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超威电源有限公司位
于宁阳县钢球工业园区，是中
国超威集团麾下的子公司，占
地300多亩，具有年产内化成蓄
电池900万只的生产能力，年产
值可达10亿元。

把创新当生命

创新才能使企业之树长
青。山东超威一直秉承做精、做
专的理念，以创新为动力，着力
擦亮品牌，以质量赢得市场，以
诚信赢得客户。

把创新当作企业的生命线，
投入巨资成立企业研发中心，面
向全社会招聘20多名高素质的人
才，成立了技术攻关小组，与总部
科研人员就内化成工艺、电池重
复使用率、除尘工艺等进行联合
攻关，取得了重大进展。经过实
验，内化成工艺已很成熟，整个化
成环节都在塑壳内进行，可有效
减少污染源90%以上，是国内蓄电
池生产的最“绿色”技术，公司也
成为国内大批量内化成生产蓄电
池的3家企业之一，内化成工艺被

国家发改委列入《2011年重点产
业振兴和技术改造中央投资重点
项目》，并给予资金扶持；公司也
于2011年8月被山东省环保厅评
为全省环保治理优秀企业。

经过数千次反复实验，对
极板材料配方、组装方式等进
行改良，较大幅度地提高了充
放电率，延长了电池寿命。近几
年，在员工中开展小发明、小创
新、小革新等活动，有60多项小
发明等用于改进生产，使产品
以更加过硬的质量、稳定的性
能赢得了消费者的依赖。

把公益当责任

企业财富来自社会，理应
回馈社会。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就确立了“忠诚、责任、结果、奉
献”的核心价值观，让回馈社会
成为超威的“基因”，热心公益、
参与公益，树立企业良好形象。

深度参与驻地村的新农村建
设，发挥企业自身的带动作用，帮
助驻地村引进建设了硫酸生产项
目、塑壳加工项目，解决就业120

余人，增加村集体收入；在新农村
建设中，出资45万元为村里建设
老年房，并在新农村建设规划、公
益设施建设等方面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近年来，用于走访慰问驻
地村困难群众的款物折合20多万
元。热心公益事业，在5·12汶川大
地震时，公司募集捐款40多万元，
并将募集到的资金全部购买了灾
区人民最需要的大米和水，直接
运往灾区，给灾区人民送去了最
真挚的关爱，受到社会各界的高
度赞扬；为敬老院捐款10多万元，
改善老人的生活条件；为“感动泰
安人物”杨小槐等困难群众累计
捐助60多人次，款物达70多万元。

把员工当主人

善管者，以人为本。山东超威
视员工为企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和最重要依靠，在重大决策事项
上，充分吸收员工的意见，让员工
做企业的主人。树立“企业员工共
同成长”理念，实施员工成长的

“金领”工程，定期对员工进行儒
家文化、现代科技、专业知识培

训，让员工不但能工作拿工资，而
且增知识、长才干，享受到成长的
快乐。公司为员工提供免费洗浴、
免费午餐、定期免费查体和提供
优良的住宿、生活环境等，让员工
生活舒心；投资200多万元为员工
宿舍、餐厅安装有线电视、宽带，
建立图书室，丰富员工的精神生
活。

多年来，山东超威以“责任超
威、诚信超威、绿色超威”的良好
形象，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
可，先后获得泰安市“纳税先进单
位”、“职业卫生示范企业”和宁阳
县“七星级先进企业党组织”、“宁
阳环保先进企业”、“宁阳县文明
单位”、“宁阳县科技创新先进单
位”等20多项荣誉称号。

山东超威将把本次获奖作为
新起点，加快百亿产业园建设步
伐，建成山东省动力电池产业示
范基地，打造行业强企；以争创国
家创新型企业为抓手，加大科技
投入，引领行业发展；以回馈社会
为己任，带动一方经济，造福一方
百姓。

获奖感言

山东超威能荣获“山东最具发展潜力的
民营企业”称号，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与激动，
首先感谢省工商联、齐鲁晚报评审专家们认
真细致的评定工作，同时也对所有关心支持
我公司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
感谢！也对山东超威电源公司2600名默默实
干、拼搏进取的员工表示衷心的感谢，没有
你们的辛勤工作，就没有山东超威的今天！

责任超威 诚信超威 绿色超威

山山东东民民企企““三三项项评评选选””荣荣誉誉榜榜

排名 企业名称

1 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有限公司

2 信发集团

3 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 山东六和集团有限公司

6 山东大海集团有限公司

7 华泰集团有限公司

8 临沂新程金锣肉制品集团有限公司

9 山东西水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10 山东泰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1 山东太阳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12 山东金诚石化集团有限公司

13 万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4 山东京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5 沂州集团有限公司

16 山东晨曦集团有限公司

17 利华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8 威高集团有限公司

19 东营方圆有色金属有限公司

20 华勤橡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21 山东步长制药有限公司

22 山东九羊集团有限公司

23 新华锦集团

24 山东金岭集团有限公司

25 山东时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6 九阳股份有限公司

27 诸城外贸有限责任公司

28 山东万通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29 东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0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31 潍坊特钢集团有限公司

32 山东胜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3 力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34 山东华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35 山东广富集团有限公司

36 山东中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37 山东岚桥工贸集团有限公司

38 日照兴业集团有限公司

39 洪业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0 富海集团有限公司

41 青特集团有限公司

42 烟台信发集团公司

43 鲁丽集团有限公司

44 山东玉皇化工有限公司

45 山东五征集团有限公司

46 得利斯集团有限公司

47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8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9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50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51 龙大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52 山东金升有色集团有限公司

53 临清三和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54 山东天业集团

55 欧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56 山东火炬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57 山东华夏集团有限公司

58 济南玫德铸造有限公司

59 阳光新天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60 青岛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

61 潍坊英轩实业有限公司

62 山东罗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3 胜利油田高原石油装备有限责任公司

64 中澳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5 山东世纪阳光纸业集团有限公司

66 佳隆集团有限公司

排名 企业名称

67 山东德建集团有限公司

68 古贝春集团有限公司

69 蓬莱京鲁渔业有限公司

70 泰丰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71 山东尧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72 山东常林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3 新郎希努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74 山东铁雄冶金科技有限公司

75 青岛喜盈门集团有限公司

76 烟建集团有限公司

77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8 青岛世纪瑞丰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79 山东省鲁洲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80 山东华联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81 山东矿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82 山东华金集团有限公司

83 莱州诚源盐化有限公司

84 日照中瑞物产有限公司

85 山东圣都置业有限公司

86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87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88 寿光富康制药有限公司

89 山东传洋集团有限公司

90 山东翔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1 山东岱银纺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92 山东光大日月集团有限公司

93 山东蓬建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94 翔宇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95 临沂恒昌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96 山东兴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97 金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98 山东津博化工有限公司

99 东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青岛维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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