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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告为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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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2020年1

月至2020年12月期间，公司在质量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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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发布形式：

本公司每年定期发布一次质量信用报告，本报告以PDF电子文档形式在本公司

网站（http://www.zkyc06.com/）向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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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声明

为保证对顾客负责以及检验检测的科学、公正、有效，以真实可靠的检测数

据独立客观的评价检测质量，本公司负责人声明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质量的法律和法规政策，坚持科学、公正的立场，严

格执行标准，对出具的数据负法律责任。

（2）公司按照 GB/T19001-2016/ISO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建立实施了质量

体系。在各项质量活动中严格按照《质量手册》规定的程序和方法进行，对检测

工作质量实施全过程全要素控制，能够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

（3）独立开展检测工作，拥有高素质的检测人员和其他硬件资源，能够提供

“科学、公正、准确、高效”的检测技术。在检测工作中不受行政、商业活动、

财务等任何干预。不受经济利益的支配，确保任何时候都保持检测的独立性与诚

实性。

（4）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及相关规定，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5）严格为顾客负责，严格执行内部各项标准，确保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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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专业提供建筑外立面的设计、研发与生产、

施工服务的企业，致力成为中国建筑外立面的节能与装饰专家。

公司依托科技研发与应用创新，以国家政策与产业规划为导向，以客户需求为

基础，不断创造出各类建筑外立面节能、装饰材料。

公司密切与国家专业研究所、大专院校合作，以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培养技

术人员水平。积极参与全国、行业的专项技术论证和技术标准（规程）制定，并在

许多省份获得多项建筑材料新产品成果推广证。元创专注中国建筑外立面节能与装

饰的研发、生产、施工!

元创人以客户需求、绿色节能、社会效益为目标，以提供优质产品、一流服务

为已任，为创百年品牌而不断开拓创新!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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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ISO14001 和 ISO45001:2018 管理体系的认证，

以及只是管理体系、服务认证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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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各类质量统计工具，通过内部审核、自我评价、第三方审核或评价、QCC

品管圈活动，不断寻找改进机会和持续改进的方式，迈向卓越的绩效。公司自成立

以来，从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监部门的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元创根据行业特性，历经十余年的积淀与发展，确立了具有企业特色的价值 观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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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创主动承担社会责任，为缓解社会就业压力，通过持续发展为员工提供价

值实现的平台； 元创不仅在发展自身的同时，还通过资本市场资金运作，为社会

创造更多利润。

“绿色环保”是我们生态地球人永恒不变的话题。公司致力于生产环保健 康新

材料，打造国人家居新生活的目标。确定了“致力于成为中国建筑外立面的节能与

装饰专家”宏伟愿景，为实现中国梦助力加油，敬献一份绵薄之力。这也是全体元

创人共同追求的梦想，只有共同的梦想，才能一起走到更远!

诚信： 忠诚企业，信守社会

包容： 海纳百川，聚力共赢

激情： 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尊重： 以人为本，激发潜能

表 2 公司的质量目标

公司级质量目标

1）产品合格率达到 99% ；2）顾客满意度≥95% ；3）环境污染、重伤事故率为 0，轻伤事故全年不超

过 3‰；；

部门号 部 门 目 标

03 销售部门 ①订单履行率≥99%；②顾客意见处理率 100%；③顾客满意度≥95%

04 企管部门
①培训计划完成率≥95%；②文件受控率 100%；③工龄 1年以上员工流

失率≤10%

06 研发部门 ①研发计划完成率≥90%；②技术文件完善率≥99%

07 设备部门
①运行设备完好率≥98%；②设备检修及时率≥99%；③主要设备完好

率≥99%

08 品质部门 ①检验准确率≥99.9%；②客户投诉率≤3%；③检测及时率≥99.9%

09 生产部门
①产品成品率≥85%；②产品一次合格率≥99.5%；③订单完成率≥99%；

④库存产品完好率≥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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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业质量管理

（一）质量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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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司其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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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经理及高管团队——负责全面质量管理资源配置、全员意识提升，向全体员

工宣贯质量理念的遵旨；

行政部——负责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和全面运营管理，负责公司的外联行政事

务；负责建立、监控和完善公司内部综合管理体系，制定公司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并

组织实施，负责人事管理、行政管理、后勤管理等工作开展，不断提升公司整体质

量经营管理水平；负责公司信息化建设、培训、指导实施等工作，负责信息化系统

运行的维护、保养和故障维修；

生产部——负责产品实现过程的策划、生产计划的制订与执行监督，负责生产

的全面运行管理，以及对生产交期、成本、质量、技术、工程设备、安全等进行全

面管控；负责产品技术研发和技术应用，负责新产品开发统筹（包括从产品可行性

分析开始直至成功量产后的技术转交与支持），负责项目小组的日常管理；负责新

料件、新产品检测，内部委托测试；

采购部——负责公司物料采购的价格审定与产品销售的定价，以及供应商开

发、评定与管理；负责公司所需物料、设备的采购管理和物料收、发、存的运行管

理，确保外购和外协件源头产品质量；

品质部——负责公司质量战略的推进实施，质量计划的编制，提升产品质量和

过程质量指标，同时实施质量改进工作；

销售部——负责制定销售计划和策略，销售任务的跟进与改善，销售团队管理，

收集市场信息和客户与工厂之间的沟通、协调；负责制定产品市场计划和策略，产

品市场拓展的跟进与改善，产品市场团队管理，新产品前期设计、开发和调研，新

产品导入；参与项目投标；实施售后服务等；

财务部——负责公司的财务管理工作，参与公司的战略规划、投融资作业内控

体系建设等；

公司同时设立了首席质量官，确定首席质量官的职责和权限，对质量实行一票

否则，全面建立公司质量文化。

因对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的重视，公司总经理履行了如下的职责：

1）参与品质战略的制订、评审确定品质战略；

2）参与每月质量例会；

3）参与重大产品质量评审和质量改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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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与质量表彰活动，为 QCC 活动颁奖；

5）参与质量月活动，普及质量安全教育；

6）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明确 CQO 的职权；

7）建立明确的质量事故问责制、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二）质量管理体系

公司自引入质量管理体系以来，以“诚信至上、质量为主、优质高效”为质量

方针，围绕建筑板材系列产品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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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的质量方针为：诚信至上、质量为主、优质高效，把元创新材打造成中国

建筑外立面的节能与装饰专家。

公司的质量目标为：

夹芯板产品合格率≥99%、顾客满意度≥95%，并争取逐年有所提高

图 2 公司管理体系运作过程示意图

组织能力

法规要求

市场要求

确定顾客和相关方

确定相关方要求

确定环境、安全要求

确定顾客要求 确定过程要求

确定组织方针

确定目标/指标并展开

建立管理体系

确定部门、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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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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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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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量/

内
部
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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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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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化、转化

灵活适宜的文件

A P

C D

顾客相关方满意

通畅的信息交流

改
进

监视和测量

管理评审

方 案 及 实

施（人、机、

料、法、环）

方 案 及 实

施（人、机、

料、法、环）

为实现公司质量安全责任目标，公司建立健全质量安全领导机构，成立了由总

经理任主任的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委员会，各中心、职能部门设立分委员会，负责产

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监督考核。

公司建立了以战略为核心，以 GB/T19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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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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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质量问责制。

2、质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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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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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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每年初制定本年度的质量诚信教育培训

计划，实行了三级质量诚信教育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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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早会或班前会、利用图片展示等多种方式对企业员工实施质量诚信教育。

公司对在质量诚信教育培训中成绩优异的人员给予一定的奖励，同时在员工中宣传

和推广经验。对不按时参加质量诚信教育培训或未通过培训考核的员工，给予一定

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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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品指标超过外部要求），从产品技术

上践行社会责任。同时，公司制定了《质量奖罚管理标准》、《质量考核管理办法》

等，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责罚，遵循对质量事故不放过原则。

表 3 公司所遵守的质量标准和其他相关法律

类 别 内 容

公司规范治理
《公司法》、《06 新会计准则》、《财务通则》、《合同法》、

《产品质量法》、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等。

保障员工权益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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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0 标准。

产品标准的执行与制定 T/ZZB 2418—2021《机械连接式岩棉保温装饰夹心板》

公司制定了《内部审核管理程序》、《管理评审控制程序》，并培养内审员团

队，为确保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安排了体系内审、过程审核、产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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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品控制程序》、《纠正或预防措施管理程序》、《检验规

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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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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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根据《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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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由责任单位依据《纠正或预防措施管理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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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手册》、《供方控制程序》、《员工培训管理办法》

等制度，对出现的质量问题进行问责，对员工进行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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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质量安全风险管理

为实现公司质量安全责任目标，公司建立健全质量安全领导机构，成立了由总

经理任主任的产品质量安全领导委员会，负责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监督考核。2018

年建立了“首席质量官（CQO）”制度，明确了 CQO 的职责和权利，充分行使质量

安全“一票否决权”。品质部跟各分厂、部门签订《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书》，再分

层落实到每个岗位，并实施考核。

通过每年九月的“质量月”活动宣贯质量安全知识，强化员工质量安全意识。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三体系审核，及时发现与消除质量安全隐患。

在设计、生产、装配等过程中，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确保质量安全：

 设计部门对新产品进行 FEMA 分析和防差错设计；

 品质部门严格实施首检、巡检、终检、监检“四检”制度；

 工艺部门每月对关键过程进行工艺纪律检查；

 生产部实施经理负责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建立“质量是生产出来的”理念，员工对自己所生产出来的产品，按照工

艺要求自行进行检验，并作出是否合格的判定且在《自检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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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定了质量安全应急预案，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质量授权人、常务副

总为副组长，品质部、采购部、生产部、销售部、财务部为组员的应急领导小组。

并明确了应急领导小组及各相关部门职责。

表 4 质量安全应急预案

项目 内容

检测系统 品质部人员、生产部人员以及备料人员负责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问题的检测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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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采购部人员负责原料入库及存储、成品存储和装卸流通过程中产品质量事件

的检测和汇报；

预警系统

品质部、生产部、采购部按照各自职责要求，加强对质量事件的检测和分析，提高

质量意识和隐患意识，及时分析产品使用的可行程度，出现问题的趋势，及时作出

预警，并保障生产系统的有效运行。

应急

响应

重大

（1）品质部组织相关部门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根据事件的影响程度制定出

响应的应急措施，内容包括：产品的处理、消除影响、降低损失等方面的内容；

（2）各部门负责按照应急措施的要求迅速组织相关工作；

（3）品质部负责对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较大

（1）较大质量事件发生后，品质部负责迅速通知相关人员对问题产品进行控制，

采购部负责将同批次问题产品或可能存在问题的产品，进行隔离并标识，防止继续

流通或出货。

（2）品质部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因进行分析，研发生产部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并

给出处理意见；

（3）企管部、销售部负责对措施的执行效果进行验证。

一般

（1）企管部、销售部负责及时将问题通报生产部；

（2）生产部对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制定相应的改进措施，并具体执行；

（3）企管部/销售部根据相应的情况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潜在

（1）本着预防为主的原则，对于潜在的质量事件必须高度重视，潜在事件一旦发

生，必须及时通知品质部、总经理助理，由品质部、企管部组织相关部门人员对潜

在质量问题的影响程度、危害程度进行评估；

（2）根据结果，制定相应的补救措施、预防措施，避免质量事故发生，降低损失；

（3）品质部负责对预防措施效果的验证，必要时，产品需要定点供应，一旦有问

题，以便及时有效的控制扩散。

紧急处置

产品处理由问题所在部门负责，问题出现后，迅速对产品进行隔离，并正确标识，

产品最终处理下达之前，任何人不得对产品进行随意处置；对于需要召回的产品，

由品质部负责将其召回，召回后及时隔离并标识。

四、质量诚信管理

（一）质量承诺

1、与企业或产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准明确规定企业需遵守的各项要

求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应依据《公司法》、《会计法》、《合同法》、《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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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法》、《会计准则》、《企业所得税法》等依法运营实施规范治理，并且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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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1 标准等保障员工权益与社会责任。

产品须执行 JG/T 287-2013、DB 33/T 1141 等产品相关标准。

2、诚信守法

高层领导遵循“依法经营、诚信经营”的管理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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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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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运作管理

公司对管理的全过程进行诚信因素识别，建立评价表，并制定控制措施。

表 5 诚信因素分析及控制措施表

序

号

过程名

称

因素

类别
诚信因素分析 失信表现 失信结果 控制措施

失信风险评价分

析
是否为

重大失

信因素可能性 一般性

1

设计和

开发策

划（立项

评审、编

制项目

计划、设

计和开

发输入）

人员

结构

从业人员需要

保守机密

泄露配方等核心机

密
公司机密外泄

从业人员签

署保密协议
极少 一般 否

从业人员需要

诚信守信

隐满个人及工作情

况

人员诚信度不

够

从业人员签

署协议
极少 一般 否

是否具有市场

调研能力
调研信息失真

设计策划不正

确
培训 极少 一般 否

确定的项目负

责人业务素质

不强

研发开展不顺利
项目进度慢、

质量差
培训、考核 极少 一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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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设计诚信管理

公司产品设计与研发严格依照《设计和开发控制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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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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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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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过程诚信管理

公司生产部、研发生产部具体负责各品种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制定并逐

环境

设施

是否具备各项

专业设备

不明确是否具有各

项专业设备（项目开

始公司可能会决定

用不是很匹配的设

备投入项目试验）

产品研发无法

顺利开展

建立设备管

理档案
极少 一般 否

公司缺少诚信

氛围

工作情况反映不真

实

从业人员诚信

度差

建设诚信企

业文化
极少 一般 否

制度

履行

对国家发布的

相关标准是否

及时吸收

未及时了解、使用国

家新分布的标准

使用违规原

料、或添加量

不附合要求，

产品不合格

及时获取、更

新相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

标准

不可能 严重 否

选用原料是否

符合国家各项

法规标准

不附合国家各项法

规标准
使用违规原料

及时获取、更

新相关法律

法规及国家

标准

不可能 严重 否

产品开发的有

关规定
不按规定进行工作

项目不能如期

保质保量完成
培训、考核 极少 一般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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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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监控核查规程，严格批号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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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要求相一致，确认无潜在质量隐患。

生产记录由生产部负责审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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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上交生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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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ERP

系统的生产管理模块对整个过程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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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技术攻关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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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了客户对气制动系

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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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营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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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司将顾客分为直接顾客、间接顾客两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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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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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关键顾客需求和期望的了解方法

了解方法 了解对象 目的与内容 频次 部门

市

场

走

访

售前服务 顾客 了解市场信息、需求情况

不定期 销售部售中服务 顾客 满足顾客的需求，确保产品各项指标

售后服务 顾客 产品、质量、价格、服务方式；

公司高层

领导
重点大客户

交流沟通，协调服务，业务指导，市场调

查（价格、产品、质量、服务）
定期

销售部

营销人员 各新老客户
捕捉市场价格、产品、区域市场产业特点、

经济状况等信息。
每月拜访

召开

会议
展会 各新老客户

征求价格、产品、质量、服务等等方面的

意见。
不定期 销售部

电话询问
直接客户、间接客

户
包装、运输、质量、价格、服务。 随时 销售部

顾客投诉 顾客 服务、包装、破损、质量、交货期。 及时 销售部

通过直接客户及相

关方了解顾客与竞

争对手信息

公司的直接客户，

竞争对手的直接

客户。

质量、价格、服务、品牌及其它方面的意

见与要求。
不定期 公司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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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关键顾客的需求、期望及差异见表 7

表 7 顾客需求识别表

顾客类型 需 求

重点经销商 品牌知名度，产品质量，具备大量及时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区域

供货的独家性，优惠性政策；

一般经销商 产品质量，具备及时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相对的优惠政策；

重点客户 品牌知名度，产品质量，具备大量及时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优惠

性政策

一般客户 产品质量，具备及时供货能力、售后服务能力，相对的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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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树立“专业、热情、周到、及时”的服务宗旨，公司通过宣传、培训使各

阶层人员都理解服务宗旨并坚持贯彻执行。

公司倡导“诚信、务实、高效、创新”的企业精神，以技术开发为后盾，以最

佳服务求发展。我们以“专业、热情、周到、及时”为技术支持和服务的宗旨，“用

户至上、服务第一、服务优质、响应及时”是我们服务的原则。我们服务服务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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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服务效率的及时性，关系到公司在客户心中的良好形象，关系到公司的发展前

途。因此我们提出为客户提供超值产品和超值服务的目标，从而增强客户对公司的

认可度，提高公司在客户心中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依据《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GB/T 27922-2011 导入服务管理体系，建

立《服务体系手册》、《服务程序文件》、《服务管理文件》，从售后服务基本工

作规范、售后服务管理制度、与客户接触人员工作要求、售后服务考核管理制度到

用户投诉分类细化指标、服务提供规范等全方位对服务进行的标准化管理。

五、质量管理基础

（一）标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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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结构

（二）计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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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业指导书、技术文件、图纸、

工艺文件、企业标准、质量计划、

控制计划

质量记录

管理手册

程序文件

第一层次文件

第二层次文件

第三层次文件

第四层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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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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对计量器具从采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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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计量基础。

（三）认证管理

公司顺利通过了并获得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认证、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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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完美，精益求精，敢于世界一流水平争锋”的质量方针得以顺利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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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的抽检

中，合格率均达 100%。

环境管理体系证书 质量管理体系证书

（四）检验检测管理

技术中心拥有各类检测项目的试验、分析仪器设备、检测设备，已经投入研发

经费 800 多万元，设备固定资产原值 300 多万元，中心研发分析与测试用房屋 500

㎡。配置先进的检测设备。同时公司部分新产品与创新合作单位联合开展，公司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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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等单位合作，保证研发的需要。

公司通过对进货的检验与试验，以保证供应商提供的物资符合规定的要求。品

质部负责编制进货检验与试验规程，负责物资进货的抽检；采购部负责不合格物资，

材料仓负责点收物资的进货数量、名称和重量等。

为保证所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都通过规定的检验后才能进入下一道工序，公司

制定《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出货检验控制程序》、《最终检验控制程序》开展

严格的过程检验和试验。品质部负责制订过程及最终检验和试验规程，设立最终检

验的检验点，并负责组织过程检验工作；质检员负责检验点的检查、半成品、成品

的检验；各生产车间操作工负责自检工作。

六、产品质量责任

（一）产品质量水平

1、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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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公司绩效结果及绩效预测

元创
销售收入（万元） 2000.15 3772.66 3588.2 5000

利润总额（万元） 300 370 463 550

冠华
森

销售收入（万元） 3000 4500 5200 5500

利润总额（万元） 370 420 500 600

2、产品和服务创新

公司坚持走专业化的产品路线，在同行中享有较高声誉，主要产品各项关键质

量控制指标严格受控，确保产品安全、可靠的同时，产品质量水平持续提高、趋于

稳定，具体见图表11。

图表 11 主要产品（机械连接式岩棉夹芯板）质量水平

主要质量指标 本组织水平 国内先进水平 国际先进水平

保温层厚度，mm 20~100 无 无

单位面积质量，kg/m2 ≤35 ≤35 ≤35

面板与底板单点连接 ≥1.0 ≥0.90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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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拉承载力，kN

保温材料燃烧性能分

级
A 级 A 级 A 级

保温材料导热系数，

W/m▪K

≤0.046（岩棉

条）
≤0.048（岩棉条）

≤0.048（岩棉

条）

耐碱性 168h 无异常 168h 无异常 168h 无异常

耐水性 168h 无异常 168h 无异常 168h 无异常

表 11 公司专利清单

序号 专利属性 专利名称 专利号 授权时间

1 发明
提高保温装饰板安装效率的方法及

机械锚固保温装饰板
ZL201210091570.7 20140402

2 发明 一种粘锚式双层保温板 ZL201310264672.9 20150422

3 发明 全托式保温装饰一体化板干挂系统 ZL201410360818.4 20180227

4 发明
基于 T字形扣件的背筋装饰板干挂

系统
ZL201710056553.2 20181116

5 发明 背筋装饰板干挂系统 ZL201710056609.4 20181116

6 发明
一种建筑外墙保温装饰系统快速施

工方法
ZL201910626870.2 20201103

7 发明
一种保温装饰夹心板结构及其制造

方法
ZL201910624120.1 20210219

8 实用新型 一种机械锚固保温装饰板 ZL201220129442.2 20121031

9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加工双层保温板的面板开

孔装置
ZL201320233760.8 20131120

10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加工双层保温板的底板开

孔装置
ZL201320233807.0 20131120

11 实用新型
一种双层保温板的内部锚固接插件

结构
ZL201320378148.X 20131225

12 实用新型 一种双层保温板的内部锚固接插件 ZL201320378167.2 20140101

13 实用新型 一种尖头形接插件的安装结构 ZL201320378626.7 20140101

14 实用新型 一种保温板阳角保护装置 ZL201420416757.4 20141217

15 实用新型 一种用于保温板连接的阳角 ZL201420304493.3 20150225

16 实用新型 保温装饰一体化金属板 ZL201420416758.9 20150415

17 实用新型 一种保温装饰一体化金属板 ZL201520839266.5 20160504

18 实用新型
一种基于防滑下托件的薄石材一体

化板材系统
ZL201520839269.9 20160504

19 实用新型 一种薄石材保温装饰板系统 ZL201520842487.8 20160504

20 实用新型 一种薄石材防滑下托件 ZL201520842488.2 20160504

21 实用新型 一种带锚固金属网片的装饰板 ZL201521136000.0 20160608

22 实用新型 一种背筋干挂装饰板 ZL201521139833.2 20160615

23 实用新型 一种 z字件连接结构 ZL201720097265.7 20170915

24 实用新型 一种人造洞石保温装饰一体板 ZL201720097267.6 20170915

25 实用新型
一种基于 T字形扣件的背筋装饰板

干挂系统
ZL201720104343.1 2017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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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实用新型 一种背筋装饰板干挂系统 ZL201720097292.4 20171027

27 实用新型
一种装饰面板与底板机械连接的保

温装饰夹心板外墙外保温系统
ZL201720468958.2 20180807

28 实用新型 一种夹心板 ZL201820526404.8 20190122

29 实用新型 装配式混凝土外围保温装饰系统 ZL201820530292.3 20190416

30 实用新型
一种保温装饰板安装扣件的单点锚

固力试验装置
ZL201920596547.0 20191112

31 实用新型 一种免压条式隧道板安装结构 ZL201920569975.4 20191227

32 实用新型
一种装配式建筑横梁与预制墙板的

连接结构
ZL201920548383.4 20200117

33 实用新型 一种防水型装配式预制墙板结构 ZL201920548421.6 20200117

34 实用新型 一种保温预制墙板结构 ZL201920552351.1 20200407

35 实用新型 一种外墙饰板组件结构 ZL201920564337.3 20200407

36 实用新型
一种外墙夹心保温装饰板的铝合金

干字锚固件
ZL201920512512.4 20200417

37 实用新型 一种背筋增强装饰面板的安装插件 ZL201920512517.7 20200417

38 实用新型 一种外墙背筋装饰面板的装配件 ZL201920512894.0 20200417

39 实用新型
一种背筋增强装饰面板的锚固连接

件
ZL201920512895.5 20200417

40 实用新型 一种竖龙骨 T 字台阶件 ZL201920585577.1 20200417

41 实用新型 干挂饰板抗振疲劳测试平台 ZL202022158836.8 20210219

42 实用新型
一种连接扣件承载力测试用连接工

件
ZL202022158729.5 20210507

43 实用新型 一种饰板扣件抗拉测试装置 ZL202022826721.1 20210622

44 外观 装饰板（YC-BJGG-001） ZL201930566158.9 20200407

45 外观 装饰板（YC-BJGG-BW-001） ZL201930566155.5 202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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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售后责任

1、多元渠道加强客户关系管理

公司通过多元渠道加强客户关系管理，并加强售后管理：

(1)通过建立广泛的顾客关系，多渠道、全方位提供反馈途径，快捷处理顾客信息，

持续改进服务质量。维护顾客关系不仅仅是售后服务部的工作，而是全员参与的过程。

公司坚持“第一时间反馈”的服务理念进行服务，通过各个渠道综合服务来确保客户满

意度。

(2)客户一旦与公司建立合作意向，公司就会从产品研发、实现、监控及服务等方

面与之保持沟通，建立全方位的协作关系，所有资源都可以调动起来为顾客提供服务。

近年来公司致力于从传统制造生产企业转变成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企业，以市场和客户为

导向，不断满足客户需求。

(3) 对不同产品实施不同定价策略和获利模式，其中对百姓日用的有较大同质化的

建筑外墙立面板材力求规模取胜和以服务取胜；对有核心竞争力的无竞争对手的独特产

品（例如机械连接式岩棉夹芯板）实施较高的定价；对差异化的特色产品在盈利模式上

与客户实现共赢。

(4)公司为顾客建立元创新材信息的传递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专业客服人员通过电话、传真、电子邮件、QQ、微信的收集信息；

　 委托第三方调查，反馈信息；

　 呼叫中心的免费电话传递信息；

　 设立微信公众平台传递信息；

　 各种查询和反馈信息途径，获取意见、建议和投诉。

(5)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顾客信息到销售部汇总后，迅速在公司内传递，所有顾客信

息均作为重要的资料备案，针对反映的问题和缺陷，及时传递给各部门促使改进。业务

人员和服务人员作为顾客在公司的代言人，负责监督各部门处理投诉的完成情况，并考

核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

2、投诉处理

售后服务部负责客户的投诉对接管理，接到客人投诉后，2 个小时内对投诉问题进

行识别核查。一方面，制定问题处理方案（包括退货、补缺等），经顾客确认后，24

小时内组织实施。另一方面，组织内部相关人员制定该问题的整改方案，并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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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内部整改计划和实施结果，根据顾客需要向顾客反馈，获得顾客的确认。

其中，内部整改既包括公司内部的整改，也包括相关方的整改、验证。对相关方的

整改要求，品质部下发《纠正预防措施》，由采购部传递至各相关方并监督实施，整改

效果最终由品质部组织验证。

同时，公司为确保客户投诉及反馈信息的有效利用，每月都会对顾客的投诉进行汇

总分析，形成《顾客回馈处理统计表》，由品质部牵头，组织各部门对存在的共性问题

进行分析，制定《纠正预防措施》进行改进，整改效果由品质部组织验证，并以电话回

访的方式跟踪投诉处理过程，了解顾客的满意度。

同时，公司售后服务部、品质部对客诉信息定期监测，设立质量监测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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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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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企业社会责任

公司作为建筑外墙立面板材领域的龙头企业，为社会创新价值的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全力支持公益事业。在履行公共责任、公民义务、恪守道德规范和保护公众健

康、安全、环境等方面，公司从自身生产经营活动出发，分析相关活动对社会产生的影

响，积极主动承担责任和义务，并在行业中率先向社会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1、公共责任

公司在生产过程中对社会带来的影响因素有粉尘、废气、废水排放等，给环境带来

污染，噪声可能会给公众身体带来危害等。

为此，公司贯彻国家《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相关法律法规，确立减少污染、排放治理的工作目标，按

照“节能降耗、有序发展，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环保方针为指导，设置专门机构负

责环境管理。以 PDCA 循环为手段，建立环境管理体系，通过实施对环境的危害分析、

风险评价，落实环境因素识别与评价管理程序、环境监测与测量控制程序、环境条件及

设施管理制度、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控制程序、环境管理手册。

按照公司制订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严格落实安全预防“三同时”、安全事故“不放

过”的目标，与各车间主管签订安全生产责任协议，建立安全事故应急小组，定期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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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演练活动，实现安全生产目标。

根据上述措施，公司确定环境保护、能源利用、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四个方面，确

定相关影响指标、风险识别，根据国家相关标准确立测量方法。

表 13 公共责任控制方法

项目 控制要素 风险因素 采取的措施

环境保护

资源综合

利用

溶剂、废水、废气、废

丝、固废、噪声

水体、空气、土壤污染，

影响社区居民，影响员

工

公司蒸汽尾气再利用装置。

产品原料来源充沛、资源利用高效

能源消耗
节约能源法，浙江省能

耗标准
水、电、蒸汽等损耗

采购节能设备，技术改造项目，中水回用

系统，制定节能管理制度，制定能耗定额，

定期检测。

安全生产

火灾、爆炸、危险化学

品泄漏、人员中毒和窒

息、烫伤和冻伤、触电、

高处坠落、车辆伤害、

物体打击、机械伤害

职业健康危害、人员伤

亡、环境污染、财产损

失、名誉损失、影响社

会稳定

建立、健全 EHS 管理体系；实施安全标准

化；EHS 培训；隐患排查与治理；应急预

案制定与演练；生产工艺简洁；定期职业

健康体检和规范佩戴劳动防护用品。

产品安全

公共卫生

原辅材料的质量、产品

包装、粉尘

产品品质不佳、包装材

料破损、粉尘吸入

对产品、原辅材料的物理进行检测；严格

执行劳动防护用品佩戴；每年进行 1次职

业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公司高层运用战略环境分析中的外部审计方法，以及利用行业和网络等途径得出：

产品安全、环境保护、能源消耗、安全生产、公共卫生对公司未来产品及运营将产生重

大影响。

表 14 公共责任的预见和应对

公众隐忧 内容描述 应对措施

对公共卫生的隐忧 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

配备足够的防护用具

对相关工作人员安体检和接种

制定应急预案

加强企业内部医务管理

对安全生产的隐忧
安全事故

职业健康隐患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制定应急预案

对质量安全的隐忧 人体健康与安全
推行清洁生产

应用新材料方面

对公司生产环境保护的隐忧 排污、噪声、能耗
采用绿色资源

建立应急预案

2、道德诚信

长期以来，公司的高层领导从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出发，在实施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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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分重视企业道德文化的培育，努力营造以企业高层领导身体力行、全体员工积极参

与的崇尚道德修养的良好氛围。公司依据《公司法》、《会计法》、《劳动法》等国家

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公司管理体系；公司高层管理者从严管理，以身作则，作为遵纪

守法的示范者和标杆，在经营活动中坚持依法经营，从公司成立以来，公司高层管理者

没有一位违法违规。

公司有专门的法务人员，并设立审计部，每季度开展审计和每月开展法律法规教育

工作，对公司各部门的经营行为、业务往来进行规范、指导和监督把关，依法经营，提

高职业守法观念。

遵守社会道德规范，诚信经营，遵纪守法。正确处理好与顾客、投资者、合作伙伴、

银行、社会之间的关系，做到重信誉、重承诺、重合同、守信用，精诚合作、互惠双赢。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行为准则，针对如何在工作中以及与客户和其他团体的沟通中保

持公司的价值观设定了标准。公司审计部，负责对违规、失误、失责行为，进行分析处

理，或提出惩戒建议，由经营管理委员会做出相应处理。公司对商业腐败采取“零容忍”

态度，注重发挥制度的导向功能、惩戒功能、规范功能，先后制订发布了《廉政建设实

施细则》、《外协产品采购阳光协议》、《领导干部行为准则》、《招投标管理规定》

等制度，要求员工和管理层人员在开展各项业务过程中遵循最高商业道德标准，遵守公

司业务所在国家或地区的各项法律法规，以防范道德规范与合规方面的潜在风险，树立

道德典范，推动合规经营的持续改进。

公司注重对反商业贿赂、反内部不正当交易的宣传教育工作，对员工从思想上加强

道德操守教育，在员工的入职培训中，加入企业文化和道德操守，员工行为规范教育，

通过正面引导与反面警示，营造公司内崇廉尚洁的氛围，使员工牢记廉政建设是企业生

存的根本，廉洁办事是个人职业成长的保证。

公司建立了对道德行为实行监督的测量方法和指标。

表 15 道德行为控制的测量方法和指标

组织 监测内容 监督部门 测量指标 测量方法

政府、社会、

金融、协会

质量信用等级 质监局 信用级别
GBT23791—2009 企业

质量信用等级划分规则

守合同重信用等级 工商局 省 AAA 级别 内部界定标准

纳税信用 税务局 省 AAA 级别 内部界定标准

信贷诚信企业 金融机构 省级示范 内部界定标准

守法诚信进出口 海关 省级示范 内部界定标准

行业 AAA 级信用 行业协会 AAA 信用级别 内部界定标准

经营管理团 公司治理结构 股东大会 公司规章 检查、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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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 监测内容 监督部门 测量指标 测量方法

队 履责、廉洁 监事会、全员工 违法违纪事件 投诉举报

各职能部门

各部门符合

道德规范

生产经营活动

规范性

税务部门 依法纳税 检查评价

工商部门 诚信经营 检查评价

合作伙伴
合同履行率

100%
履行合同

银行 按时还贷 信用评价

采购部 廉洁、保质
督查、投诉举报、履行

合同

销售部 廉洁、正当竞争
客户走访、投诉举报、

履行合同

工厂 违章违纪 检查评价

管理行为的公正、公平性
员工 无徇私舞弊行为 员工投诉

审计部门 无违规现象 内外部审计

基层员工 日常行为规范 各部门员工 杜绝不道德行为 检查、考核

3、公益支持

支持公益事业、确定重点支持领域：公司高层领导按照振兴地方经济、回报社会的

责任意识，紧绕“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谋求发展，为股东实现回报，为社会承担责

任”的核心价值观，依据公司的发展方向和战略重点，把支持当地经济和行业发展、教

育文化事业、公共设施建设、环境建设、慈善事业等方面作为公益事业重点支持方向，

积极有效的开展公益活动。

表 16 公司公益支持活动内容

支持项目名称 支持内容 意义和作用

慈善事业

1、累计向慈善基金捐款、捐资助学及其

它社会公益事业达 80 多万元

2、疫情发生，总经理及其元创公司一共

捐赠 20余万元，在职员工每人 1000 元，

合计 6 万元

帮助受困地区，提升公司形象

社会支持 帮扶其他困境的企业成功解困
缓解政府就业压力，协助政府解决失

业引起的动荡，构建社会和谐关系

公司领导身体力行，员工积极参与：致富思源，回报社会。公司高层领导重视社会

责任，以身作则，关注困难员工，成立“职工医疗互助”，开展暖心工程，带头捐款捐

物，员工也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回报国家和社会。我公司为解决职工医疗互助保障问

题，现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于每年年初建立职工医疗互助，达到病有保障的目的，使

众多员工从中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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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质量信用记录

公司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重大质量投诉，在历年接受各级质量技术中心的抽检

中，合格率均达 100%。并因为产品质量多次获得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表彰和

奖励。

表 17 社会认可

获奖名称 获奖时间 颁奖部门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020年 12月 浙江省财政厅

守合同重信用企业 2019年 桐庐县人民政府

新型墙材行业标准化创新检验试验室 2020 年 中国建材工作委员会

杭州市专利试点企业 2019年 杭州市知识产权局

报告结语

近年来，浙江省以提高标准要求和认证为手段，以高标准引领打造“浙江制

造”品牌，强调不断完善质量诚信标准体系、加快质量信用信息化建设。依据要求，公司

相继完善了相关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并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任务，要完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

的规章制度，巩固和深化企业质量诚信建设所取得的成效，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科

学实施，常抓不懈。公司将夯实质量诚信基础，走质量效益之路，不断提高产品设

计研发与创新能力，与客户共享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服务及相关产品的

世界级优秀企业而努力。

杭州元创新型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