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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致辞

科技创新，领衔蓄电池行业

同心创造未来

当今社会，科技创新日新月异，理士国际紧随

在全球化时代，企业不可能孤军奋战，跟公司

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在专业化生产的道路上不断

发展相关的是整个的人的链条，而不是一个人，我

改进。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我们持续地在全球范

们要爱护客户、员工、股东、供应商以及所在公司

围内引进先进人才，进行知识储备，目前我们拥有

的环境。我们理士全球性的竞争力和国际化的影响

技术人员400余名，核心研发人员134名，并聚焦于

力离不开全体员工的努力工作，同时也与其他相关

专、精、深的技术人才的输送与培养；通过实践和

者的全力支持和帮助息息相关。我们营造良好的工

创新，目前我们拥有50多项蓄电池方面的核心技术

作环境，保证了员工的身心健康和安全，并且我们

和近300项专利，并在铅碳电池技术、卷绕电池技术

成立了爱心基金会，资困救贫，解决员工的后顾之

等有了重大技术突破。我们以中国铅酸电池标准协

忧。我们的目标是成就客户，在此基础上，实现自

会的核心成员的身份，致力于蓄电池行业的规范化

身价值。我们不遗余力地帮助社会群体，资助贫困

管理，积极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截至

学子完成学业。我们承诺与社会同心，共同创造未

2014年，理士国际参与制订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

来。

共22个。作为研发创新型、技术领先型、产品超前
21世纪是市场经济时代，是前所未有的时代。市场经

理士国际
行政总裁

型的领先企业，我们在推进行业创新、支撑基础产
业发展等方面承担自身的责任和使命。

济空前的快速发展使得汽车工业、通讯、电力、交通铁
路等基础产业处于高成长阶段，极大地刺激了蓄电池行

可持续发展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责任重
大。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报告的发布，针对理士对
经济、社会以及环境的贡献，加深与相关群体的

减少碳足迹，做环境保护者

业的发展，为蓄电池行业的蓬勃兴起提供了机会。然

沟通。我们还希望与相关方探讨目前面临的挑
战，共同寻求解决方案。我们坚信企业的成功源

而，机遇和挑战并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经过不断反

现在国家环保准入大幅度、大力度、大跃进式

思和探索，明确了公司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我们将

地向前跨越的发展，大力倡导环境保护、绿色生

自相关群体——客户、员工、股东、供应商以及

以顶层设计、转型升级和改革创新来拥抱这个瞬息万变

产。我们贯彻落实“低碳”理念，将“绿色生产”

所在公司的环境的信赖和合作，为了给大家源源

融入到员工的生活和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我们在

不断地创造价值，我们将以至诚之心，攻坚之

国内4个工厂全力推行环保改造和技术升级，做到生

志，加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与大家携手共创和

产的自动化、标准化；我们推进电动汽车电池等动

谐、美好的未来。

的市场经济时代。
在过去的2014年，理士国际携手全社会，致力于经
济、社会、技术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我们沉浸于蓄电
池技术创新，全力支撑基础产业的成长，为现代化生活
提供便利；我们响应国家政策要求，全面推进环保准入

力电池及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的研发，提高电池
的使用寿命，进一步节能减排。加大力度进行环保
整改、废污处理，预计水消耗降低约7%，电消耗降

和设备升级，实施“密封式”工艺方法，减少自身碳足

低约2.5%和原辅材料消耗减少约0.1%~0.3%。通过更

迹；我们爱护相关群体，尊重人权，肩负社会职责，为

新技术、改造升级、管理节能等，我们为绿色世界

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事业全力以赴。

作出了显著的贡献。

理士国际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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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安徽工厂

斯里兰卡工厂

马来西亚工厂-Ⅰ

马来西亚工厂-Ⅱ

公司简介

1.公司简介
理士国际技术有限公司（理士国际）始于1999年，是专门从事LEOCH（理士）牌

2.企业核心价值观

全系列铅酸蓄电池的研制、开发、制造和销售的国际化新型高科技企业。经过多年
成长，理士国际已成为中国领先的铅酸蓄电池制造商及最大的铅酸蓄电池出口商，
并于2010年在香港主板上市（股票代码：00842.HK）。目前，理士国际在美国、欧
洲、东南亚等地区成立了销售公司及仓库，在国内外拥有30多个销售公司及办事
处，产品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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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核心价值观
理士理念：
同心创造未来

理士目标

力

个人的成长与公司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家好才是真的

核

能

士

好，我们与公司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在公司的发展

心

营

护，多做少说才能使我们远离麻烦，并学到更多的
东西；没有人能战胜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能打败自

理

壮大中与公司一起分享成功的果实。

观

理

值

士

价

经

讲低调、讲友爱、讲正义：讲低调是对自我的保

核心
价值观

准

理

为

士

行

理

士

念

理

理士精神：
忠诚、拼搏、专业、效益

则

理士精神

己，坚固的堡垒往往都是从内部被攻破，如果我们
缺乏友爱，公司的未来将岌岌可危。只要我们讲友
爱，即便外面有再大的困难和压力，我们都能解
决；讲正义要求我们正道做事、坦荡做人，公司的
发展就如修建道路，只有正义才能让我们走在光明
的大道上。
爱学习、爱工作、爱贡献：社会一直在变化，不爱
学习我们就会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只有通过学习，

忠诚是底线，是人立于世的道德准绳，忠于事业和生

我们才能获得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以及自己想要

活，诚于商业人格，我们才能获得尊重和支持；拼搏

的资源；工作是我们践行学习的场所，学习到的知

是态度，是对成功的渴望，拼搏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

识只有在工作中才能转化为价值。同时，工作也是

路；专业是水平，是高效解决问题的知识、技能、经

我们成长的手段；爱贡献是大德，能改变我们的机

验和素质，专业可以让我们少犯错误，我们要不断学

遇，使我们获得认可和尊重。

习以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和创新能力；效益是目标，
也是推动企业成长，为社会创造价值的基础。

理士目标：
成为全球化的、有竞争力的蓄电池领军
制造商

理士核心价值观：
成就客户；以贡献者为本；爱护相关群体
客户是公司存在的唯一理由，为客户提供满意的产

理士行为准则：
成功源于吃苦，事业始于做人
讲低调、讲友爱、讲正义
爱学习、爱工作、爱贡献

在“全球思维、中华风骨”的国际化视野下，理

品和服务，是我们生存的基石。我们要想方设法为

士将努力发展成为全球化的、有竞争力的蓄电池

客户提供解决方案，努力成为客户问题的解决者。

领军制造商。

只有不断贡献才能为客户、为公司、为社会创造价

成功源于吃苦，事业始于做人：“宝剑锋从磨砺出，

值。我们坚持以贡献者为本，使贡献者得到合理的

梅花香自苦寒来”，吃苦是我们唯一的资本和路径，

回报。

只有吃苦才能到达成功的彼岸，只有吃苦才能赢得客

公司的成长离不开客户、员工、股东、社区等群体

户的信赖；事业始于做人要求我们肯吃亏。吃亏是

的支持，我们应该感恩和关爱这些对公司产生贡献

福，吃亏能够磨练和提升我们，并改善与他人之间的

的群体。

关系，赢得他人的尊重。在日常工作中，我们要勇于

理士经营能力：
品种齐全、价格合理、质量可靠、供货及
时
品种齐全、价格合理、质量可靠、供货及时是我们
公司竞争力的体现，只有做好这四条，我们才能实
现成为全球化的、有竞争力的蓄电池领军制造商的
目标。

承担责任，把困难留给自己，把利益留给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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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管理

01 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2014年，公司持续深入优化可持续发展管理

1.2 发布理士可持续发展管理流程，从而将

体系，制定并发布了可持续发展政策、流

可持续发展管理工作加以固化，确保可持续

程、指标库等，从而使可持续发展工作更加

发展工作的有效执行。

系统化深入化。2014年，理士在可持续发展
管理体系方面的主要进展有：

1.3 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库，全面系统测量
和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工作，并对业务现状

1.1 刷新可持续发展政策，全面阐述了理士

进行差距分析，制定改进措施，确保可持续

的可持续发展立场和态度，以及对重点领域

发展要求得到贯彻落实。

的总体要求。各个业务领域基于公司可持续
发展政策，分别制定了研发创新、绿色环
保、员工发展和社会责任等政策，指导各部
门开展相关工作。

可持续发展管理

二

为了推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工作，使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公司全
球范围内至上而下获得执行，理士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对重要
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决策，并建立、实施、改善可持续发展体
系，规划、制定、监督可持续发展战略在业务运营中的有效执
行，保证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有效开展。

02 可持续发展战略
2.1 可持续发展愿景

2.3 可持续发展理念

成为全球化的、有竞争力的蓄电池领军制造

科技为先，质量保证，持续改进，绿色环

商。

保。

2.1 可持续发展使命

2014年，公司持续聚焦可持续发展战略，全

对利益相关方负责，促进商业生态和谐，确

面推动企业自身及整个价值链履行社会责

保公司可持续发展，回报客户和社会。

任，更加积极主动地促进经济、社会、环境
的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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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管理

03 可持续发展目标

04 可持续发展绩效

根据利益相关方要求和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

3.3 员工发展

为保证理士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有效落地，集

4.2 环保设备改造升级

规划，理士集团明确制定了未来五年可持续

建立理士学院培养发展人才，持续管理爱心

团每年都会进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解码，制定

对生产工序中不合理的布局、设备等进行环

发展管理的方向。

基金帮扶困难职工，完善人权制度保障员工

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绩效目标，并对各目标的

保改造，降低污染物排放的浓度，使排放浓

合法权益。

执行情况进行监控和改善，从而保证目标的

度低于国家环境标准相关要求，降低生产能

有效达成。2014年，理士可持续发展主要目

耗，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3.1 研发创新

标及完成情况如下：

汽车摩托车电池：新产品性价比达到国内同

3.4 社会责任

行前三名。

完善供应商认证管理体系，评估供应商在劳

工业电池：冲网、拉网UPS电池、高温电池

工、人权、环境、社会责任等方面能力和水

4.1 通过研发创新提升产品质量

完善供应商考核评估制度，评估供应商75

批量投产，电池成本降低3%，产品竞争力行

平，做到绿色设计、绿色生产，从源头控制

优化胶体蓄电池的极板性能测试设计，保障

家，绿色供应商入库62家。

业排名前三。

各种限制物质的使用，构建绿色供应商管理

了蓄电池正常使用，降低了蓄电池鼓涨率，

动力电池：完善低速电动汽车、三轮车和代

体系。

提高了蓄电池循环使用寿命。

4.3 构建绿色供应商管理体系

步车等蓄电池产品系列并提高比能量及循环
寿命，开发新型结构的叉车蓄电池，提高蓄
电池的循环使用寿命，降低铅耗，产品竞争
力行业排名前三。
3.2 绿色环保
加速环保改造和升级，从源头控制污染物。
设置专门环境管理机构，明确职责。制定严
格的管理制度对危险固体废物在产生、分
类、管理和运输等环节进行严格的监控。减

05 利益相关方参与
理士是在客户、员工、股东、供应商、社区等相关群体的关心和支持下成长起来的，我们一
直感恩和关爱这些对公司产生贡献的群体。对利益相关方的需求，我们也一直保持着高度的
关注，并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以下是我们与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的主要方式：

少能源资源消耗。
客户：新品发布会、展会和论坛
员工：总经理信箱、员工座谈会、宿舍走访
股东：股东大会
供应商：供应商大会
社区和政府：社会公益活动
行业：行业论坛、参与行业标准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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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研发和创新管理

三

2015年研发和创新管理

研发战略
理士国际瞄准国内外蓄电池先进技术，以满足不同

型牵引电池，后备型工业电池。理士国际以此推动

市场的客户需求为宗旨，研发高性能、低成本、节

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能、环保的汽车摩托车起动电池，起停电池，动力

研发目标
汽车摩托车电池
①新产品性价比达到国内同行前三名；
发下一代AGM起停电池；

摩

研发
目标

48V系统用）。

工业电池
②提升工业电池质量，降低电池成本3%，使产品竞

动

①实现冲网、拉网UPS电池批量投产；

力

电

工业电池

③成功开发EFB电池，轻混汽车电池（超级电池，

托

电池

汽车

②扩大AGM起停电池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开

车

池

争力排名行业前三；
③完成高温电池性能的提升和批量投产。

动力电池

09

①完善低速电动汽车和三轮车、代步车等蓄电池产

⑤充分调查和了解胶体蓄电池、动力型蓄电池、管

品系列，提高比能量及循环寿命；

式蓄电池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执行情况，重点检查并

②开发新型结构的叉车蓄电池，提高蓄电池的循环

改善工艺的方便可靠性，提高生产过程的合格率和

使用寿命，降低铅耗，提高市场竞争力；

产品的出厂可靠性；

③开发特殊用途的蓄电池，如低温性能好的叉车蓄

⑥按照生产工艺技术要求，研究蓄电池生产设备使

电池、防爆蓄电池、导弹车用免维护蓄电池等；

用和设备供应商开发新产品的情况，研发、改进、

④优化胶体蓄电池的极板性能测试设计，保证蓄电

选购合适的现代化设备，改进现有生产方式，提高

池正常使用不鼓胀，提高循环使用寿命；

制造过程的可靠性和效率。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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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研发和创新管理

性能提升创新

汽车电池
打造高档、中档、经济型系列；
完成半免维护电池开发落地工作；
完成高温电池开发落地工作；
普遍提高CCA值、C20容量，降低铅耗；
改善电池寿命和外形，做到美观实用；

工业电池

AGM起停电池重量控制在比VDA和EN标准要求值低4-5%范围。同时，提
高电池关键性能5%，保持在业内的领先位置，完全超过EN M1标准；
下一代冲压极板AGM起停电池的开发工作：降低铅耗10%，提高关键性
能5%，增加AGM起停电池核心竞争力；
对汽车电池铅膏配方进行优化，提高汽车电池的CCA，提升电池容

优化生产工艺，提高生产自动化水平，协助提高质量控制水平，有效
提升电池性能，降低产品制造成本；
通过改进电解液配方，提升2V电池循环性能，100%DOD循环至少达到
200次；
冲网UPS电池高功率放电性能达到同行先进水平；

量。

2V高温电池优化改进，深放电循环达到16次以上；
12V7/12V3AH电池成本降低3%。

摩托车电池
总结检讨每款摩托车电池的性能指标检测结果，对无法满足标准要求
的型号，从设计上进行优化改进；
对铅膏配方进行优化，提高摩托车电池的容量和大电流起动放电性

动力电池

能；

研究工艺过程基本原理，完善工艺流程和工艺控制方法，实现稳定高

对胶体摩托车电池的加胶工艺进行优化，提高胶体摩托车电池的荷电

效连续生产，提高动力电池的质量和循环寿命；

保持能力；

叉车蓄电池、动力型蓄电池、胶体蓄电池性能排名前三，树立行业地

引进自动化的摩托车电池组装线，对现有半自动组装线进行优化改

位，支持市场提升利润水平或销售盈利能力；

进，提高电池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领导小密拉网蓄电池试用国产拉网线，生产质量稳定可靠的拉网
UPS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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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环保改造与升级

四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为满足国家工信部和环保部联合发布的《铅蓄电池

另外，我公司还针对生产工序中不合理的布局、设

行业准入条件》要求，促进企业持续、健康、稳定

备等进行改造。对铅烟、铅尘等废气污染物由原来

发展，公司针对已经落后的生产设备及环保治理设

的一级布袋除尘改为滤筒加高效两级除尘；对硫酸

施，于今年上半年拉开了全面升级改造的序幕，力

雾采取碱液喷淋中和洗涤法去除有害物；化成车

争通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在2015年上半年通过国家

间、加冲车间全部密封处理，车间呈负压状态，车

工信部组织的铅蓄电池行业准入公告验收，并达到

间内的硫酸雾废气均被收集并通过高空排放以此降

行业领先水平。

低污染物排放的浓度，使排放浓度低于国家环境标
准相关要求，降低生产能耗，实现企业经济和环境

具体改造主要包括铸板机由一锅两机升级为一锅八

的可持续发展。

机和一锅六机，用自动辊剪刷边机替代原有的手工

13

分刷板机，部分组装线由手工操作改为自动或半自

通过此次升级改造，将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有效

动化流水线，电池充电全部改为水浴槽充电，铅烟

降低能源消耗、从源头上减少污染物产生，降低了

尘处理设施增加一级过滤等，并按照职业卫生防护

环境风险，保障了员工身心健康，提升了公司形

的要求对部分工序实施区域密封、对人员操作岗位

象，为企业持续、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送新风等。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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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废弃物处理与排放控制
项目改进后固体废物产生及处理处置情况一览表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生产废弃物处理
铅粉工序的球磨机、分刷板工序及组装工序会产生含铅尘废气，公司

铅尘废气

交由安徽省华鑫铅业集团有限公
司及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

废活性炭(HW49)
0.54(t/a)

交由惠州东江威立雅环境服务有
限公司进行处理

注塑边角料
40.86(t/a)

专门公司回收利用

包装边角料
13.6(t/a)

环卫部门收集外运处理

金属边角料
3.52(t/a)

专门公司回收利用

生活固废
297(t/a)

环卫部门收集外运处理

危险固废

安装了DMC型脉冲袋式除尘器及滤筒除尘器用于含铅尘废气的治理，
所有含铅尘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生产过程中的铅锭制造、板栅铸造、铅零件制造、组装等工序都需要

铅烟废气

含铅固废(HW31)
11363.31(t/a)

加热使铅熔融，铅锭或铅块熔化时铅离子蒸发至空气中，形成铅烟。
公司安装了HKE型铅烟净化器用于含铅烟废气的治理，所有含铅烟废
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一般固废
极板进行槽化成时需要将极板浸没在稀硫酸中，通电使生极板上的物
质发生化学反应转化为熟极板，由于化学反应会释放出热量，因此化

硫酸雾废气

成槽中的稀硫酸会被蒸发至空气中，电池补充电及内化成充电时也会
产生少量硫酸雾。公司安装了酸雾中和塔用于含硫酸雾废气的治理，
所有含硫酸雾废气经处理达标后排放。

极板生产过程中的涂板、化成以及组装车间的加酸、冲洗电池等工序

含铅酸废水

均产生含铅酸废水，公司建有污水处理站，通过酸碱中和、絮凝沉
淀、多介质过滤等工艺对生产废水进行集中处理，处理达标后部分回
用，剩余部分排至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当地污水处理厂处理。

2015年的主要措施
发动全员积极参与，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查找

通过铸板机实现集中供铅、熔铅铸粒改为冷切、

方法和途径，优化工艺，简化流程，减少不必要

自动辊剪刷板代替手工分刷板及组装装配的自动

废弃物的产生。

化等改造项目投入使用，铅渣、铅尘、报废极板
等含铅废物的产生量将会大幅降低，真正实现危

上线产品的不下线操作项目。在整个制造过程

含铅废物

极板生产过程中的合金、铅粉、机铸、机涂、化成、分刷板以及电池

中，产品全部在流水线上进行，这样不仅可以提

装配过程中的烧焊、成品检验等工序均会产生含铅废物。

高生产的效率，还可大量减少废弃物的产生。

险废物“减量化”的目标。

对生产废弃物进行更全面、更准确的分类。分类
公司生产废物主要处理方法是回收利用、委托处理等，设有一般固废存放区及危险固废存放区，其中危
险固废存放区已采取防扬撒、防流失、防渗漏等污染防治措施，可基本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的相关规定。
因此，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对周边环境无影响。

15

参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进行，分为一般废物
和危险废物，进一步分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然后
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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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报废处理与控制

公司报废品通常为废极板、废铅渣、废铅泥、废电池，属危险固废。处理该类废品，公司都设有一般
固废存放区及危险固废存放区，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修改单和
《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HJ2025-2012）中的相关规定。具体处理措施如下：
暂存场地面硬化，设有防渗层、顶棚和围

对危险废物贮存前进行检验、注册登记，并

墙，可达到不扬散、不流失、不渗漏的要

注明危险废物的名称、来源、数量、特性和

求；

包装容器的类别、入库日期、存放库位、废

存储区周边设有导流渠，可防止雨水径流进

物出库日期及接受单位名称；

入贮存场内；

定期对贮存危险废物的包装容器及贮存设施

设有渗滤液集排水设施；

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及时采取措施清理更

按 《 环 境 保 护 图 形 标 志 》 （ GB15562.1-

换；

1995、GB15562.2-1995）的规定设置环境保

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内清理出来的泄漏物，一

护图形标志；

律按危险废物处理；

建立档案制度，详细记录入场的固体废物的

落实固废处置方案，并签订危险固废处理协

种类和数量等信息，长期保存，供随时查

议，危险固废及时外运，避免长期堆存。

2015年关键行动措施和工作目标
2015年，理士国际一是减少报废品的产生。主

回收的相关细节要求、操作流程、设备购置和

要方式为：提高制程能力、细化操作要求、加

有效进行回收是2015年在我公司在报废品处置

强人员培训、提高品质意识、通过奖惩激发积

上的主要工作目标。

极性等；二是将报废品回收处理再利用。制定

减少能源资源消耗
清洗用水部分是我公司考虑减少消耗的重点部分，例如清洗的目的是
为了去除酸性，因此我们可在第一道清洗水中加入适量的化学物质，

阅；

这样就可起到中和的作用，从而减少清洗水的消耗，该部分水的用量

使用符合标准的容器盛装危险废物；
将不相容的危险废物分开存放，并设有隔离

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废品报废处理措施

水消耗

计划减少30%，使2015年总体的水消耗降低7%。

间隔带；
蓄电池生产主要能耗为生产用电，用电工序主要为熔铅加热、极板化
成充电、电池充电。2015年我公司将淘汰部分老的设备，提升生产线
自动化水平及生产效率，包括铸板机、辊剪机、组装线等，可使电消

电消耗

耗降低2.5%。

主要通过改进新产品、拉网技术项目，单个电池的原料消耗可降
低8%～16%，设计比能量高电池，单个电池的原料消耗可降低6%～
10%，随着产品型号的替代，以及拉网电池、比能量高电池的广泛

原辅材料的消耗

使用，原辅材料的消耗会大幅减少，2015年预计在原辅材料的消
耗上可减少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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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安全与员工发展

健康安全与员工发展
1.理士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严厉禁
止使用童工及强迫劳动者劳动的行为。在员工招聘、培训、晋升、薪酬福利
等方面公平公正，不存在任何人种、肤色、年龄、性别、性取向、种族、残
疾、怀孕、宗教信仰、政治派别、社团成员或婚姻状况等方面的歧视，尊重

员工人权

员工的个人信仰自由，保护员工的个人隐私。
2.理士保护员工的劳动权、休息权及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保障员工参加工
会的权利，积极为员工参与公司治理创造条件。
3.理士依法为员工购买各种基本社会保险，让员工在工伤、疾病、年老、生
育时能得到基本的社会保障。
4.理士为员工提供安全的生产环境，为员工进行安全技能培训，提供安全防
护装置，保障员工的生产安全。理士为员工提供舒适便捷的生活环境，为员
工生活提供便利。

员工关爱

理士一直关注员工家庭的幸福和身心的健康，理士爱心基金会自2010年成
立以来，累计向遭遇重大意外和疾病的员工及员工家庭提供了超过50万元人
民币的资助。

员工是理士成长的基石，其能力的提升不仅能推动个人的成长，更能促进企

五

健康安全与员工发展

员工培训

业的发展。理士为员工提供充分、平等的学习、培训和晋升机会，通过通用
的学习发展项目及跨部门的专业能力发展项目，提高员工知识水平和专业能
力，帮助员工快速成长并实现自我价值。2014年理士培训总人次达67,500，
人均培训学时25.38。
理士鼓励员工根据自身的能力与兴趣，良性成长，为员工提供管理与技术晋
升双通道。优秀的人才会依据公司的规定和需要得到及时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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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安全管理
2013年理士国际安全生产投入一览表

理士2015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及措施
全生产责任制、健全和完善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夯实安全管理基础为重点，大力

废水在线环保视频监控专线光缆

工作方针

任制，强化现场管理，纠正习惯性违章行为，确保安全投入，查找并整改事故隐患，

废水处理药品投入费用

确保公司正常安全生产秩序。

工作目标

杜绝死亡、重伤和特大、重大事故、控制一般安全事故发生，减少轻伤安全事故。

主要工作

主要工作：加强对安全工作认真、落实责任，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
贯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牢固树立安全生

30,631,870

液碱、片碱

9,588,063

磷酸三钠

71,330

高分子助凝剂

218,095

年度排污费

863,444

公司环境卫生整顿

消防投入

产重于泰山的思想观念，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放在心头，做到警钟长鸣，常抓不懈，

目标责任书，把安全生产落实到每个岗位、每个人，并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

抽尘/集尘机

其它费用

消除事故隐患，防止事故发生。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的目标责任制管理，层层签订安全

588,000

环保设施投入费用

加强安全生产机制建设，强化员工的技术培训与安全教育培训。
认真贯彻落实上级领导部门安全生产工作意见，提高全员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生产责

金额(元)

内容

健康安全与员工发展

指导思想

以人为本，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工作方针。以落实安

项目

5,756,993

灭火器药品更换费用

99,503

环境监测站对我司的(废水、噪声、烟气排放)定期监测费用

781,509

卫生防疫站定期对我司工作环境卫生的检测费用

389,000

监测、检查费用
职业健康安全检查(入厂、年度、离职)员工体检费用

负责、谁的岗位谁负责、谁违章谁负责的管理原则。

环境卫生监测仪器检定费用

加大安全教育力度，建设企业安全文化，强化安全教育在安全管理中的基础作用，提
高全员安全意识和公司整体安全素质，大力培养具有较强安全意识、严谨工作作风、

口罩(不织布、防尘、布等)

1,270,076
273,751
1,133,741

熟练生产技能的员工队伍。
手套(棉纱、橡胶、PE、耐高温、尼龙、油浸等)

2,660,533

坚持对新进公司员工三级消防安全教育，特殊工种人员保证100%有效持证上岗，认真
做好特殊工种的复审办证工作。

劳保用品投入

定期更换灭火器药液，加强消防设施、器材的维护、保养工作，保证消防器材的良好

袖套（尼龙、塑胶）

127,635

工作服(夹克、衬衫、裤子、冬装、雨衣、厨师服、特殊工作服等)

3,099,281

备用状态。
帽子（普通帽、安全帽等）

131,684

抓好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进一步完善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措施，在重大危险源及要害部
位增设醒目的安全标识，加强厂区道路整治，确保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

特殊工种人员培训

83,010

年度培训费用

加强应急预案的演练，要求全员参与公司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演练，各部门开展部

岗位培训等

344,166

认证及环境审核支出费用（包括内外审）

278,000

安全标识，安全宣传费用

168,665

门级的分项演练，真正做到员工熟知应急知识。
加大安全检查力度，加强隐患治理整改，认真做好每月的常规安全检查及各种专业安
全检查，及时发现并解决安全隐患，并每月按期将公司安全隐患自查表上报公司。
安全投入情况

21

其它费用

合

计

58,55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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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责任

遵守法规
公司严格遵守国家及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严格依

公司的外贸出口严格遵守《对外贸易法》、《海商

照法律及公司的规章制度运营。生产部门遵守劳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国家相关规定依法登

法规、安全生产法规，对员工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和

记、清关、收汇。对于公司的各项技术机密及商业

劳动法律知识的普及，加强员工的劳动防护，改善

信息，公司一方面加强信息网络安全的软硬件建

员工的生产环境，切实保护员工的人身安全及各项

设，一方面对重要岗位人员进行保密及信息安全培

权利。

训，防止公司机密泄漏，构筑信息安全防火墙。

人力资源部门依照劳动法律法规进行人才招聘、员
工关系维护、绩效考核，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各项基
本劳动权利的实现。

六

社会责任

公司的采购部门及销售部门按照专业标准优化采购
流程及销售流程，践行阳光采购及销售，从源头上
保证公司廉洁采购及廉洁销售。对采购人员及销售
人员定期进行职业道德及法律培训，增强廉洁道德
意识及法律意识，建立了严格的廉洁监督检查和预
防机制。公司按国际反恐法规建立了严密的安全反
恐体系，对进出公司的人员和物资进行严格管控，
与政府公安部门保持治安联动，保证公司运营过程
中的安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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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责任

哈尔滨
社会责任

Harbin

长春

乌鲁木齐

Changchun

Urumchi

沈阳
Shenyang

北京

呼和浩特

Beijing

Hohhot

天津
Tianjin

石家庄

太原
银川

Taiyuan

Shijiazhuang

西宁

兰州

郑州

Lanzhou

Zhengzhou

西安
Xi an

Nanjing

南京

合肥

上海

Hefei

无锡

武汉

成都
Chengdu

重庆

Wuxi

Wuhan

南昌

长沙

福州

贵阳

Fuzhou

厦门

Guiyang

昆明

Xiamen

Kunming

广州

南宁
Nanning

机构的286名售服工程师组成了理士全国销售服务

的安全送货、安装维修、快捷服务的需要。

网络。公司现有各类服务车辆125辆，并与多家优

25

Hangzhou

Nanchang

Changsha

质货运公司签订了长期运输合同，充分保障了产品

Shanghai

杭州

Chongqing

理士国际总部、江苏客服分部及全国八大区域服务

Qingdao

JiNan

Xining

建立遍布全国的销售网络、办事处，提供及时、迅捷服务

青岛

济南

Yinchuan

Guangzhou

深圳
Shenzhen

海口 Haikou

理士全国销售服务网络
36个销 售服 务 网点
3 个客户 服 务中 心
5 个生产 基 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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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实地进行安装、测试
安装调测服务

强大的售后服务团队
理士公司坚持以最短时间和最便捷的方式真诚为用户服务。
7×24小时免费服务的热线400-880-9779、800-830-8692。
理士客诉流程
客服团队

咨询或资料

顾客

下单

技术咨询

客服区域

产品线

技术/研发

产品送样

咨询或资料

督导服务
理士为客户提供“安装调测服务”、“安装
服务”、“督导服务”三种工程服务方式。

理士OA客诉反馈系统

大客户基站定期巡检
测量单体
浮充电压

外观检查

产品巡检

检查均浮
充电压设置

测量电导
（或内阻）

理士按照投标承诺或合同要求，对供货产品提供
每年一定比例或区域的巡检服务，保证供货产品
正常运行，指导用户正确使用与维护，帮助用户
解决各种使用方面的问题。巡检内容包括外观检
查、测量单体浮充电压、检查均浮充电压设置、
测量电导（或内阻）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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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管理机制

提供优质的产品

电
铅

收

酸

回

蓄

池

更换判断。如果蓄电池经过检验，其性能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理士成功通过了ISO9001、TS16949、ISO14001、OHSAS18001等质量、环境和

时，则应考虑更换。如果蓄电池在质保期间，则由制造商按合同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产品通过了通信泰尔认证、电力认证、上海化工院货

条款质保；如果已经过了质保期，则建议客户购买新的蓄电池予

物鉴定（非危）、抗震检测、谱尼EC电池指令、鉴衡认证（金太阳）、广电认

以更换，旧电池则回收。

证、船级社认证、铁路CRCC等。为适应国际市场，理士产品还通过了UL认证、

更换时间。蓄电池属于消耗品，有一定的寿命周期。综合考虑使

IEC认证、CE认证、VdS认证等国际认证。

社会责任

电

池

蓄

的

酸

更

铅

换

铅酸蓄电池的更换

用条件、环境温度等因素的影响，在到达蓄电池设计使用寿命之
回收依据

前，用新电池予以更换，充分保障用电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理士公司拥有国内一流的研发团队和良好的硬件设备，具有不同电池类型的专

铅酸蓄电池回收
蓄电池标有循环回收标志的应该由正规的回收机构回收处理，也
可以退回给制造商回收。勿丢弃到垃圾筒，造成环境污染。
电池回收时不能和工业废弃物放在一起。

回收依据

业研发人员，共设置六个研究院，分别是工业电池研究院、通信电池研究院、
汽车电池研究院、动力电池研究院、管式电池研究院和摩托车电池研究院，并
设置一个专业的检测化验中心。目前公司现有技术人员400余名，核心研发人
员134名，技术领域涉及新材料、材料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电化学、
新能源、机械设计、机电自动化、能源与动力等。
理士以研发和生产安全可靠、节能环保型新能源产品为核心。具体
体现如下：

理士依据GB/T 22424-2008《通信用铅酸蓄电池的回收处理要求》

引进冲网技术，采用连铸连轧冲网技术取代传统的重力浇铸工艺，

回收废旧铅酸蓄电池；

提高劳动生产率，极大减少生产过程的污染物排放，实现了极板制

理士鼓励各铅酸蓄电池使用单位、生产企业建立全国范围内的铅

造的全面清洁生产；

酸蓄电池回收网络，收集、储存并送达到有资质的铅酸蓄电池回

继续推行高温电池的设计技术，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提高电池使

收处理机构。

用过程中耐高温的能力，使电池在35℃下正常工作，降低能耗；

理士向用户承诺100%回收废旧电池。2013年理士总销售VRLA电池

结合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向导和号召，推进电动汽车电池等动力电

100,000吨，回收2,400吨，占总销售量的2.4%。

池及太阳能、风能储能电池的研发，进一步提高电池的使用寿命；

理士公司对废旧电池的回收，仅是对废旧电池的收集，并非对废

铅粉机造粒系统改为冷轧，不需要融铅、铸条、切粒，该段工序大

旧电池的处置（解剖、破解、拆解等）。理士与安徽华鑫铅业集

幅度减少能耗，并完全杜绝了铅烟的产生；

团有限公司合作，设计年回收处理能力33万吨。

重力浇注板涂板淋酸循环回收利用，避免废酸直排，节约了污水处
理成本；
推广电池采用铸焊工艺，提高电池极组焊接质量，提高产品的可靠
性能；
推广大密电池极群亚弧焊自动焊接工艺，提高焊接质量，降低能耗
，提高产品的可靠性能；
充分利用博士后工作站、产学研创新平台的科研能力，攻克影响电
池性能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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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绿色供应链

供应商绩效管理
月度考核。理士国际搜集供应商动态数据，定期评估

新厂商导入前需要评估供应商在劳工、人权、环境、

知识产权是企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绩效，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绩效分

社会责任

新供应商认证

知识产权管理

为：A、B、C和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秀、良好、合
格和不合格；

社会责任等方面能力和水平考核，并施加影响。审核

年度考核一。理士国际搜集供应商动态数据，定期评

结果分为：通过、有条件通过、不通过三种，对审核

估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绩效，供应商可持续发展绩效分

不通过的供应商，供应商整改完成后，进行复核，只

为：A、B、C和D四个等级分别代表优秀、良好、合格

有通过复核才可以进入集团供应商名册。

和不合格；

理士国际知识产权主要包含：专利权、商标

为了保护公司商业秘密，对于可能接触到公

在新厂商导入前为充分体现公平、公正、廉洁、诚

年度考核二。举办供应商可持续发展大会，使供应商

权和软件著作权。为了加强对公司知识产权

司商业秘密或技术的员工（例如技术研发人

信、合作、精神、抵制商业贿赂和不正当竞争及商业

了解理士国际要求，可持续发展趋势和机遇以及经验

的保护、规范知识产权管理工作、鼓励员工

员）则须签订全面的保密协议。

欺骗，理士国际在选择过程中会与供应商签署《禁止

交流分享平台并颁发优秀供应商奖、最佳配合奖、最

商业腐败条款》。

佳服务奖。

新厂商导入前，需要评估供应商在环境、社会责任方
面能力和水平考核，并签订承诺。

31

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的推广应
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公司
特别制定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办法明确了知识产权管理职责、归属以及奖

构建绿色供应链

评估供应商在劳工、人权等方面能力和水平考核，并
签订承诺。

理士国际知识产权政策与措施

励政策等系列问题。知识产权由法务部知识
产权组统一管理，公司享有所有权。在专利

绿色供方分开管理，做到绿色设计、绿色生产，从源

方面，公司遵照绩效奖励政策对专利发明人

头控制各种限制物质的使用，构建绿色供应商。

给予相应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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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贡献
安徽理士电源技术有限公司向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会捐赠60万元
理士国际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投身于各项社会慈善活
动，履行企业公民的高度社会责任，各类慈善捐赠遍及文教、卫

民币。另外，理士国际还积极参加西北甘肃、新疆等地区的教育

仪式在哈工大行政楼616会议室隆重举行。哈工大党委
书记、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树权，基金会副理事
长、副校长郭斌，基金会秘书长、校友工作办公室副

扶贫与经济投资活动，先后设立了西安工程大学奖学金、西部爱

主任何晶，我司副总裁董捷等领导出席了本次仪式。

心助学基金会，企业内部设立“扶贫助困基金会”，捐助全国各

仪式由何晶秘书长主持。

地贫困学生上千余名。

在仪式上，王树权书记对我司向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

近年来，为做好人才的储备和培养，理士国际先后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等高校开展了广泛、深入的
合作。校企双方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等方式，实
现了优势互补和资源共享，推动了双方健康、稳定的发展。

西安工程大学教学实习基地揭牌仪式在肇庆理士隆重举行

社会责任

生、治安、扶贫、赈灾等多个领域，捐款金额累计1500多万元人

2013年3月29日，哈工大教育发展基金会纪念奖牌颁发

会捐赠60万元用于“哈工大—理士国际实验室”建设
表示感谢，并向我司颁发了捐赠纪念奖牌和证书。董
捷副总裁在仪式上表示，今后我司将加强和哈工大的

联合实验室揭牌暨化工学院兼职教授聘任仪式”上，

密切合作，努力推动校企双方实现互利共赢。

董捷副总裁还被哈工大化工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

随后，在哈工大化工学院举行的“哈工大—理士国际

哈工大、安徽理士联合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安徽理士隆重举行

2014年12月11日，西安工程大学教学实习基地揭
牌仪式在肇庆理士隆重举行。西安工程大学副校
长樊增禄教授率西安工程大学相关单位负责人出
席了本次揭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之前，樊校长一行详细参观了我公司
展厅、办公楼和车间，并与我公司研发技术骨干
团队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在会谈过程中，双方就
实习基地容纳学生人数、对应专业、实习时间、
实习内容、生活条件等相关问题达成了共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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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西安工程大学奖学金”后双方进行的更深层

谈内容深入，气氛热烈。

次的合作，对校企双方后续开展人才交流和培养

2013年4月28日，哈工大、安徽理士联合实验室和实践

共享资源，主动加强与哈工大在技术咨询、成果转

西安工程大学教学实习基地的建立是我公司继设

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教学基地揭牌仪式在安徽理士隆重举行。淮北市政协

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提升企业自主创新

主席阚相华，市委常委、副市长杨军，县委副书记，

能力，努力抢占行业发展制高点。同时，杨市长也希

县长李加玉等领导与哈工大副校长张洪涛、哈工大化

望哈工大把安徽理士作为科学研究的“试验田”，与

工学院院长黄玉东为联合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揭

安徽理士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瞄准行业内关键

牌。理士国际副总裁董捷先生出席了仪式。

技术难题，加强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创造出更

此次揭牌仪式标志着哈工大与安徽理士在校企合作方

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面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杨市长在致辞中说，校企共

最后，杨市长表示，淮北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地

建联合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地，是双方优势互补、资

支持企业技术创新，为校企合作提供最好的服务，引

源共享的双赢之举，也是实施创新驱动、推动产学研

导更多的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力争把联合实验室打

合作的重要实践。希望安徽理士抓住合作机遇，充分

造成省级乃至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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