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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我公司遵循客观性原则、时效性原则、简便性原则、可验证性原则，每

年的第一季度通过企业网站（www.glfoto.cn），以年度为报告期限，对上一

年度的企业信用情况以书面形式向社会、公众发布。 

感谢社会各界人士多年来对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0 月 

     



企业高层致辞企业高层致辞企业高层致辞企业高层致辞    

    

 

福达股份致力于推动行业的发展与进步，致力于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

量。 

公司以满足乃至超越客户期望为己任，通过建立快速反应机制，为客户

提供优质的服务。 

福达股份视人才为公司发展的第一资源，积极创建重视人才、培养人才、

用好人才的机制和环境，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公司重视安全生产和职工职业健康管理，极推行清洁生产，努力创建资

源节约型企业。 

福达股份秉持“诚信是基业长青之本”的理念，“取信于员工、取信于客

户、取信于合作伙伴、取信于社会”是福达和福达员工一切行为的准则。 

公司致力于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秉承企业、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理

念，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董事长：黎福超 

                                     



企企企企 业业业业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是桂林福达集团有限公

司控股的以汽车零部件为主营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前身是成立于1995年8月

23日的桂林汽车零部件总厂，于2000年12月28日改制为桂林福达汽车部件有

限公司，2008年1月28日变更为桂林福达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主要从事发动机

曲轴、汽车离合器、汽车螺旋锥齿轮和精密锻件等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

与销售。公司共有6家全资生产型企业，分布在广西桂林市和湖北襄阳市、孝

感市。公司总资产27亿元，员工2700余人。 

公司具备年产120万根发动机锻钢曲轴、130万套汽车离合器总成、15万

套螺旋锥齿轮和10万吨精密锻件的生产能力。产品为国内外30多家知名的汽

车、发动机及车桥企业配套，部分产品进入国际知名汽车制造商全球采购体

系。 

福达股份具有强大的自主研发能力，拥有广西壮族自治区认定的企业技

术中心和广西汽车传动系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时，公司具有强大的创新

能力，拥有多项专利，主持多项行业标准的制定。产品先后被评为“国家免

检产品”、“广西名牌产品”和“广西著名商标”。 

福达股份已通过 TS16949/ISO14001/OHSAS18001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

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获得“中国优秀诚信企业”、“中国质量 AAA+级信用企业”、

“国家 AAAA 级标准化良好企业”、桂林市首届市长质量奖、第二届广西壮族

自治区主席质量奖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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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企业质量理念企业质量理念企业质量理念企业质量理念    

公司秉承 “持续改进、创造满意”的质量方针，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

完善产品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以达成“顾客满意”的最终目标。 

2222、、、、内部质量管理内部质量管理内部质量管理内部质量管理    

公司总经理为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最高管理者，总经理通过《任命书》

的形式，授权一名副总经理为公司质量管理者代表，负责组织协调建立、实

施和保持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履行管理者代表职责。同时

在各子公司指定顾客代表，在内部职能中负责代表顾客提出质量要求，确保

公司的产品开发、生产、交付的每一阶段符合顾客的要求。 

公司通过发布《管理手册》的方式，明确公司经理层、中、基层管理干

部、各岗位人员及各部门在质量管理中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建立健全了自

上而下、公司经营目标层层分解的绩效管理体系，质量责任贯穿了产品实现

和顾客服务的全过程。 

3333、、、、企业质量诚信企业质量诚信企业质量诚信企业质量诚信    

诚实守信是福达企业文化的重要精髓，福达精神“诚信、专注、拼搏、

创新”把诚信放在第一位，以诚信作为基业长青之本。正是福达人长期秉承

诚信准则，福达股份才能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企业，得到员工、客户、合作

伙伴和社会的认可。 

福达股份秉承诚信、共赢的经营理念，以“至诚至信，创造满意”为服

务宗旨，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了一批长期稳定合作的、国内外知名

品牌的优秀客户群体，其中还与多家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通过与这些企

业长期、稳定的合作，为福达股份带来技术、质量、工艺、管理、品牌上的

不断进步和提升，同时随着客户的不断发展，也为福达股份的经营发展和产

品品质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福达股份的产品凭借优异的质量、超高的性价比，获得了主要汽车厂家

和发动机厂家的青睐，部分产品已经进入国际知名厂家的全球采购体系。在

提供优质产品的同时，福达股份非常重视客户服务建设，福达股份根据主要

客户的分布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 11 个驻外办事处，积极响应客户产品的需求

等信息，构建了快速服务的产品售后系统。“至诚至信、创造满意”的服务，

福达股份有完备的产品服务及信息反馈系统，通过真诚的服务，超越客户的

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创造满意的服务目标，赢得更多的客户。 

4444、、、、企业质量基础企业质量基础企业质量基础企业质量基础    

4.1 企业产品、行业标准 

公司产品质量标准执行国家相关标准，主要标准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标准号 标准名称 

1 曲轴 
QC/T481-2005 汽车发动机曲轴技术条件 

GB/T23339-2009 内燃机曲轴技术条件 

2 齿轮 GB11365-1989 锥齿轮和准双曲面齿轮精度 

3 离合器 QC/T25-2004 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技术条件 

福达股份的愿景是“成为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国际化企业集团”，依法经

营、合法经营是福达股份理性的选择。福达股份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离合器

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是离合器生产行业的龙头企业。2009 年由福达股份

主持、召集行业的其他生产企业对《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技术条件》中

华人民国和共行业标准 QC/T25-2004、《汽车干摩擦式离合器总成台架试验方

法》中华人民国和共行业标准 QC/T27-2004 以及《汽车离合器常见故障及三

包理赔》进行修订。 

4.2 组织及过程保证 

福达股份是国内主要的汽车零部件专业生产企业，主要从事发动机曲轴、

汽车离合器、螺旋锥齿轮等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属技术密集型



和劳动密集型结合的产业。基于福达股份产品和行业特点，以及对市场变化

快速反应的考虑，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及其他相关方的需求和实现公司的战

略目标，运用过程方法确立公司的过程识别与设计、过程的实施、过程的改

进。 

 

管理系统图 

4.3 企业认证情况 

福达股份高度重视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建立了完善的管理体系，公司

先后通过 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18001 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 

 

                               

 

                

 

 



4.4 质量检验情况 

福达股份秉承“提供卓越品质的产品以满足客户需求”的方向，将检测

设施打造成为行业内检测设施最齐全、检测手段最选进，检测效果最准确、

检测效率最高的国际领先水平。多年来福达股份强化研发、检测设备的前瞻

性，投入超前性，持续引进国际领先的检测设备，使福达股份的检测处于国

内领先地位，为制造高品质的产品提供了保障。 

 

检测设备 检测设备的先进性 
检测设备

水平 

美国ADCOL综合检测仪 

全自动检测，可将曲轴的长度、轴颈、中心高、粗糙度、波纹度、

振纹、直线度、圆柱度等项目一次性全部检测完毕，与传统手工

检测相比减少了人为因素，检测精高，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显

著了提高检测效率，降低了检测成本 
国际领先 

英国泰霍普森粗糙度轮廓

检测仪 
全自动检测，能实现对最复杂的几何形状的高精度检测 

美国MP动平衡机 
全自动控制，设计先进，生产检测效率高，实现对零件最精准检

测，检测质量稳定 

英国谢尔菲德三坐标检测

机 

全自动控制，设计先进，能实现对孔距等最复杂的几何形状的测

量 

国际一流 齿轮整体误差测量仪 实现对齿轮加工误差的测量 

海克康斯三坐标测量仪 实现对模具加工、复杂产品的检测 

在线综合检测仪 实现加工过程中对机加零件的测量，效率高。 

国内领先 

曲轴疲劳试验装置 实现模仿曲轴实际运行中的疲劳试验，为曲轴强度提供分析数据 

离合器综合试验平台 实现对离合器盖总成、从动盘总成的各种性能的检测和分析 

离合器分离耐久试验机 
实现对离合器使用过程中膜片分离的模似试验，为离合器膜片的

加工提供数据 

离合器从动盘疲劳试验机 实现对从动盘的综合性能的试验，为各种配件的使用提供数据 

盖总成综合试验机 
实现对盖总成的分离间隙、分离指高度、分离力等多种指标的试

验 

齿轮表面粗糙测量仪 实现对齿轮表面粗糙度的检测 国内一流 

5555、、、、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产品质量责任    

5.1 产品质量承诺 

福达股份以“持续改进、创造满意”作为公司质量方针，配备了国际一流的



数控加工设备和检测设备，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保障体系；形成了“预防为主、过程

控制、全员参与、持续改进”的质量理念。近三年主要产品/服务质量监督抽查情

况（国家、省级）如下： 

时  间 产品/服务名称 抽 查 部 门 抽 查 结 论 

2011年 
内燃机曲轴、 

汽车离合器 

广西汽车、内燃机质量监督

检验站 
合格 

2012年 
内燃机曲轴、 

汽车离合器 

广西汽车、内燃机质量监督

检验站 
合格 

2013年 
内燃机曲轴、 

汽车离合器 

广西汽车、内燃机质量监督

检验站 
合格 

5.2 企业社会责任 

“员工满意、客户满意、社会满意、企业健康”是福达股份的追求，因

此福达股份致力于成为优秀的企业公民，秉承企业、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

理念，将履行公共责任融入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中。“责任”是福达核心价值

观的重要内容，公司倡导对客户负责，对员工负责，对社会负责，高层领导

更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遵守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

共道德,积极推动清洁生产、安全标准化的实施，首批通过桂林市安全标准化

验收。 

福达股份实施 ISO14000 环境管理体系和 OHSAS18000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成立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建立三级安全网络，由专门的机构负责安

全环保工作。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和流程，使环保、安全与消防管理工作有法

可依，有章可循；建立安全预警机制和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定期开展消

防演练活动，各子公司每年签署安全生产责任书。针对识别的各种影响，福

达明确提出了关键控制项目及过程，并制定了控制措施。 

 

 



控制 

方面 

控制 

项目 

法律法规 

行业标准 
内控指标 测量方法 

质 量 安

全 

重大质量事

故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

化法》 

机加工合格率、一

次装配合格率 
公司内部测量 

环 境 保

护 

污水、烟尘、

噪声、废物等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工

业企业厂界噪声标准》 

100%达标排放，危

废物 100%处置 

公司内部测量 

环境监测 

部门测量 

能 源 消

耗 

电、水、液化

气等 
企业下达年度节能控制指标 

万元产值能源消

耗金额 
统计与分析 

安 全 生

产 

事故伤害、火

灾伤害、中毒

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

法》 

工伤事故发生率 
安全性评价 

定期检查 

资 源 利

用 

能源消耗，中

水回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

源法》、《国务院 “关于进一

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意见”

的通知》 

万元产值能耗金

额 
统计与分析 

公 共 卫

生 

粉尘 

丙酮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

限值 

工作场所有害因

素职业接触限值 

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监测 

 

5.3 质量信用记录 

公司先后获得“中国优秀诚信企业”、 “国家 AAAA 级标准化良好企业”、

“广西 50 强企业”、“广西十佳企业”、“广西著名商标”、“广西名牌产

品”，并荣获第二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质量奖、桂林市首届市长质量奖。  

 

 



 
    

6.6.6.6.质量风险管理质量风险管理质量风险管理质量风险管理    

6.1 客户投诉处理 

福达股份始终坚持以“

全面了解和分析顾客的需求和期望

务体系支持、确保产品价格的市场竞争力

付及时性等多种方式建立并维护顾客关系

诚。定期召开市场分析会

析，以识别顾客需求的变化

内容，评估顾客关系建立方式的适宜性和有效性

理管理规定》和《纠正和预防控制制度

确了由持续改进科对顾客投诉的处理时效性和处理效果进行监督

在国内设立了 11 个驻外办事处

的服务。有效、快速地处理投诉

顾客投诉、市场新动态进行系统分析

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式和了解的内容

有效性，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顾客不满和业务流失

6.2 产品质量风险 

福达股份通过对各项管理过程的充分分析

系统分析过程，公司识别

为公司风险评估管理工作的责任机构

 

福达股份始终坚持以“顾客为导向”，通过准确地识别目标市场和顾客群

全面了解和分析顾客的需求和期望。通过持续提高产品质量

确保产品价格的市场竞争力、持续提高稳定供货能力

付及时性等多种方式建立并维护顾客关系，以达到顾客满意进而实现顾客忠

定期召开市场分析会，对顾客反馈、顾客投诉、市场新动态进行系统分

以识别顾客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了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式和了解的

评估顾客关系建立方式的适宜性和有效性。制定有《顾客抱怨

纠正和预防控制制度》，建立了清晰的投诉管理流程

确了由持续改进科对顾客投诉的处理时效性和处理效果进行监督

个驻外办事处，建立起了快速反应机制，为客户提供了优良

快速地处理投诉。通过定期召开市场分析会

市场新动态进行系统分析，以识别顾客需求的变化

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式和了解的内容，评估顾客关系建立方式的适宜性和

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顾客不满和业务流失。 

福达股份通过对各项管理过程的充分分析，建立了全面的管理系统

公司识别各个方面的风险。制定了《风险管理制度

为公司风险评估管理工作的责任机构。公司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风险信息收

通过准确地识别目标市场和顾客群，

通过持续提高产品质量、完善的售后服

持续提高稳定供货能力、保证交

以达到顾客满意进而实现顾客忠

市场新动态进行系统分

及时调整了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式和了解的

顾客抱怨/投诉处

建立了清晰的投诉管理流程，明

确了由持续改进科对顾客投诉的处理时效性和处理效果进行监督。福达股份

为客户提供了优良

通过定期召开市场分析会，对顾客反馈、

变化，及时调整了

评估顾客关系建立方式的适宜性和

建立了全面的管理系统，在

风险管理制度》，各部门

公司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风险信息收



集、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等。 

公司主要产品有发动机曲轴、汽车离合器、螺旋锥齿轮，针对各类产品，

福达股份系统识别了各类产品的质量安全危害和要求。根据所识别的质量安

全风险，福达股份从产品设计、材料选择和质量控制等三个方面落实质量安

全职责的履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