性强，管理体系运行有效。 

2020年 8月份通过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再认证审核，注册

号为 00620Q31018R8M，证书有效期至 2023年 9月 11日，认证机构：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公司按标准和体系文件要求，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过程各个环节的控制，制定了相应

的采购规范、检验规程和操作要求，通过层层落实，严格把关，使各项规定都得到实施。 

公司坚持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导作用、全员的积极参与、循证决策的质量管理原则，

以“全员参与管理，不断持续改进，追求顾客满意，又好又快发展”为质量方针，注重员

工的质量责任意识和工作能力培养，对所有从事质量影响的人员，均按要求采取自培或委

外培训的办法，确保在岗的员工具有独立操作的能力。对从事机械性能、电性能和燃烧性

能测试的检测人员由上海电缆研究所培训合格；对监查员委托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和生态环

境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培训机构，经资格考核合格后上岗，对内审员委托国内知名机构培

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人事部及时组织员工培训，对新员工在操作技能上采取“传帮带”措施，设立师傅带

徒津贴，确保师傅能带好徒弟上岗。只有经评定能独立操作的员工，才能确定岗位工资级

别，鼓励新员工勤奋好学、积极上岗。 

通过工时考核、质量奖考核，护套厚度考核和工艺纪律执行情况的考核和各部门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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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的办法，以及定期开展生产质量协调会，协调处理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疑点，促使一线

生产员工保质保量地生产出符合要求的产品。各部门按年初公司分配的部门目标，按季度

自觉做好自查，对不足之处及时采取措施。在内审、监查和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各部

门及时采取措施，确保各项规定得到实施。 

2.2.3质量安全风险 

2.2.3.1质量风险控制 

公司编制了《与顾客及相关方有关过程控制程序》规定扬州办事处负责识别和确认顾

客明示和潜在的要求，将合同分为常规合同、特殊合同、投标合同和网上销售合同，分别

对各类合同明确了评审要求，规定只有经评审签字后的合同才可进入生产流程，杜绝了风

险合同。市场部工艺员依据签字后的合同要求编制工艺流程作业指导书下发到车间生产，

对有特殊要求的合同同时编制特殊合同跟踪要求表，下发到质检部跟踪，由质检部结合特

殊要求分工序做好跟踪与协调， 确保生产出的产品符合要求。公司对材料采购和产成品执

行 ERP 管理，有效地杜绝了合格证输出错误或与订单要求不一致的产品被发出。公司实施

MES 系统管理后，有效地控制了市场部在编制工艺流程作业指导书时的差错率，同时减少

了因书写字体原因导致的识别错误造成的风险。 

公司执行所有原材料均在《合格供方名录》内采购，只有经检验合格的原材料才可入

库；生产过程中采取自检、互检和专检的办法，确保不合格品不投产，不生产不合格，不

合格产品不转序的层层把关制，确保生产出的产品符合工艺要求；最终成品检验采取例行

试验与抽样试验相结合的办法，确保最终出厂的产品符合合同规定的标准或技术协议要求。 

对重要的活动编制质量计划，设置质量控制点见证的办法，确保每个过程质量符合要

求，生产的产品符合要求。 

公司编制了《质量奖考核管理规定》，由质检部、生产部结合平时检查情况，每十天公

布考核结果,质保部、人事部依据结合人员分配要求按月兑现到人,有效地抑制了人为质量

事故的发生。 

2.2.3.2应急管理  

生产进度应急措施：公司根据产品生产周期特点，配制了足够的中压和高压电缆绝缘

线芯，以及 50mm2以下的低压铜芯交联绝缘线芯，以适应生产任务急的订单。设备部定期组

织对生产设备进行保养，以确保所有的生产设备满足生产订单要求。生产部对关键岗位采

取机长负责制，积极培养多面手，以确保操作人员能满足生产要求。采供部对常用材料备

有足够的库存，以满足正常生产需要。 

用户投诉应急措施：公司编制了《客户反馈信息控制程序》，规定分管副总接到客户投

12 



诉后应先识别和分析所反馈的信息，研究处理方案，确定需要到现场处理的，确定去现场

的处理人员、交通途径和到现场时间，以确保质量反馈问题处理结果双方满意。 

安全生产应急措施：公司针对生产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事故制定了应急预案，共编制 1

个综合应急预案和 10个专项应急预案，每年初制定应急预案演练计划，并按计划组织演练，

以不断提高公司应急救援的指挥水平和应急救援能力。 

2.3 质量诚信管理 

2.3.1质量承诺 

公司识别适用的法律法规，由各相关部门评价其适用性与有效性并遵照执行。 

公司提供的产品严格按标准生产，确保出厂检验项目 100%符合标准要求，产品出厂合

格率 100%。关键岗位执行连续监控（采取设备在线监控和分盘检测的办法），确保符合要

求的产品才可继续投产，对特殊过程采取每年确认的办法，确保过程质量得到保证。 

当顾客有服务要求时，承诺 2个小时内给出响应，对需要到现场的，承诺省内 12小时、

省外 36小时、1000公里以外的 48小时到达现场。 

2.3.2运作管理 

公司编制《与顾客及相关方有关过程控制程序》、《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供方的选

择和评价控制程序》、《采购过程控制程序》、《生产过程控制程序》等 46个程序，分别对设

计和开发、供方的选择和评价、生产和服务等过程进行控制，质保部每年组织内审员对每

个过程进行审核。各部门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确保每个过程持续符合要求。 

2.3.3营销管理 

2.3.3.1建立和完善制度 

完善销售全过程服务制度，健全市场销售和售后服务网络，切实做到讲合同守信用，

严格履行合同规定的各项义务，对服务流程进行全程管理和控制。 

建立客户信息档案收集和定期回访制度，加强与客户沟通，逐步改进质量诚信经营中

存在的问题。 

坚持开展客户满意度调查制度，征求客户对质量诚信服务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 

 2.3.3.2明确部门工作内容及要求 

市场部负责市场营销质量诚信策划、质量诚信广告策划、质量诚信品牌维护与推广；

市场调研与分析，拓展市场，收集分析客户和市场信息，建立质量诚信销售网络和销售渠

道，实施质量诚信销售策略；组织落实销售全过程的工作测评，确保为客户提供满意的服

务；组织客户满意度调查，及时了解客户对产品、服务质量的需求和期望，加强与客户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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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反映公司质量诚信经营情况；销售合同的沟通、评审、确定等管理；对销售和服务人

员的质量诚信综合培训，以维护公司质量诚信经营形象 。 

售后服务部负责帮助客户解决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妥善处理客户对产品质量

的投诉；终端客户的信息收集、处理、跟踪与反馈；对收集信息评估，及时准确反馈公司，

并做好记录；客户回访，沟通交流，投诉处理，确保客户满意，并做好记录；开展满意度

调查，做好客户档案记录与管理。 

2.4 质量管理基础 

公司于 1996年通过 ISO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公司设有质保部、质检部、技术部、

人事部、检测中心、计量科、贮运科等 25个职能部门，分别编制了各部门职责和各岗位职

责，明确各人员的任职要求和职责权限，能保证现有的管理体系有效实施。 

公司拥有高压车间、低压车间、线材车间、拉丝车间和辐照中心五个车间，屋项上带

有自动换气功能、自动釆光性能良好的钢架结构现代化厂房，釆用可拆换喷漆铁板铺制而

成的地面。对设备使用环境有要求的场所，如生产线主控室、局放试验室等配制了空调，

对上料间配制了风淋门和净化间等，能提供符合生产电缆要求的基础设施。配备最先进的

生产和试验设备，满足各种电缆的生产和控制要求。 

公司配有专职的检验机构，有质检部领导下的检测中心、巡检、质检车间和局放室，

配置了符合要求的试验室（包括电性能试验室、机械性能试验室、耐候性能试验室、燃烧

性能试验室、局放试验室等）和先进的检测设备，满足质量控制要求；配备了专职检验人

员 41个，并结合实际需要，对所有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并考核，使其具有相应的操作能

力，能满足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的全过程的检测要求，并随着新产品的开发增设生产

和计量检测设备。 

公司建立标准化管理体系，通过收集与公司产品相关的产品标准及检验标准，并依据

标准要求编制了工艺文件和检验规程，作为生产过程控制和检验依据，为了确保实现从原

材料采购、生产过程控制、到交付管理等各过程得到有效控制，公司编制了程序文件、管

理规定，检验规程、操作规程等通过内审与监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每年定期组织管理

评审，及时纠正发现的问题，确保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2.4.1标准管理 

公司编制《企业标准化管理手册》编号：SL-B/M-ZB-OO-03,确定了标准化工作的基本

任务、方针与目标、标准化组织机构、职责和管理办法等。根据标准作用不同，将标准分

为体系标准、产品标准、试验方法标准和管理标准。  

公司正在运行的体系标准有 GB/T 19001-2016/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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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001-2016/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GB/T 45001-2020/ISO 45001-2018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GB/T 19022-2003/ ISO10012：2003《测量管

理体系 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GB/T 15496—2017《企业标准体系要求》、

HAF003-1991《核电厂质量保证安全规定》等。 

公司目前生产的产品都按标准生产，技术部编制《产品执行标准》，编号：SL-W-JS-OO-11

（A/0），确定公司目前产品执行的国际标准有 21个、国家标准 46个，行业标准 58个，企

业标准 20个。参与编制的标准有 GB/T 9330-2020《塑料绝缘控制电缆》、GB/T 12706.1-2020

《额定电压 1kV（Um=1.2kV）到 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第 1部分：额

定电压 1kV（Um=1.2kV）和 3kV（Um=3.6kV）电缆》、GB/T12706.2-2020《额定电压 1kV

（Um=1.2kV）到 35kV（Um=40.5kV）挤包绝缘电力电缆及附件第 2 部分：额定电压 6kV 到

30kV电缆》等 62个。 

公司通过收集与产品检验和试验相关的试验方法标准共 283 个，包括国际标准、国家

标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 

公司编制设备、基础设施、工艺装配备等企业标准共 88个。包括各台设备操作规程、

各试验设备检定规程等，确保每个过程操作有依据。 

公司针对各过程控制要求编制了管理标准共 88个，包括各项管理规定。 

2.4.2计量管理 

为了实现计量管理制度化、规范化，公司于 2006 年按照 ISO 10012:2003 标准建立了

测量管理体系，明确了各车间、部门和各类人员的管理职责，在体系运行过程中不断完善

管理制度，使得测量管理体系文件符合标准要求和公司实际情况。配备测量管理体系内部

审核员 3 名，确保每年至少一次覆盖全部门的测量管理体系内审，对内审过程中发现的问

题及时采取措施。 

根据公司产品特点和工序质量控制要求，配置了检测设备 209 台/套，计量器具 3266

件，以满足从原材料进厂、生产过程控制到产品出厂检验的所有过程的检测需要。计量科

按标准和检测设备使用频率对检验设备和计量器具划分为 A、B、C 三类进行管理，确定检

定周期，并按检定周期和保养要求及时做好检定和保养，确保使用的检测设备精度满足规

定要求。 

公司结合自身需要建立了热工类、长度类、电学类、压力表、转速表 5 项计量标准，

并培养了符合要求的检定员，目前有近 60%的计量器具实现了自己检定，计量科科长持有

国家级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证和测量管理体系外部审核员证书，2018年我公司的计量管理

被江苏省评定为优秀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AAA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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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认证管理 

公司质保部和技术部是负责认证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目前公司已通过强制性的 3C产

品认证和自愿性的 PCCC产品认证、矿用产品安全标志认证、CQC产品认证和光伏产品认证

共 106 张产品认证证书，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测量管理体系认

证、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和企业标准化管理体系认证共 6 个。每年由各认证公司采取监

督审核的办法，持续关注证书的有效性，对认证产品同时采取在生产现场的合格品区随机

抽样封样的办法检验，合格的才能保持证书继续有效。各类认证情况如下： 

2.4.3.1产品认证明细表 

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1 

3C产品 

认证 

2002010105015276 聚氯乙烯绝缘屏蔽电线 

2017.10.23-

2022.10.22 

中国质量认

证中心 

2 2003010105039668 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 

3 2015010104773049 通用橡套软电缆电线 

4 2003010105039727 聚氯乙烯绝缘软电缆电线 

5 2003010105039722 聚氯乙烯绝缘无护套电线电缆 

6 

PCCC产品

认证 

17P11303001ROM 1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2017.08.02-

2022.08.01 

电能（北京）

认证中心有

限公司 

7 17P11303002ROM 
1kV交联聚乙烯绝缘钢丝铠装电力电

缆 

8 17P11303003ROM 1kV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电力电缆 

9 17P11303004ROM 6kV到 30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10 17P11303005ROM 
6kV到 30kV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电力

电缆 

11 17P11303006ROM 35kV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 

12 17P11303007ROM 35kV交联聚乙烯绝缘阻燃电力电缆 

13 17P11303008ROM 塑料绝缘控制电缆 

14 17P11303009ROM 塑料绝缘屏蔽型铠装控制电缆 

15 17P11303010ROM 塑料绝缘阻燃控制电缆 

16 

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

认证 

MIA090184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

织屏蔽控制软电缆 

2016.12.22-

2021.12.22 

安标国家矿

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 

17 MIA090186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铜带屏蔽控制电缆 

18 MIA090187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19 MIA09019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控制软电缆 

20 MIA090192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钢

带凯装控制电缆 

21 MIA090193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细

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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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22 

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

认证 

MIA09019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控制电缆 

2016.12.22-

2021.12.22 

安标国家矿

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 

23 MIA090196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

带屏蔽控制电缆 

24 MIA090197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编织屏蔽控制软电缆 

25 MIA091157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26 MIA091158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27 MIA091159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28 MIA091160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29 MIA09116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0 MIA091162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粗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1 MIA091163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2 MIA09116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3 MIA091165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4 MIA091166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5 MIA091167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6 MIA091168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细钢丝凯装聚

氯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37 MIA091169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乙

烯护套电力电缆 

38 MIA091170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乙

烯护套电力电缆 

39 MIA09117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40 MIA091172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41 MIA091173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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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42 

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

认证 

MIA09117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2016.12.22-

2021.12.22 

安标国家矿

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 

43 MIA091175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44 MIA091176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钢带凯装聚氯

乙烯护套电力电缆 

45 MIA091177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

力电缆 

46 MIA091178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

力电缆 

47 MIA091179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48 MIA091180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49 MIA09118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50 MIA091182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51 MIA091183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52 MIA09118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电力电缆 

53 MIA091185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钢带凯装控制电缆 

54 MIA091186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细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55 MIA110799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编织屏蔽控制软电缆 

56 MIA110800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

织屏蔽控制软电缆 

57 MIA110911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

制软电缆 

58 MIA111589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钢带凯装控制电缆 

59 MIA111590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钢带凯装控制电缆 

60 MIA11159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钢带凯装控制电缆 

61 MIA111592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细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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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62 

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

认证 

MIA111593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细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2016.12.22-

2021.12.22 

安标国家矿

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 

63 MIA11159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细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64 MIA111595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细

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65 MIA111596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

带屏蔽控制电缆 

66 MIA111597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铜

带屏蔽控制电缆 

67 MIA111598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钢

带凯装控制电缆 

68 MIA111599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钢

带凯装控制电缆 

69 MIA111600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钢

带凯装控制电缆 

70 MIA111601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铜带屏蔽控制电缆 

71 MIA111602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铜带屏蔽控制电缆 

72 MIA111603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73 MIA111604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编织屏蔽控制电缆 

74 MIA111605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控制电缆 

75 MIA111606 
煤矿用交联聚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

控制电缆 

76 MIA111607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

织屏蔽控制电缆 

77 MIA111608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

织屏蔽控制电缆 

78 MIA111609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编

织屏蔽控制电缆 

79 MIA111610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

制电缆 

80 MIA111611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

制电缆 

81 MIA111612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控

制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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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82 

矿用产品

安全标志

认证 

MIA111613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细

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2016.12.22-

2021.12.22 

安标国家矿

产品安全标

志中心 

83 MIA111614 
煤矿用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细

钢丝凯装控制电缆 

84 MIA160258 煤矿用电钻橡套电缆 

85 MIA160259 煤矿用电钻屏蔽橡套电缆 

86 MIA160260 采煤机金属屏蔽橡套软电缆 

87 MIA160261 煤矿用移动轻型橡套软电缆 

88 MIA160262 煤矿用移动橡套软电缆 

89 MIA160263 
煤矿用移动金属屏蔽监视型橡套软电

缆 

90 MIA160244 煤矿用移动屏蔽橡套软电缆 

91 MIA160245 煤矿用移动屏蔽橡套软电缆 

92 MIA160246 采煤机屏蔽橡套软电缆 

93 MIA160247 采煤机金属屏蔽橡套软电缆 

94 MIA160248 采煤机金属屏蔽橡套软电缆 

95 MIA160249 
煤矿用移动金属屏蔽监视型橡套软电

缆 

96 MIA160250 
煤矿用移动金属屏蔽监视型橡套软电

缆 

97 MIA160251 采煤机屏蔽橡套软电缆 

98 MIA160252 采煤机橡套软电缆 

99 MIA160253 煤矿用移动橡套软电缆 

100 MIA160254 煤矿用移动金属屏蔽橡套软电缆 

101 MIA160255 采煤机金属屏蔽橡套软电缆 

102 MIA160256 煤矿用移动屏蔽橡套软电缆 

103 MIA160257 采煤机屏蔽橡套软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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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产品认证

名称 
证书编号 产品名称 

发证时间及

有效期 
认证机构 

104 
光伏电缆

认证 

No.B089615 0003 

ReV.00 
光伏电缆 

2019.12.02-

2024.12.01 

TUV认证 

公司 
105 

No.B089615 0004 

ReV.00 
光伏电缆 

106 
CQC 产品认

证证书 
CQC20011236135 

额定电压 450/750V及以下双层共挤

辐照交联聚烯烃绝缘固定布线用电缆 

2020.01.10-

2023.01.10 

中国质量 

认证中心 

2.4.3.2 管理体系认证情况明细表 

序号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发证单位 有效期 

1 质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0620Q31018R8M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2020.08.27-2023.09.11 

2 环境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00620E30734R5M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2020.08.27-2023.09.11 

3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 

00620S30707R5M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2020.08.27-2023.09.11 

4 测量管理体系认

证证书 

CMS苏【2017】AAA711 号 中启计量体系 

认证中心 

2017.11.03-2022.11.02 

5 两化融合管理体

系评定证书 

AIITRE-00919IIIMS0071601 江苏鸿信系统集成 

有限公司 

2019.12.06-2022.12.06 

6 企业标准化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35520ESS11207 上海申西认证 

有限公司 

2020.12.14-2023.12.13 

2.4.4检验检测管理 

质检部编制《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管理程序》，对原材料、生产过程和最终检验明确了控

制要求，编制了《原材料抽样试验规定》、《半成品检验规定》、《成品抽样管理规定》、各种

原材料的《原材料进厂检验规范》、各工序的《工序检验规程》、各类产品的《成品检验规

程》，公司执行机台操作工自检、上下工序互检和工序检验员专检的办法，减少不合格品的

发生。另外公司在检验中心配有机械性能试验室、电性能试验室、燃烧性能试验室和耐候

性能试验室等，配有 41名专职检验人员，能满足从原材料进厂、生产过程控制到成品出厂

所有产品的性能测试，试验项目能覆盖绝大多数产品的型式试验项目，同时目前公司的检

测中心正在申请 CNAS认证。 

2.5 产品质量责任 

2.5.1产品质量水平 

成品电缆初检平均合格率 99.5%。 

其中：高压电缆 99.8%，中低压电力电缆 99.5%，控缆、计算机及其他特殊电缆 99.0%。 

工序初检平均合格率 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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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低压成缆工序 99.6%，工序 99.2%，铠装工序 99.2%，其他工序 99.0%，高压车

间各工序 98.0%。 

国家、省、市监督抽检合格率 100% 

用户现场抽检合格率 100% 

2.5.2产品售后责任 

为了做好产品的售前和售后服务，充分了解并满足客户要求，增进用户满意，公司编

制《客户服务控制程序》，由扬州办事处负责客户前服务信息的接收，处理结果跟踪和必要

时的反馈；总工办/技术部负责客户服务活动中技术问题的协调和处理；市场部负责产品售

后服务和客户投诉服务并做好服务记录。程序规定了客户服务活动范围、售后服务项目、

服务响应时间和售后服务人员。2020年共进行现场售后服务 7次，明细如下。 

二 0二 0年售后服务记录 

序

号 
时间 

地  

点 

客户名称

/营销员 

售后服务人员 

职务/抵达方式 
售后服务内容 备注 

1 4.10 

山

西

太

原 

山西明业电

力工程有限

公司 

/薛守标 

乔元礼/高压电缆

局放室主任/飞机

次日上午 10：40

左右到达施工现

场 

我公司 2019 年 10月份供货的

ZC-YJLW02-110kV 1× 630 8205 

米（合同号：2019-3961#），客户

在敷设过程中要求我公司派技术

人员到现场协助指导。 

当天下午接到通知后，我公司专

业检测人员于次日上午到达对方

施工现场（5月 12日又去了一次）。 

附：售后服

务报告一

份； 

两次往返费

用约

5000.00 元

由公司承

担。 

2 5.16 

江

苏

连

云

港 

江苏优嘉植

物保护有限

公司 

/张国祥 

杨成昌/专职售后

服务人员/开车当

天上午 7:20 左右

到达施工现场 

我公司 2020 年 4 月份供货的

ZR-YJV-8.7/10kV-3 × 150  760

米（合同号：2020-1137#），对方

在施工时造成电缆外护套损伤，

请求我公司委派有关技术人员到

施工现场协助处理。 

当天下午接到通知后，我公司专

业服务人员于次日清晨开车到达

对方施工现场。 

往返均由张

国祥开车接

送。 

3 5.20 

甘

肃

兰

州 

青海送变电

工程有限公

司 

/朱士龙 

杨成昌/专职售后

服务人员/飞机于

次日下午 6:00 左

右到达施工现场 

我公司 2019 年 11 月份供货的

ZB-YJY63-8.7/10kV-1 × 630   

6738米（合同号：2019-3917#），

对方在施工时有 70多米长的电缆

外护套多处损伤，请求我公司委

派有关技术人员到施工现场协助

处理。 

当天中午接到通知后，我公司专

业服务人员于当天晚上到达兰

附：售后服

务报告一

份； 

 

客户承担我

公司售后服

务人员差旅

费 3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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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时间 

地  

点 

客户名称

/营销员 

售后服务人员 

职务/抵达方式 
售后服务内容 备注 

州，次日又转车到达对方施工现

场。 

4 8.21 

黑

龙

江

省

哈

尔

滨

市 

中铁建电气

化局集团第

三工程有限

公司/张怀

军 

周宏山/专职售后

服务人员/飞机当

天晚上 11：00 左

右到达哈尔滨 

我公司 7月份开始供货的哈尔滨

市轨道交通 2号线一期工程

FS-WDZB1-YJY63- 26/35kV 单芯

电缆 1×300，其中有一盘电缆施

工单位在放线过程中将外护套某

一处撞伤，请求我公司委派技术

人员到施工现场协助处理。 

当天上午接到通知后，我公司专

业服务人员于当天晚上到达哈尔

滨，次日上午又转车到达对方施

工现场。 

往返费用

1204.00 元

由营销员张

怀军个人承

担。 

5 8.20 

江

苏

南

京 

徐州新电高

科电气有限

公 司 / 王  

鑫 

乔元礼/高压电缆

局放室主任/开车

当天下午 2:20 左

右 

我公司今年 8 月份开始供货的

110kV 电缆 ZC-YJLW03-Z-1×1000 

21825米（合同号：2020-1909#），

对方要求施工过程中，我公司提

供现场技术支持。 

出差补助

150.00 元

由公司承

担。 

6 9.28 

江

苏

扬

州 

扬州广源集

团有限公司

电力物资分

公司 

乔元礼/高压电缆

局放室主任 /开

车,当天下午 2:30

左右 

我公司今年 9 月份开始供货的

110kV 电缆 ZC-YJLW03-Z-1×1000 

7590米（合同号：2020-2992#），

对方要求施工过程中，我公司提

供现场技术支持。 

出差补助

177.00 元

由公司承

担。 

7 
12.1

6 

浙

江

宁

波 

浙江久邦电

力有限公司 

张东方/质检部部

长/乘高铁次日下

午 5:30 左右 

我公司 2020年（合同号20-4289），

ZC-YJY-26/35-1*400,用户发现

电缆护套有三处鼓包，一根电缆

已敷设，在二十多米高的桥架上

鼓包较大，经现场解剖分析，可

能是挤包内护套后，护套表面的

水未完全吹干，再挤聚乙烯外护

套时，由于 温度高，水汽迅速蒸

发引起局部鼓包。处理办法：现

场修复完好。  

往返费用

767.2元由

公司承担。 

公司编制《顾客满意评价控制程序》，每年由扬州办事处负责收集和处理顾客信息，包

括顾客反馈信息、走访信息、顾客座谈会信息、问卷调查信息、服务过程中的信息和有关

媒体报道信息等，并对用户满意情况作统计分析形成报告。 

2.5.3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 2020年按 IS0 14001和 ISO 45001标准建立了环境管理体系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并通过了管理体系认证。对工作场所的危险源公布于众，以告知从事工作人员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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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及时公示环境监测结果，以让员工知晓目前所处环境的安全性。 

公司做到诚信守法，要求员工在企业经营中做到重合同、守信用、讲道德、守法纪。

公司制定了《员工道德行为准则》，从内部、外部和组织治理方面培养员工良好的企业道德

行为。 

公司结合积极开展公益活动，2020年公益行为捐助金额达 88.75万元，受到地方政府

的高度赞扬。公益活动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支持内容 累计金额 

1 扶贫济困 2020年度“5.19”慈善一日捐，捐给高邮市慈善总会 3万元 

2 
支持集镇 

文明创建等 
支持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等 8万元 

3 
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 

2020年 3月，公司向武汉红十字会捐款 30万元、向高邮市红

十字会捐款 20 万元，后又发动公司员工向高邮市红十字会捐

款 15.2 万元 

65.2万元 

4 金秋助学活动 2020年度考取大学的职工子女发放曙光高考奖学金 9.8万元 

5 
关心公司 

困难职工 
春节等节日发放困难职工慰问金 2.75万元 

合计  88.75万元 

2.5.4 质量信用记录 

公司自通过管理体系认证以来，公司从产品设计、采购、生产制造、检验等各环节均得到

了有效的管控，产品质量水平得到不断提升，在历年国抽、省抽和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抽

检中，产品合格率均为 100%。公司 2020年诚信方面的奖项如下：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部门 

江苏省质量信用 AA级企业 2020.3 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业百强企业 2020.5 扬州人民政府 

高邮市工业综合二十强企业 2020.6 高邮市政府 

2020年中国线缆行业 100强企业 2020.9 中国线缆行业最具竞争力企业评委会 

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奖  2020.11 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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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报告结语 
 

质量管理是企业的软实力，信用是企业的根本，也是制约企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

公司将以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使命感来扎实推进质量管理，稳固维系企业信用，以卓越

的产品质量占领市场，以良好的信誉留住客户，推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持续改进和高效运行。

在持续发展过程中，曙光公司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以满足市场需求作导向，以用户满

意为目的，以科技创新求发展，以严格管理增效益，锐意进取，不断超越，积极为和谐社

会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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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