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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  言 

（一）编制说明 

本报告为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布的《企业质量诚信报告》，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29467-2012《企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和 GB/T 31870-2015《企业质量信用

报告编写指南》的规定，结合本公司 2020年度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情况编制而成。 

本公司保证本报告中所载资料在质量管理、产品质量责任、质量诚信管理等

方面的理念、制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等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承担责任。 

报告组织范围：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范围：2020年 1 月-12月 

报告发布周期: 1次/年 

报告数据说明: 报告内所涉数据来源于公司,数据真实有效。 

报告获取方式：公司官网 

 

（二）总经理致辞 

尊敬的政府质监部门、各界朋友及同仁：  

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广大用户的厚爱、支持与合

作！  

我公司拥有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建立了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 

公司始终坚持“重务实、敢担当、善超越、乐分享”企业核心价值，秉承“建

百年长青基业，立世界名企之林”的使命，不断为广大用户提供便捷、耐久、可

靠的优质产品。 

公司自创立以来，得到了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朋友的关心和帮助，得到了各

位经销代理商和供应商朋友的可贵支持，在此，我谨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向关心和

支持过我们公司发展的各位领导、各界朋友和全体新老客户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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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司简介 

恒逸集团是目前全球大型的专业生产 PTA、聚酯纺丝、化纤加弹和从事金融

投资、进出口业务经营的现代民营企业，连续 14 年跻身中国企业 500 强行列，

现有员工 20000 余名，总资产近 1000 亿元，跻身“千亿级”航母企业行列。集

团旗下公司恒逸石化于 2011年上市，股票代码（000703）。 

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为恒逸集团的子公司，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海宁市尖

山新区闻澜路 51号，占地面积约 2400亩，投资约 180亿建设年产约 300万吨差

别化纤维项目，主要产品为聚酯切片、涤纶长丝。公司将按照高起点高标准高要

求在海宁尖山新区打造一个工业 4.0标准级的化纤产业园。 

数字化工厂：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纺丝部已建成 A、B、C、D、EF、G

共计六个生产车间，目前在生产 C、D、EF、G 四个生产车间。采用全过程智能化

程序，应用最先进智能制造模式，生产智能化环保功能性涤纶长丝，将打造高性

能纤维生产智能化工厂，有利于推动公司乃至中国纤维高质量发展；同时该项目

产品结构具备差别化、环保型、功能性，具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和较强的市场竞

争力。 

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注重对员工人文关怀，为员工提供较好的福利，丰

富员工的各类文化体育活动。 

二、企业质量管理 

（一）企业质量理念 

公司成立之初，便致力于打造高质量产品，将产品质量视为企业生存和发展

的重要基石，公司通过了 ISO9001 管理体系的认证，产品实物质量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公司的专业、热情、与高效、散发闪亮光芒、服务之星、让您更闪亮。公

司不但在意产品的质量、更会在意产品的服务。客户的需求，竭尽满足、客户的

意见，耐心聆听，孜孜不倦地为客户提供贴身服务。严格按该国际质量管理体系

执行，使企业产品的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从而使企业的质量方针得以顺利推行。

为从根本上加强质量管理，提高公司经营质量，公司更以卓越绩效模式的导入为

契机，推行全面质量管理，通过内部审核、自我评价、第三方审核或评价、不断

寻找改进机会和持续改进的方式，迈向卓越的绩效。自建厂以来，公司从未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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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量技术研发中心门的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公司通过会议、宣传栏、企业网站对企业文化、质量理念进行宣传。 

（二）质量管理机构 

公司遵循质量管理“三不原则”：不接受不合格品、不制造不合格品，不流

出不合格品。本着对产品质量的高度重视，公司建立质量负责人制度，制定了各

料件、部件、产品的检验标准，并各司其职、相互沟通配合，从研发、采购、生

产等各过程，加强产品质量把控。 

 

图 1：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组织架构图 

 

（三）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自引入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以来，“精益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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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一流产品；优化管理、持续改进、追求卓越，创一流企业”为质量方针，设计、

开发生产和销售过程，按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形成了质量手册、

程序文件和其他质量文件等，加以实施和保持，并持续改进有效性。 

1、质量管理体系方针与目标 

从导入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坚持产品质量的“安全可靠，持续改进”，

到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推行全面质量管理，公司建立了以战略为核心，以

GB/T 19580 卓越绩效模式为框架的整合型全面质量管理体系，满足了顾客、员

工、供应商、社会和合作伙伴六大利益相关方的要求，在公司各层次建立了相应

的战略规划、质量目标，并以公司绩效考核体系为依托，设立了质量考核 KPI

目标和质量问责制。 

1.1 质量方针：精益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创一流产品；优化管理、

持续改进、追求卓越，创一流企业。 

1.2 质量方针理解： 

a）强调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必须以顾客和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依据。 

b）强调产品质量是通过对顾客要求和法律法规要求的深入分析之后，设计

（包括产品设计和工艺设计）并制造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 

c）强调系统管理的思想，通过对过程因素的识别和控制，来保证产品的质

量。 

1.3 质量诚信方针 ：顾客至上、优质高效、全员参与、持续改进。 

 

2、质量教育 

在体系运行过程中，公司运用各种科学、有效的方法，测量、分析、改进，

基于 PDCA 的系统方法，不断持续改善。公司运用多种工具，持续改进各部门、

各层次的绩效，并采用标杆对比和学习的方式，不断修正个人工作思路和方式，

确保实现个人和公司整体目标。公司积极与外部进行沟通交流，适时邀请专家对

公司员工进行专项培训。公司定期对各级员工开展质量教育，对质量控制点进行

专项管理，确保制造过程产品质量的一致性。 

为牢固树立全体员工的诚信意识，公司每年年初制定本年度的教育培训计



7 

 

划。各部门负责人根据公司要求，编制教育培训计划和内容，认真组织下属的教

育培训。各车间主任负责班组长及员工的诚信宣传教育工作。公司通过专题培训、

书面文字进行张贴或传达、质量诚信先进员工经验交流、利用图片展示等多种方

式对企业员工实施质量诚信教育。 

3、质量法规及责任制度 

公司通过收集法律法规及其它标准、要求，制定内部相关标准，使产品达到

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的要求（部分指标超过外部要求），从产品技术

上践行社会责任。同时，公司制定了《年度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目标》，

对产品质量控制明确责任，遵循对质量事故不放过原则。 

公司编制《合规义务识别及评价控制程序》，积极识别收集法律、法规、行

业与产品标准、定期对期合规性进行评价，以满足法律、法规以及客户的要求与

期望。 

表 1：公司所遵守的质量标准和其他相关法律 

类 别 内  容 

员工权益 

社会责任 

《劳动法》、《工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安

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产品标准 

执行与制定 
T/ZZB 0486—2018《涤纶牵伸丝》、T/ZZB 0140—2016《涤纶低弹丝》 

 公司制定了《内部审核程序》、《管理评审程序》，并培养内审员团队，

为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安排了内审、过程审核和质量稽查。对于

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由责任部门分析原因，制定纠正或预防措施，落实整改，

并验证整改效果，最终形成内部审核报告，对体系的整改及不符合项的预防提出

建议，并作为管理评审的一个重要输入，报告最高管理者。 

公司制定了《不合格输出控制程序》、《不符合纠正及持续改进控制程序》

对不合格品进行了严格管控。公司所有的产品都经过在线检查，合格后方可流入

下道工序或出厂。任何不合格产品均有明确的标识、记录、隔离和处理等要求，

各种不合格产品返工、返修后必须经过重新检验合格后才能进入下道工序。 

同时，根据《产品和服务要求的确定与评审程序》、《产品和服务监视测量

控制程序》等，对于所有出现的不合格，均有详细记录，并由专人进行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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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责任单位依据《不符合纠正及持续改进控制程序》制定纠正预防措施并进

行整改，评估纠正预防措施有效之后方能关闭问题项。 

此外，公司还制定了《管理手册》、《外部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控制程序》、

《人力资源控制程序》、《能力意识和培训管理程序》等制度，对出现的质量问

题进行问责和教育，并在日常研发、生产作业中，强调系统化，通过品管圈、持

续改善等活动及质量工具的展开，充分应用 PDCA循环，持续改善，追求卓越。 

（四）质量诚信管理 

1、质量承诺 

a）诚信守法 

高层领导遵循“合作重于竞争”的经营理念，严格遵循《公司法》、《经济

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安全生产法》、《环保法》、《劳动法》

以及机械行业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员工法律知识培训，配合政府部门开展普法

教育活动，鼓励表彰员工的“正能量”，使诚信守法的作风深入公司全体员工的

意识和行为。公司合同主动违约率为零，从不拖欠银行贷款，逾期应收账款降至

合理范围，公司高层、中层领导都没有违法乱纪纪录，员工违法次数为零，在顾

客、用户、公众、社会中树立了良好的信用道德形象。 

b）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加强了研发力量的投入，以客户需求为中心，积极

听取客户关于功能、质量、配置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开展产品改进和创新活动，

满足客户对产品和交期的需求。在产品质量方面，公司严格执行 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通过开展技术攻关、质量改进、QC小组等活动，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质量管理 

--产品检测 

（1）产品质量的跟踪 

① 设计、生产中均进行评估，改进存在的风险和缺陷； 

② 交付前进行测试，记录测试结果； 

③ 交付后跟踪客户对产品质量的反馈信息； 

④定期对产品开展全项目检验； 



9 

 

⑤在顾客满意度调查问卷中进行产品质量调查。 

（2）服务质量的跟踪 

①登记顾客需求信息，服务后进行回访，跟踪服务有效性； 

②收集分析服务质量信息，对服务质量进行改进； 

③在顾客满意度调查问卷中进行服务质量调查。 

--质量追溯 

公司每年组织进行管理评审会议，评审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体

系的适宜性、充分性和有效性，达到持续不断完善管理体系，确保公司体系方针

和目标的实现，满足相关方要求。 

--质量分析 

公司通过统计口径、财务报表、专题会议等多种渠道全面收集、整理和测量

产品质量的数据和信息，并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 

3、运作管理 

a）产品设计诚信管理 

公司产品设计与研发严格从研发立项、过程各类活动记录、研发过程总结、

管理考评控制研发相关的整个过程。 

b）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诚信管理 

企业根据物料对产品质量的风险程度，将物料分为 A、B、C三类。对 A类物

料供应商，除了必须符合法定的资质外，还要定期进行现场审计。对 B类物料的

供应商，企业首先要对该种物料进行风险分析，视供应商提供物料的质量情况决

定是否需进行现场审计。对 C 类物料的供应商，一般只考虑审计其资质。企业对

物料供应商进行资质审核及现场审核后，如符合要求同意购进的物料供应商应当

建立质量档案。对采购的原材料批批全检，凡未达到规定标准的原材料一律不得

入库是使用。 

在设备和零部件采购方面，对供应商的相关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在采购设备

和零部件时，能够使用标准件的一律采购和使用标准件；需特殊加工的，需对使

用效果进行充分验证，确保达到我公司要求。所有设备在使用前必须经过设备验

证，确保符合产品工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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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生产过程诚信管理 

公司假捻部、聚合部、纺丝部、技术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各品种生产管理与技

术管理工作。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各种生产管理制度、工作标准、岗位操作规程和

各类工艺规程、管理规程、标准操作规程。采用车间集中培训和班前、班后会对

各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全面的岗位技能培训，持证上岗，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督查、

考核，增强员工质量意识，提高操作水平，在生产过程中，各级管理人员严格履

行管理职责，及时检查，及时纠正差错，保证生产秩序的稳定。 

对生产所需的原料、辅料、包装材料进行投料前复核，把好中间产品、成品

的质量，严格执行对不合格品的“不生产、不接收、不流转”的“三不原则”，

关键工序设质量控制点，督促员工做好自检、互检，专检规程，严格批记录的管

理规程，做到领用、发放和核对相统一。对每一生产步骤进行物料平衡，保证物

料的投入和产品的产出数量与工艺要求相一致，确认无潜在质量隐患。 

生产记录由假捻部、聚合部、纺丝部负责审核、印制和保管。员工操作必须

按要求及时填写生产记录，做到字迹清晰、内容真实、数据完整，操作人及复核

人签名确认。每批生产结束后，车间统计员把记录汇总、复核，及时上交假捻部、

聚合部、纺丝部，经审核无误后，按批号整理归档，由专人管理。 

公司根据行业特点及实际情况，加强生产过程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对公司整

个生产过程实行系统化管理，并挖掘内部潜力，发挥技术骨干人员的力量，开展

对现有设备进行持续性改造或科技创新工作，对薄弱环节进行技术攻关；生产员

工上岗前要经过培训及考核，建立全员培训档案，通过集中培训、班前会培训、

“传、帮、带”、目视化等多种方式进行培训，强化其工作技能和质量意识。生

产员工严格遵守车间纪律。 

公司推行精细化生产组织模式以缩短生产和交货周期，快速适应市场订单品

种和数量高低起伏的变化，在降低库存基础上满足客户需求，满足了客户对电扶

梯产品性能的全面了解和产品质量的进一步认可，订货率也随之提高，并且在很

大程度上解决了售后质量问题，减少了售后服务工作人员的工作量，使售后服务

工作安排更加柔性化。 

4、营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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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战略要求，对市场进行细分，以提高资源和运作的有效性针对性。

针对不同类型顾客确定顾客的需求与期望，针对其需求与期望来确定适当的方

法，建立相应的体系与团队，建立各种渠道和方法，针对性的进行顾客需求与期

望的了解。 

公司通过展览会、行业会议、行业标委会、公共媒体、互联网、外部机构等

渠道，以问卷调查、面对面或电话访谈、观察查询、外部委托等方法，了解客户

的需求和期望。 

公司各部门定期搜集顾客信息，解析后确定的顾客需求信息按照不同细分市

场进行分类梳理总结，形成不同顾客群的需求与期望数据库，并从中归纳出针对

不同细分市场顾客群总体需求特点的汇总资料，供产品规划、产品开发设计、过

程控制等决策时参考。 

公司以“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追求企业与员工、社会的互惠共赢”为核心

价值观，要求业务人员对于任何一位客户，不论他下单与否，都要做到热情、周

到，都要尽量满足他们的所有合理需求,从各方面增加业务人员的技能和素质，

提升了顾客成交率。 

公司建立顾客回访制度，采取顾客自愿形式，记录顾客联系电话、订购时间

等相关信息，在顾客购买一段时间后（通常是一年内）进行电话回访，提升顾客

满意度。 

公司建立及时反馈处理用户投诉意见的快速反应机制，投诉/应急处理的响

应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天，对不可预测的变化，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五）企业文化建设 

1、愿景、使命、价值观 

表 2：公司的质量理念 

项 目 内   容 

使命 建百年长青基业，立世界名企之林 

愿景 铸造百年品牌，成就百年企业 

核心价值观 重务实、敢担当、善超越、乐分享 

经营理念 恒道酬勤，逸志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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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品牌建设情况 

海宁恒逸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产品质量赢得市场口碑，在行业内品牌形象上

佳，产品知名度在业界具有很高知名度，产品和服务得到用户认可，近三年来，

顾客满意度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公司在顾客与市场方面的绩效结果，包括顾客满

意表明公司稳定处于在较高的水平。 

公司不断壮大“精、专、新”的研发队伍，持续改善产品技术水平和质量性

能，近三年来产品多次获得客户和同行认可。 

表 3：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指标项 单位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客户满意度 % 93 94 95 

 

（六）企业技术水平 

1、专利情况 

近年来，公司共获得 1项发明专利授权。 

表 4：专利清单 

专利名称 专利号 专利类型 授权日 

一种α-纳米氧化铝改性的聚酯纤维的制备

方法 

ZL 2019 1 

0962010.7 
发明 2021.6.9 

 

2、产品检验标准与水平 

公司将企业标准化贯穿于生产全过程，从原辅材料、包装材料的采购、半成

品、成品检验等各个环节，均制定了相关标准。从而使产品从原辅材料进厂到成

品出厂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处于标准化规范管理之中，对稳定产品质量、提高企业

管理水平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产品质量水平 

自建厂以来，公司从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量技术研发

中心门的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七）企业计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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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文件法规，从原材料采购、过程

管理、生产设备、检验设备、工序检验、成品检验等环节建立了一整套管理文件

和控制方法。设有专兼职计量人员负责公司的在用计量设备管理、配备和定期校

检工作，注重对计量管理人员的专业培训，为公司的计量管理的规范化提供了有

力的保障。 

为确保产品质量，在产品生产工艺中严格过程控制，对生产工艺过程中的原

辅材料等加强计量管理，确保计量设备的正常运行和计量的准确性。 

对计量器具从采购、入库出库严格按照审批计划和管理程序执行，仓库有专

人保管计量器具，建立台帐和登记手续，计量器具的领用出库必须通过检定，有

检定合格证方可投入使用；对在用的计量器具严格按周期检定，强化现场检查和

监管，掌握其使用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存在问题部门提出整改意见，采

取积极有效措施进行整改，为生产优质产品奠定了坚实的计量基础。 

表 6：公司采用的检测设备 

序

号 
仪器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测量范围 精度 

检测项

目 

1 缕纱测长机 YG086-12 锭 2～9999m 1mm 线密度 

2 电子天平 
ML204E/02  

220g  0.1mg 
0-220g 0.1mg 线密度 

3 单纱强力机 YG023B-Ⅲ (0～300)mm 1% 强伸 

4 
全自动热应力测

试仪 
YG367 0 ～ 500 cN 0.01cN 热应力 

5 
全自动长丝卷缩

率测试仪 
YG368 0-1 0.01 mm 

卷缩沸

水 

6 卷缩仪烘箱 YG368 配套 室温～200℃ 1℃ 
卷缩沸

水 

7 卷缩仪恒温水箱 YG368 配套 室温～99.9℃ 0.1℃ 沸水 

8 
长丝网络度测试

仪 
BF1801 ≥0 0.01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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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含油仪 
牛津台式核磁共

振 MQC+ 
≥0.1% ±0.03% 含油 

10 残余扭矩测试仪 YG363(DTY） ≥1 1 残扭 

11 电子台秤 15kg XK3124(IND245) 0-15kg 0.01kg 称重 

12 条干仪 CT800CA 0.01～99.99% 0.01% 条干 

13 进口条干仪 UT6-C8OO 0.01～99.99% 0.01% 条干 

14 进口强伸仪 
UTR TENSORAPID 

5C 
0～1000 % ±1% 强伸 

15 阿贝折射仪 WYA-2S 1.300～1.700 0.0005 
油剂浓

度 

16 纤维细度分析仪 YG002C / / 
观察截

面 

17 立式直尺  1～1000mm 1mm 网络 

18 温湿度仪    温湿度 

19 电子天平 BSA2202S 2200g 10mg 称重 

20 电子天平 BSA224S(-CW) 220g 0.1mg 称重 

21 
半自动筛分粒度

仪 
SFY-B2000 

8000 微米—20 微米，

精密电成型网下限可

到 10 微米（孔径任选） 

 
PTA 平

均粒径 

22 进口偏光显微镜 DM750P   
切片凝

集离子 

23 自动电位滴定仪 916 10ml 加液单元 

0.001 

pH/0.1mv 

测量精确度：

±0.003 

pH/0.2mv 

滴定管加液分

辨率：1/10’

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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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 或 1/20’

000（可选） 

24 手动滴定仪 876 50ml或 20ml加液单元 0.0001ml 

端羧

基、锑

含量 

25 容量法水分仪 915 10 ppm 到 100% 
0.1 mv / 0.1

μA 

EG 中水

含量 

26 色差仪 ColorFlex EZ 
光谱范围：  400nm–

700nm 

波长精度： ≤

0.75nm 
色值 

27 
差示扫描量热仪

DSC 
DSC-3 RT~500℃； 

温度精度：±

0.02℃ 
熔点 

28 高效液相色谱仪 LC-16   
PTA 液

相分析 

29 气相色谱仪 GC-2014C   DEG 

30 自动粘度计 IV3600 

测量时间范围：

0.01-999.99(s)（可扩

展到 9999.99S） 

粘度范围：

0.3-5000(mm2/s)(可

扩展到 50000 mm2/s) 

测试温度：15~65℃ 

测量计时精

度： 

≤0.01s（实际

分辨率：

0.0001s） 

粘度 

31 自动粘度计 IV2600S 

测量时间范围：

0.01-999.99(s)（可扩

展到 9999.99S） 

粘度范围：

0.3-5000(mm2/s)(可

扩展到 50000 mm2/s) 

测试温度：15~65℃ 

测量计时精

度： 

≤0.01s（实际

分辨率：

0.0001s） 

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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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动加液器 TITRONIC@300 50ml 加液单元 0.01ml 
定量加

液 

33 密度计 DMA35 

密度 0—3g/cm3 、温

度 0—40 °C 、粘度 

0—1000mPa.s 

密度 

1x10
-4
g/cm

3
  

温度 0.1°C 

季戊四

醇密度 

34 快速水分仪 MA37 0-70 g 

> 1 g: ± 

0.2 %   > 5 

g: ± 0.05 % 

PTA、切

片水分 

35 
紫外可见分光光

度计 
UV-6100 波长范围：190-1100nm 

波长准确度：

±0.3nm 

EG 透光

率 

36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1900 波长：190～1100nmnm 

波长准确度：

± 0.1 nm 

（氘灯， 

656.1 nm 处）, 

全光谱范围± 

0.3 nm 

铁、钛、

硅等 

37 
紫外-可见分光

光度计 
UV-2600 波长：185~900nm 

波长准确度：

±0.1nm

（656.1nm ） 

铁、钛、

硅等 

38 智能马弗炉 5E-MF6100K 
控温范围(℃)：室温～

250 

控温精度

(℃)：±1 

飞灰可

燃物 

39 电热干燥箱 5E-DHG6310 10-250℃ 0.1℃ 煤全水 

40 
全自动工业分析

仪 
5E-MAG6700 

室温～ 1000℃     

天平：220g 

控温精度：±

2℃     天

平：0.1mg 

煤工业

分析 

41 自动定硫仪 5E-AS3200B 工作炉温：1150℃（煤） 
控温精度

(℃):±3 
煤全硫 

42 自动量热仪（双 5E-C5508 双控 热量测量范围： 单次实验外筒 煤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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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15000~35000J 水温恒定精

度：0.10℃ 

43 马弗炉 SX2-4-10 1000 ℃ 0.1℃ 

胶水

灰、含

固量 

44 标准温度计 
22-26℃（精度

0.01℃） 
22-26℃ 0.01℃ 粘度 

45 
干湿球型温湿度

计 
TH608 

温度：30-60℃  湿度：

0-100% 

温度：0.1℃       

湿度：0.1% 

室温湿

度监控 

46 酸度计 TP310 (0.00～14.00)pH 0.01 pH 水的 ph 

47 
电导率仪

（K=1.0） 
TP320 

(0.00～30.00) μ

S/cm、(0.0～300.0) 

μS/cm、(0～3000) μ

S /cm、（0～30000 ) μ

S/cm 

0.001 μS/ 

cm 

水的电

导率 

48 耐破度测定仪 BSM-6000 型 （300～6000）kPa 0.1kPa 
原纸耐

破度 

49 厚度测定仪 PT-4C 0-4mm 0.001mm 
原纸厚

度 

50 压缩强度测定仪 CT-300A 型 （60～3000）N ±1% 
原纸环

压 

51 旋转粘度计 NDJ-5S 

(10～100000)mPa•s，

即（10～10万）mPa•s 

1F•S 
胶水粘

度 

52 
COD 氨氮总磷总

氮测定仪 
TP4300 

COD：5～2000mg/L                              

氨氮：0.02～25mg/L  

总磷：0.00～10mg/L                     

总氮：0.05~100mg/L 

0.01mg/L 
水中氨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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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OD 氨氮总磷浊

度测定仪 
5B-6C(V8) 

0.00 - 9.99；10.0 - 

99.9；100 - 1000 NTU 
0.01NTU 

水中

COD 

48 耐破度测定仪 BSM-6000 型 （300～6000）kPa 0.1kPa 
原纸耐

破度 

49 厚度测定仪 PT-4C 0-4mm 0.001mm 
原纸厚

度 

50 压缩强度测定仪 CT-300A 型 （60～3000）N ±1% 
原纸环

压 

51 旋转粘度计 NDJ-5S 

(10～100000)mPa•s，

即（10～10万）mPa•s 

1F•S 
胶水粘

度 

52 
COD 氨氮总磷总

氮测定仪 
TP4300 

COD：5～2000mg/L                              

氨氮：0.02～25mg/L  

总磷：0.00～10mg/L                     

总氮：0.05~100mg/L 

0.01mg/L 
水中氨

氮 

53 
COD 氨氮总磷浊

度测定仪 
5B-6C(V8) 

0.00 - 9.99；10.0 - 

99.9；100 - 1000 NTU 
0.01NTU 

水中

COD 

48 耐破度测定仪 BSM-6000 型 （300～6000）kPa 0.1kPa 
原纸耐

破度 

49 厚度测定仪 PT-4C 0-4mm 0.001mm 
原纸厚

度 

50 压缩强度测定仪 CT-300A 型 （60～3000）N ±1% 
原纸环

压 

51 旋转粘度计 NDJ-5S 

(10～100000)mPa•s，

即（10～10万）mPa•s 

1F•S 
胶水粘

度 

52 
COD 氨氮总磷总

氮测定仪 
TP4300 

COD：5～2000mg/L                              

氨氮：0.02～25mg/L  
0.01mg/L 

水中氨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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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磷：0.00～10mg/L                     

总氮：0.05~100mg/L 

53 
COD 氨氮总磷浊

度测定仪 
5B-6C(V8) 

0.00 - 9.99；10.0 - 

99.9；100 - 1000 NTU 
0.01NTU 

水中

COD 

 

（八）认证认可情况 

目前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认证，并准备开展“浙江制造”品牌认证，公司将

严格按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执行，使企业产品的质量得到有力的保障，从而使企业

“精心管理、精心制造、精心服务”的质量方针得以顺利推行。 

--管理体系 

通过 ISO45001、ISO14001 体系认证，产品达到业内先进水平。 

（九）产品质量承诺 

公司提供售后服务，保障顾客的利益。公司建立了《顾客投诉处理程序》设

立了 24 小时投诉电话，全天候接听并处理顾客投诉。销售部售后服务部负责牵

头处理顾客投诉，向顾客说明情况，回公司召集相关技术人员分析原因，制定解

决方案，力争在 3天内解决问题；若仍不能解决，作为重点特例，由公司组织专

门力量进行攻关，确保让顾客满意。对于重大投诉，组织公司质检、技术、生产、

销售部门共同讨论解决方案和改进措施，一般均能在一周内解决问题。 

（十）质量投诉处理 

公司建立并实施顾客投诉处理流程，确保及时有效地处理客户投诉。客户投

诉由专职人员处理，每张投诉单，均应严密监控，根据客户投诉类型与程度的差

异，以客户为中心并注重收集和解决客户的反馈，并采取必要的纠正/预防措施，

以防止类似问题的重复发生。以电话回访的方式跟踪投诉处理过程，了解顾客的

满意度。 

同时，公司质检部门对客诉信息定期监测，设立售后服务部，对市场中重复

发生及影响客户满意度和产品体验的问题进行集中收集，并加以分析，形成报告。

定期组织内部各部门召开产品质量会议。组建品管圈、跨部门产品质量改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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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联动上游供应商及相关合作伙伴，对重大产品质量问题进行攻坚改善，消除

质量风险，提升产品质量满意度。 

（十一）质量风险监测 

公司制定常规产品生产运行控制流程，做到每一个环节严格控制，严格把关，

确保每个零件的生产都符合相关要求，确保最终产品质量的合格。公司还运用三

检制，即自检、互检、专检，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把控。其中自检包括了产品生

产全过程，员工对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图纸或要求自行进行检验，并作

出是否合格的判定且在检验记录上做好相关的自检记录。单元化模块化的生产模

式，使产品关键质量环节得以暴露和控制，进而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防范质量安

全风险。  

公司制定了质量控制体系，成立了以总经理为最高领导人，明确了质量控制

体系结构及各相关部门职责。 

三、展望 

    多年来，我们坚定不移地走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与众多优秀合作伙伴开展

全方位、多形式的合资与合作，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提高，追求长期发展和

互利共赢。我们相信，通过智慧的联合，团队的协作，将帮助我们实现优势互补，

开创公司的宏伟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