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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研发力量

公司有一支雄厚的技术力量队伍，现有各类高、中级技术员 50

多人，专门从事阀门的设计、工艺、试验和服务工作。公司设有 CAD

产品开发中心，售后服务中心，可对产品进行动态模拟仿真设计，确

保满足苛刻的工况要求，保证用户利益。

1.产品设计

1.1 产品设计全部通过 CAD 为主的二维、三维设计，三维有限分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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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动力学仿真与分析、自动数控编程、产品动画、实体渲染等相

关工作至图纸输出；

1.2 以 CAPP 为主体展开工艺编程、工装汇总、工艺绘图、特征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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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试验台模拟闸阀检测



诚信做人 认真做事

技术研发力量主要成员

职工总数 210 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人

高级工程师 4人 工程师 28 人

设计人员 38 人 工艺人员 32 人

行政和技术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技术职称 年龄 专 业

金胜利 市场部部长 工程师 44 岁 机械/铸造

郭文现 技术部部长 高级工程师 49 岁 机械

范建超 工艺部部长 高级工程师 53 岁 铸造

郭亚涛 生产制造部部长 工程师 42 岁 机械

张本证 供应部部长 工程师 53 岁 铸造

付利杰 质量检验部部长 工程师 56 岁 机械

付银团 仓储（发运）主任 高级工程师 46 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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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措施、人员配备及施工机具及劳动力配备

◆质量保证措施

我公司保证货物是全新的、是由正规渠道采购的材料制造而成的，并完全符

合合同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的要求。

我公司拥有从制造、锻造、机加工、焊接及检验和各种化验设备，具有雄厚

的技术设计能力，并拥有一支熟练的技术员工队伍，严格按 ISO9001 质量控制体

系的要求控制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为用户提供满意的产品。

我公司严格按 ISO9001 质量体系标准，建立了包括设计、制造、销售、服务

全过程的质量保证体系。具体控制措施如下:

1、产品的设计、制造、安装和服务等各方面严格按照我公司 ISO9001 质量

体系。以防止从设计到服务的所有阶段出现不合格产品，使用户满意并证实我公

司设计和提供合格产品的能力。对外协件我公司严格执行工厂内控标准《进货检

验和试验规程》和的要求进行检验，严禁不合格产品出现。

2、产前制定生产计划任务书，由生产调度负责生产的整个过程的全程监控，

保证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3、严格控制原材料质量，承压件均经严格的无损探伤，以保证材料的要求。

严把原材料、外购件的质量关，选用优质产品的厂家进货。

4、在加工过程中，严格按图纸及加工工艺文件执行，我们采用“四检”措

施，即：初检、互检、复检和专检，保证每个零件都能达到图纸要求，不允许不

良品转至下道工序，注重焊接过程工艺控制。

5、在装配过程中，使用行星研磨机及振动研磨机对密封面进行研磨，保证

密封面的光洁度及吻合度，配备有各种的试压设备，能满足产品的试压要求，严

格按照 GB 国家标准要求进行检验，保证出厂合格率 100％。

6、在设计、制造和试验过程中，认真贯彻 ISO9001 标准和我公司质量手册

中各项程序控制文件的要求。对最终产品均按国际和国家标准规定的试验项目，

逐一进行检验和试验，以确保每一个产品机件完整，性能优越，达到标准规定的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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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技术人员的配备

姓 名 职 称 职 务 年龄 工 作 经 验、特长

金胜利
机械制造

工程师

项 目

工程师
44 岁

长期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获得国家专

利 5项，发表多篇阀门科技论文。

郭文现

机械制造

高级工程

师

总经理 49 岁

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 30 多年，经验丰

富。参与许多重大工程阀门设计、调试工

作组织。

付利杰

机械制造

高级工程

师

工艺部

部长
45 岁

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多年，在我公司工

作 4年，经验丰富。

郭亚涛
铸造

工程师

生产制造部

部长
42 岁

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 20 多年，经验丰

富。

张本政
铸造

工程师

供应部

部长
53 岁

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多年，在我公司工

作 4年，经验丰富。

付银团

铸造

高级工程

师

质量检验部

部长
53 岁

从事阀门设计制造工作 20 多年，在我公司

工作 4年，经验丰富。

王伟欣
铸造

工程师

售后服务部

副部长
44 岁

从事阀门售后服务工作多年，在我公司工

作 4年，参加了内蒙古岱海电厂、内蒙古

锡林郭勒电厂、深圳南山热电厂、东莞科

伟垃圾电厂，上海吴泾热电厂、上海漕泾

电厂、台州发电厂、山东荷泽发电厂等项

目的安装调试及现场技术服务工作，出色

完成了任务。

◆施工机具及劳动力的配备

公司的技术部门有总工程师领导，下设新品研发、设计和工艺室。公司现有

各类人员 210 人，高级工程师 4 人，工程师 28 人。拟投入本合同项目的技术人

员有 15 人，各工种人员 62 人。投入的施工机具 75 台套。为了保证产品质量管

理符合质保大纲、质量计划的要求，在生产现场管理方面主要采取对人流、物流、

信息流的受控，达到质保要求。合理按排加工生产，大计划早落实，小计划穿插

进行，防止交货延期等现象发生。



诚信做人 认真做事

生产部门接销售合同后，认真对产品图纸、技术指标、完工日期等要求进行

策划，并对所需的原材料、标准件、工装卡具、生产设备、量具刃具等进行复核

确认，不能满足生产合同的要提前提交采购计划，从人、机、料、法、环等方面

保证生产计划的顺利实施；同时要编制详细的车间、工序生产进度计划，并传达

到所有的生产部门，按预定的生产计划组织生产，确保按时保质交货。

4 技术人员情况及无损检测人员证书

职工总数 420 人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人

高级工程师 4人 工程师 28 人

设计人员 38 人 工艺人员 32 人

行政和技术负责人

姓 名 职 务 技术职称 年龄 专 业

金胜利 市场部部长 工程师 44 岁 机械/铸造

郭文现 技术部部长 高级工程师 49 岁 机械

范建超 工艺部部长 高级工程师 53 岁 铸造

郭亚涛 生产制造部部长 工程师 42 岁 机械

张本证 供应部部长 工程师 53 岁 铸造

付利杰 质量检验部部长 工程师 56 岁 机械

付银团 仓储（发运）主任 高级工程师 46 岁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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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损检测人员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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