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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前言 

（一）报告编制规范  

本公司保证报告所公布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情况不存在任何误

导性陈述及虚假情况，并对其内容的客观性、真实性负责。  

报告组织范围：青岛天时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范围：2017年6月—2018年6月  

报告发布周期：1次/年  

报告数据说明：报告内所涉及数据来源于公司，数据真实、有效  

报告获取方式：公司将以企业官方网站为载体，展现《企业质量

信用报告》，并供下载阅读。 

（二）企业高层致辞 

董事长致辞： 

天时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精神品质：艰苦奋斗和求

索创新。这两个核心的精神品质是指引天时人从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重

要精神支柱，也是天时人进一步求变图强走向世界的精神动力。天时

精神的内涵包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百折不挠、创新求变及与时俱

进等精神品质。天时人就是依靠这种精神，打造自己的团队，以人为

本，挖掘潜能，协作进取，追求卓越，永铸辉煌。青岛天时海洋石油

装备有限公司愿为中国海洋工程行业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三) 企业简介 

青岛天时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11 月，注册资金

4700 万美元，位于青岛市城阳区空港工业园，占地 58000 ㎡，其中

包含 3400 ㎡的现代化办公场所，12000 ㎡的生产性厂房和物流仓库，

16000 ㎡外场区域以及 4800 ㎡的试验场地。公司主要围绕钻井设备

包业务提供多种关键的核心设备，在深海装备有成型的配套产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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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经营范围包括：海洋和陆地用石油钻采机械设备、起重设备及配件

的开发制造，石油工业及其他工业用控制、驱动设备的制造等。 

为社会创造财富，为员工创造机会，为客户创造利益，为投资者

获取回报，是公司不变的追求。2007 年，公司荣获福布斯授予“最

佳亚洲中小企业”；2009 年-2011 年，连续 3 年荣获中国外商投资企

业协会授予“优秀外商投资企业”；2010 年和 2011 年，荣获青岛市

政府授予的“优秀外资企业”、“出口创汇先进企业”；2011 年，公司

荣获中国科技部授予的“高新技术企业”资质；2016 年 12 月被认定

为青岛市企业技术中心。此外，公司拥有全面的质量、健康、安全、

环保(QHSE)管理体系，先后取得 API Q1 9th、ISO 9001:2008、API Spec 

7K、API Spec 4F、API Spec 8C、API Spec 2C、ISO 14001:2004、OHSAS 

18001: 2007 等资质证书。公司全部产品均可使用 API 徽标，且对于

供给海洋平台的设备，产品拥有 CCS、ABS、DNV 等船级社相关产

品认证。 

公司自成立以来合法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依法纳税，无不良记录；

保护环境，符合清洁生产标准；不存在违反国家及地方税务法律、法

规等重大违法违规事项；不存在任何税项和知识产权归属纠纷。截至

2017 年底，公司实现资产总额达 49704.85 万元，销售收入 7299.77

万元，资产负债率 31.66%，财务状况良好。 

二、报告正文 

（一）企业质量方针 

“精心组织 优质高效 持续改进 顾客满意” 

“精心组织，优质高效”是指公司用心做事，合理安排，科学组

织；以此安排所有的活动并不断的完善和改进。公司生产符合顾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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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的产品，以“质量第一”为准则。产品质量是公司生存的基石，只

有保持产品的高品质，生产的高效率,才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持续改进，顾客满意.”是只有全体员工的共同参入与支持不

断持续改进，才能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本公司依存于顾客，因此

公司应始终关注顾客，将理解和满足顾客的要求作为首要工作考虑，

并以此安排所有的活动。“增强顾客满意”是公司追求的永恒目标；

公司的成功取决于是否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并力争超越顾客的需

求和期望。 

（二）企业质量管理 

公司按 ISO9001 标准建立起质量管理体系，并连续十余年保持认

证证书，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发展，大大提升了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 

为了规范公司的生产及质量管理，公司又在国外行业中率先申请

了 API 质量体系管理认证证书，并顺利通过专家组的现场审核，自

2006 年至今，公司持续通过该认证机构每年两次的现场审计，一直

持有该认证证书。 

公司设有品质管理部，专职负责生产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以及质量

体系的持续提升工作。配置了专职质检员从源头开始对进厂的原材辅

料、生产过程中的半成品以及成品出厂前的最终检验把关，质量受权

人决定产品是否放行。 

品质管理部负责制定了原辅料、半成品、成品等质量标准和检验

规范，负责对生产过程及产品质量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负责处理不合

格品，对顾客反馈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和改善。因顾客使用不当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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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馈，及时派服务人员协助处理解决，从而赢得了顾客的信任。 

采购部负责按照《采购控制程序》对物料供应商进行开发评定以

及定期业绩评价，选择合格供应商，并促进供应商持续改善，为产品

质量提供了保障。 

按 ISO9001 和 API Q1 要求建立了各项生产管理制度，并严格执

行。天时生产车间严格按工艺规程和标准操作规程组织生产，每批产

品建立了批生产记录，并制定了批生产记录管理规定，对记录填写做

了严格要求：及时、准确、真实、便于追踪，并由操作者和复核人签

字。并规定了记录的防护、保存期限、查阅、销毁等规定。 

公司按照 API 国际标准建立了完善的质量体系，并成立了内审小

组，小组成员均有内审员资格证书。公司每年按照 API 国际标准要求

进行内审和管理评审，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并由品质管

理部追踪整改效果。 

（三）质量诚信管理 

“诚信经营，多方共赢”是公司的经营理念，其全方面的诚信主要

体现在，建立了《现场服务控制程序》，规定了售后服务的程序。现

拥有4名售后服务工程师，有长期的服务经验及技术能力。顾客如有

需要，可以电话或传真形式通知我方，公司会在第一时间内与顾客取

得联系，与顾客沟通产品使用情况，必要时，派出售后服务人员到顾

客现场进行服务，服务是我公司销售产品过程的一部分。 

对股东及员工的诚信，慎重决策、竭力所为，为股东创造最大价

值，为员工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在企业内部创造家的氛围。  

“质量是产品的保证，诚信是质量的保证”，诚信是新型公司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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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公司颁布的各种制度就有诚信的内容，质量诚

信的理念和自律在新型公司已经成为了各级人员的共识，是必须遵守

的基本职业道德。  

（四）企业质量基础 

（1）企业产品标准。 

青岛天时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一直积极执行国际标准，将产品

质量定为国际标准产品要求。 

针对客户的多样化要求，公司内部制定了相应的内控标准，不断

满足顾客的需要，公司对所有原辅料制定了检验内控标准，从源头保

证产品质量。 

（2）企业计量水平。 

企业按照国家相关规定，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对企业生产过程中使

用到的所有计量仪器、设备进行分类管理。对涉及精确检测、商务结

算等计量设备强制送检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和校准，企业配置专人

从事计量管理工作，实时监督设备计量状态，保证生产正常及产品质

量。 

（3）认证认可情况 

公司先后取得 API Q1 9th、ISO 9001:2008、API Spec 7K、API Spec 

4F、API Spec 8C、API Spec 2C、ISO 14001:2004、OHSAS 18001: 2007

等资质证书。并连续十余年保持认证证书，经过多年持续不断的发展，

大大提升了公司的质量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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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质量检验情况 

公司制定了进货、过程、最终检验规范，配备了相应的检验人员，

拥有较先进的检验设备，保证检验数据的可靠性，自始至终保证产品

质量，防止出现偏差。 

我们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SGS），对生产所用的

所有原辅料、中间产品和成品从理化性能对质量进行把控，从根本上

对产品质量进行了把控，从而保证产品质量的可靠性。 

而且公司每年会对所有的检验人员进行相关的知识和技能培训，

以提高所有检验人员的综合技术技能。同时每年会对所有在岗的检验

人员进行理论和操作技能的考试。既可以提高相关人员的素质，又可

以提高我公司整体的检验水平。 

（五）产品质量责任 

（1）公司生产的海上基座式将军柱起重机不仅在国内市场得到

众多顾客的认可，除销售国内港口城市，同时远销北美、欧洲、中东、

非洲、东南亚等近 40 个国家和地区。 

（2）公司配置专业的售后服务人员数名，售后人员培训的基本

内容为：海上基座式将军柱起重机的生产及检测学习，通过对以上项

目的学习，售后人员具备海上基座式将军柱起重机使用及售后的各种

问题，售后人员长期驻外，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快速的达到出现问题

的厂区，获得众多客户的好评。 

（3）公司按照国家规定配置了废水处理设备，生产过程中积极

采用先进的技能环保科技，提高企业的节能环保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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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企业从未有过质量信用不良记录，质量信用记录良好，无质

量、安全、环保等方面的重大处罚。 

三、报告结语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一个好的企业最终还是要体现在产品质量上。

产品质量不是靠单独的一个人或一个部门能完成的，而是靠企业从上

到下各个部门，靠每个人尽职尽责的完成自己的质量目标，企业才能

完成企业的质量目标和方针，企业才能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不断发展

壮大。青岛天时海洋石油装备有限公司有着先进的生产技术，兢兢业

业、经验丰富的员工，严格的质量要求，相信青岛天时海洋石油装备

有限公司会在海上基座式将军柱起重机行业越加出色，繁花盛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