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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前言部分  

1.1 报告内容客观性声明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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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告覆盖本公司及下属各分子公司。  

1.3 报告时间范围  

本报告时间范围：2022 年 1 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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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报告发布时间

为 2023 年 11 月。  

1.5 报告数据说明  

本报告公布了基本的企业质量信用信息数据项，包括企业的质量理念、内部质量

管理信息、企业质量基础信息、产品质量责任信息、质量风险提示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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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wolong.com.cn 下 载 阅 读 ， 或 者 拨 打 我 公 司 服 

务 热 线 ： 0575-82176629 或者 0575-82176628 联系本公司获取书面形式的报

告。  

1.7 卧龙电驱的高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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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的企业精神是“诚·和·创”，“诚”是诚实、诚信！ “和”是和谐、亲和！ “创”

是创新、创造！卧龙以技术为驱动，以高质量产品为追求，以服务至上为理念，致力

于把绿色、节能、高效的动力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我

们卧龙人敢于想，勇于为，谨于做！我们遵循用户至上，服务第一的原则，制造优质

的产品，成就高端的产业；我们知道细节和绩效是管理之本，知识是能量，分享才是

力量，所以卧龙人以德为先、德才兼重，凡事先谋后动，注重经营之道，永续经营；

卧龙自觉是一个有着宏大发展抱负的企业，我们期望自己能够成为像西门子那样的跨

国企业，始终不渝的带领全体员工创造全球电机 NO.1。  

——董事长：陈建成  

1.8 企业简介  

企业名称：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所有权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总部所在地：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经济开发区。  

主要产品和服务：开展对外承包工程业务（范围详见商务部批文）。 电机、发电机、

驱动与控制器、变频器、软启动器、励磁装置、整流与逆变装置、变压器、变配电装

置、电气系统成套设备、工业自动化装备、振动机械、蓄电池、电源设备的研发、制

造、销售、安装；经营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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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正文 

2.1 企业质量理念  

1、持续创新是卧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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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建设能给卧龙拓展市场空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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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不可能应符合压倒所有的竞争者，但要有领先对手的智慧。  

5、卧龙的管理知道多与少，重在行动表现和执行的结果。  

6、卧龙人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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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卧龙电驱的质量管理机构和职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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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质量管理体系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的质量管理体系为 ISO9001，证书

号:15/20Q7985R61，证书有效期至 2023 年 11 月 22 日。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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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

标准要求，每年由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进行审核，最近一次审核而通过的时间是 

2022 年 9 月 28 日，证实体系有效运行，记录比较完整、齐全。卧龙电气驱动集团

股份有限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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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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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集团股份有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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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质量责任赔偿

制度，执行“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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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流的设备、一流的管理、一流的员工，努力向我

们的客户提供能充分满足其要求的一流的产品和一流的服务。  

（2）企业质量诚信经营方针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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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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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管理部、人力资源部、市

场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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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质量诚信管理结构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报告 

 9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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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企业质量文化建设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多年发展实践过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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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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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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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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22 年 11 月，我公司共计参与制定 181 项产品标准起草，其中国际标准 

4 项，国家标准 88 项，行业标准 89 项，公司所生产的小功率电机，执行国家标准

GB/T 5171.1-2014 等；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执行国家标准 GB18613-2020 和 

GB/T 14711－2013 等；其中我公司生产的空气调节器风扇用无刷直流电机已通过“浙

江制造”产品认证，产品标准为 ZZB 025-2015。  

2.3.2 企业计量水平  

公司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计量检测体系并建有 CNAS 实验室，公司检验部门对公司

所有使用的计量器具定期审验，定期委托第三方法定检验机构进行抽检，做到了公司

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中计量的合规性、准确性。  

2.3.3 认证认可情况  

产品质量认证情况：  

参加认证的产品：防爆单相异步电动机。 

认证类型：CCC 强制认证。 

认证结果：2020 年 7 月由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有限公司颁发中国国家强制性产

品认证证书，证书编号：2020312301001583，证书有效期至：2025 年 7 月 6 日。 



  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报告 

 11 

管理体系相关情况： 

质量管理体系情况：执行 ISO9001：2015。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杭州万泰认

证有限公司，颁发证书编号：15/20Q7985R61，最近审核通过日期：2022 年 9 月 28 

日，下次审核监督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之前。 

环境管理体系情况：执行 ISO14001：2015。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杭州万泰

认证有限公司，颁发证书编号：15/20E7986R51，最近审核通过日期：2022 年 9 月 

28 日，下次审核监督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之前。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情况：执行 ISO45001：2018，第三方认证和审核机构：

杭州万泰认证有限公司，颁发证书编号：15/20S7987R11，最近审核通过日期：2022 

年 9 月 28 日，下次审核监督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0 日之前。  

2.4 产品质量责任  

2.4.1 产品质量承诺  

我公司生产的电机具有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具有严格的工序和成品检验程

序并由浙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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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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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我们的产品从未发生过因质量或服务的产品召回情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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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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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三包”责任  

根据我公司各产品的特点，公司制定有相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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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获得全国防爆电器行业质量领先企业 

2019 年获得全国百佳质量诚信标杆企业 

2016 年通过绍兴市市长质量奖；  

2015 年绍兴市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2014 年通过上虞区区长质量奖复审；  

2014 年继续获得浙江省名牌产品；  

2013 年中国工业行业排头兵企业；  

2013 年全国中小型电机行业优秀企业；  

2013 年获绍兴市质量强企建设示范单位。  

2012 年获得河南省政府质量奖 

2.5 质量风险管理  

2.5.1 质量投诉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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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的结果。多年来尚

未接到严重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质量投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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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质量风险监测  

此处暂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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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与各工厂签订安全责任状。每个工厂每周举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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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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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卧龙的专业和精益素养的产业工人队伍、富有创造力的技术精英团队和善于为客

户服务的营销团队，源源不断地为世界提供优质产品、服务和产业文化。坚持自己的

理想，贡献中国企业的产业智慧和成就，卧龙拥有自己的产业高度：全球电机 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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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重大质量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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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