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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声明 

本公司出具的质量诚信报告，是依据国家有关质量法律、法规等

进行撰写。报告中关于公司质量诚信是公司现状的真实反映，本公司

对报告内容的客观性负责，对相关论述和结论真实性和科学性负责。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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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西大门”

或“公司”）首次公开发布的《质量诚信报告》。本公司保证报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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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范围：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报告时间：本报告涵盖的时间范围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本报告为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份质量诚信报告。 

发布周期:一年 

报告获取方式:通过公司网站 http://www.xidamen.com/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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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简介 

浙江西大门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7 年，经过二十余年

的发展与开拓，始终致力于窗饰产品的创新，逐步成为集窗饰产品研

发、设计、生产制作和销售于一体的专业生产室内外遮光、隔热、防

尘、防紫外线、节能环保等新型装饰类产品的综合性公司，以质量第

一为方针、研发设计为特色、顾客第一和信誉至上为宗旨、是国内同

行业中最具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之一。产品 70%以上出口，远销欧

美 100 多个国家。公司现年销售额已超过 3.4亿元，年利税已超过

1 亿元，连续 10 年为区纳税百强企业。  

目前公司占地面积 120 余亩，拥有 600 多平方米纺织家纺产品

的研发用房和 9万多平方米的生产用房。  

公司目前拥有四个品牌，分别为“西大门”、“西大门窗饰”、

“西大门新材”、“法丽雅”，经过多年市场宣传和推广，“西大门”

已成为公司的主打品牌。  

公司先后荣获浙江省守合同重信用 AAA 级单位、AAA 级信用企

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6 年度兰亭街道政府质量奖。 已先后通

过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 

职业健康体系、浙江省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认证、BSCI 认证、

GreenGuard 认证、OEKO-TEX STANDARD100 认证、建筑遮阳节能产品

认证、中国环境标准产品认证等。 公司是中国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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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副会长单位、“绍兴市企业技术中心”，中国建筑遮阳面料首选品

牌，中国建筑遮阳十大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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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质量理念 

1.1 企业文化 

1.1.1 使命 

用新兴科技提高人类的生活 

1.1.2 愿景 

把“西大门”牌打造成窗饰国际第一品牌 

1.1.3 核心价值观 

成就客户、创新尽责，诚实守信 

1.1.4 经营管理理念 

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 

1.1.5 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 

安全环保，降耗增效； 

有岗有责，精细管理。 

1.2 企业质量诚信方针 

质量为本，诚信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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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内部质量管理 

2.1 质量管理机构 

为使质量诚信管理体系正常运转，公司在组织机构上进行合理的

划分，人员实施优化组合，由总经理担任公司质量诚信管理总负责人，

全面负责公司的各项日常管理工作，品质部经理负责公司产品质量把

控。 

公司设立行政部、营销部、采购部、财务部、设备部、研发部、

生产部、品管部等 8 个职能部门，明确了各部门及相应管理人员的职

责，共同完成公司的质量诚信管理工作，保证质量诚信管理体系的有

效运行和持续改进，从而实现质量诚信目标。（见图 1） 

图 1 质量管理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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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建立健全适应本企业实际的质量管理体系，扎实有效地落实管理

产品生产中的各项工作，确保产品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保障产品质

量以及顾客的合法权益。本公司严格把控产品检测，具体规定品质部的

具体职责：制定公司质量管理目标及实施方案，全面负责公司产品质量

考核、客户投诉管理工作，对产品所需物料的进料检验、过程检验、成

品检验及出货检验负责。 

2.2 质量管理体系 

2.2.1 质量方针与目标 

公司始终贯彻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谋发展，以质量树品牌，要

求全员参与，严把质量关，不断强化产品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以市

场为导向，以可靠的产品质量为基础，立足国内，面向国际，积极参

与国内国际市场竞争，在竞争中赢得客户的信赖。提出了公司的质量

目标：产品一次交验合格率≥98%，顾客满意度≥90%。 

公司按照 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的标准要求建立了

质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加以保持和实施，并持续改进其有效性。

针对影响产品符合要求的过程，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的控制以确保实现

过程的有效控制。公司制定了《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不合

格品控制程序》、《数据分析控制程序》、《内部审核控制程序》、

《不符合、纠正措施控制程序》、《管理评审控制程序》实现持续改

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各部门按照程序要求，建立公司内部自我

发现问题，改进质量管理体系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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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员工的质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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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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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量诚信教育培训计划。实行三级质量诚信教育培训。由公司组织一级

教育工作。各部门负责人部根据公司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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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开会前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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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训后在工作岗位上起着模范带头或成绩突

出的员工也给予一定奖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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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法律法规及责任制度 

公司股东大会下设监事会，监事会依据《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

规，制定了《公司章程》，规定了董事会、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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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义务与决策、经营、监督相互制衡的机制。由董事会决定的执

行总裁作为公司法人代表全权负责公司运营，并按《公司章程》规定

向董事会报告重大事项；按照公司《政务公开暂行条例》，通过工会

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分配、用工、领导廉洁自律等十余项内容，按照

规定的程序、途径实施定期公开，以监督公司高层领导的决策决议和

廉洁勤政的情况，并接受上级单位的监督和考核。同时，公司制定了

《质量考核管理办法》等管理办法，对产品质量问题进行责罚，遵循

对质量事故不放过原则。 

表 1-1 西大门所遵守的质量标准和其他相关法律 

类别 内容 

一般类 

《公司法》、《商标法》、《专利法》、《会计法》、《产品质量法》、

《安全生产法》、《会计准则》、《公司登记条例》、《标准化法》、

《计量法》等 

管理体系类 

《质量管理体系》（GB/T 19001-2016） 

《环境管理体系》（GB/T 24001-2016）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GB/T 45001-2020） 

《卓越绩效体系》（GB/T 19580-2012） 

《企业质量诚信管理实施规范》（GB/T 29467） 

产品标准类 

国内销售主要执行 GB/T4745-2012 、 FZ/T 01009-2008、

GB/T2912.2-2009、GB/T 8427-2008 等技术标准，国外销售主要执行当

地国的产品技术标准。 

员工权益保障与社会责任类 
《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工会法》、《劳动合同法》、

《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 

公司制定了《内部审核控制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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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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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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纠正措施控制程

序》等技术文件，对不合格品进行了严格管控。公司所有的产品都经

过严格检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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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责任部门依据《不符合、纠正措施控制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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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质量考核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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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C 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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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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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质量诚信管理 

3.1 质量承诺 

1）诚信守法 

彻落实国家颁布的《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产品质

量法》等法律法规。同时，公司还加强廉政、法纪教育，完善公司治

理结构，制定了各类内部管理制度。公司还发布了员工行为规范，聘

请法律顾问及政府政法部门领导对员工进行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教育

培训，以增强员工法律意识，教育员工守法、懂法、用法、护法，自

觉维护企业各项合法权益。 

公司恪守以诚信经营为核心的商业道德规范，与外部环境建立了

和睦的共同发展关系。在业务往来中，通过协议条款涵盖公司的诚信

准则，严格遵守合同，公开服务承诺监督，服务不到位及时赔偿客户

损失等各种方式来接受相关方监督并影响经销商、供应商、公众等。 

2）满足客户需求 

公司着力于产品的持续技术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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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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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率先通过了 GB/T 19001-2016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目前已导

入 GB/T 24001-2016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 GB/T 45001-2020 职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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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体系，同时还通过浙江省安全生产标准化三级认证、BSCI 认

证、GreenGuard 认证、 OEKO-TEX STANDARD100 认证、建筑遮阳节

能产品认证、中国环境标准产品认证等。公司还先后荣获浙江省守合

同重信用 AAA 级单位、AAA 级信用企业、2016 年度兰亭街道政府

质量奖，目前正在积极申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公司是中国建筑装

饰装修材料协会副会长单位、“绍兴市企业技术中心”， 中国建筑

遮阳面料首选品牌，中国建筑遮阳十大领导品牌。  

3.2 运作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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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过程总结、管理考评控制研发相关的

整个过程。 

2）原材料采购诚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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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审。对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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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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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原材料采购方面，对供应商的相关资质进行严格审查。在采购

原材料，能够使用标准件的一律采购和使用标准件；需特殊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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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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制定并逐步完善各种生产管理制度、岗位说明书和安全操作

工程。品管部负责各种检验规程的编制、研发部具体负责各品种技术

管理工作，制定并逐步完善了各种岗位操作规程和各类工艺规程。品

管部负责具体原辅材料、半成品及成品的检验。生产部负责采用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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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稽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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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的质量关，严格执行“不生产不合格品，不接收不合格品，

不流转不合格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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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注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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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应用 ERP 系统的生产管理模块对整个过程进行数据采集和监控

外，还专门在装配车间建立信息塔服务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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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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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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营销管理 

西大门根据战略要求，对市场进行细分，以提高资源和运作的有

效性和针对性。公司将顾客分为战略客户、重要客户、普通客户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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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通过展览会、参加同行业会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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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产品经营规划、产品开发设计、过程控制等决策时参考。 

公司树立“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服务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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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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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他们的所有合理需求。制订了《顾客满意度测量控制程序》等文件，

从各方面增加业务人员的技能和素质，提升了顾客成交率。 

公司建立及时反馈处理用户投诉意见的快速反应机制，如产品质

量有异议的，在 24 小时内做出处理响应，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

决方案。 如确认面料异常为卖方造成，无条件给买方调换或者退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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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质量管理基础 

4.1 标准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进行品质管理、生产过

程控制与出厂品质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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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检验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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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项目管理方式进行产品开发，提高了产

品开发效率，确保产品质量。 

4.2 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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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了《监视和测量设备控

制程序》，对检验、测量和试验设备进行有效的控制、校准和维护，

确保设备的测量精度和准确性满足规定的使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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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管部根据测量器具的规定周期，制定年度计量仪器设备校准检

定周期表，并负责在规定周期内，将公司内使用的监视和测量设备进

行校准或送检。所有监视和测量资源必须按规定周期或使用前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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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的基准到国家法定的计量检定机构进行检定。校准和调整超过检

定周期或使用前未校准的监视和测量设备一律不得使用。无国家检定

规程校准的监视和测量资源，由品管部根据监视和测量资源的性能、

特点，制定校准规程，经执行总裁批准后执行校准。 

4.3 检验检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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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材料仓负责点收物资的进货数量、

名称和数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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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料检验规范》、《制

程检验规范》和《成品检验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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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负责检验点的检查、半成品、成品

的检验；各生产线操作工负责自检工作。 

表 4-1公司主要检测设备 

序

号 

设备 

编号 

仪器设

备名称 
型号规格 测量范围 精度 

制造

商 
台数 

检测 

项目 

1 2101 

多功能

电子织

物强力

机 

YG026H 0-3000N ±1%F·S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断裂强

力、撕破

强力、强

力保持

率 

2 2102 

纺织品

防紫外

线性能

测试仪 

YG909 0～2000 1%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1 
防紫外

线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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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3 2103 
圆盘取

样器 
Z01B 0-112.8MM ±0.1mm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4 2104 
摩擦色

牢度仪 
Y571B 0-104mm 1%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耐干摩

擦色牢

度 

5 2105 
起球评

级箱 
YG908D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起球等

级 

6 2106 

织物起

毛起球

仪 

YG502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起球等

级 

7 2107 

数字式

织物厚

度仪 

YG141D 
0.01～

10.00mm 
±0.01mm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厚度 

8 2108 
织物密

度镜 
Y511B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密度 

9 2109 

抗静电

性测试

仪 

YG403D-II 0～2μC 
±0.001μ

C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抗静电

性能 

10 2110 
滚筒摩

擦机 
FY401B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抗静电

性能 

11 2111 
水冷式

日晒气
FY3600﹢ 

30.00℃～

130.00℃ 
≤±1℃ 

温州

方圆

仪器

1 
耐光，耐

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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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老化

仪 

有限

公司 

12 2112 
汗渍色

牢度仪 
YG631M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耐汗渍

色牢度 

13 2113 

汗渍色

牢度烘

箱 

Y902-II 
室温～

150℃ 
±1℃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14 2114 

耐洗色

牢度试

验机 

SW-12A-I 40 ±2r/min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耐洗色

牢度 

15 2115 

全自动

缩水率

试验机 

Y089D 5Kg ±0.05Kg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水浸尺

寸变化

率 

16 2116 
翻滚式

烘干机 
FY743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水浸尺

寸变化

率 

17 2117 

电热恒

温鼓风

烘箱 

FY101A-Ⅱ 
室温～

300℃ 
±1℃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18 2118 

织物沾

水度测

定仪 

Y813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耐沾水

性能 

19 2119 

织物渗

水性测

定仪 

YG812DB 0～300kPa 
≤±0.5% 

F•S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耐渗水

等级 

20 2120 临界氧 FYH830 
1.0～

10.0L/min 
0.1L/min 

温州

方圆
1 

阻燃氧

指数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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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测

试仪 

仪器

有限

公司 

定 

21 2121 

织物阻

燃性能

测试仪 

YG815A-III 0～999s ≤0.05S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阻燃性

能测试 

22 2122 

纺织品

甲醛测

定仪 

201SY-III 
300nm～

1000nm 
±1nm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甲醛含

量检测 

23 2123 
精密 pH

计 
PHS-3C 

pH 0.00～

14.00pH 

pH±

0.05pH 

温州

方圆

仪器

有限

公司 

1 PH值 

24 2124 电子秤  0-5KG 0.001Kg 国产 1 
质量偏

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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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产品质量责任 

5.1 产品质量责任 

公司在售前对产品的技术、质量、价格、原材料供应、配件供应、

交货期等进行全面分析，确保全面满足用户需求。生产中，公司一直

秉持“专业、专注、技术领先”的经营理念，确保产品符合客户要求。 

 

5.2 产品质量承诺 

1、本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产品计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 

2、公司依法实施三包。根据产品的特点，公司制定有产品质量

担保责任制度，履行更换、退货等产品责任和义务。 

3、在产品研发及加工过程决不剽窃他人技术、专利、工艺等知

识产权，绝不使用剽窃他人技术的原材料。 

4、本企业周围环境、生产现场符合国家法规的要求。 

5、本企业严格执行原辅材料检验制度，所用的原辅材料及包装

材料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其相关规定。 

6、不允许假冒伪劣原材料进厂，不使用检验不合格原材料进行

生产。 

7、保证不生产加工假冒伪劣产品，承诺产品出厂产品批批检测，

未经检验的产品绝不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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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检验不合格的产品绝不出厂，决不以不合格品冒充合格品出

厂。 

9、所采用的仪器设备严格按照国家法定要求进行检定，检定不

合格的仪器设备绝不用于产品检测。  

10、保证所生产的批批产品都能进行追溯，如生产日期、班次，

生产原料、生产过程、检验人员等等。 

 

5.3 生产许可情况 

本公司生产加工场所、生产设备、设施、检测仪器、管理人员、

技术人员等在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求，

营业执照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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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质量风险管理 

6.1 生产过程控制流程 

1）操作者在生产过程中按工艺文件、技术文件和设备操作规程

进行生产，按要求做好首检、自检和末检。 

2）检验人员按照检验规范要求进行检验；同时对关键过程和特

殊过程严格监控并做好记录。防止人为的错误发生。 

3）车间、设备部负责对设备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和管理。 

4）配置适用的监视与测量设备，对监视和测量设备进行控制。 

5）对于关键过程和特殊过程工序应进行识别和确认，内容包括： 

a. 设备的认可； 

b. 人员资格的鉴定； 

c. 设备维护保养的规定，并保存其记录； 

e. 确定工艺参数，并对其进行监视； 

6）当生产条件发生变化时（如材料、设施、人员等），应对上

述过程进行再确认，确保对影响过程能力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7）操作工需严格按照工艺文件执行，对特殊过程进行连续监控，

并保留特殊工序作业原始记录和检验记录，检验人员进行监督检查。 

8）行政部负责组织相关部门对特殊过程操作人员监控，考核合

格后方能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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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风险管理程序 

公司已制定《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应急准备和响应控制程序》，

对可能发生的环境事故和紧急情况作好充分的准备，对可能发生的直

接或间接质量风险作好充分的准备，对已发生的质量事故和紧急情况

迅速作出响应，按照公司客户投诉处理流程进行处理，以预防和减少

可能伴随的后续影响。（直接质量风险：产品质量问题，导致退货、

报废、修理等风险；间接质量风险：产品使用过程，损坏了顾客的其

它财产权或人身权，应负民事赔偿责任。） 

6.3 质量安全应急预案 

为减少突发质量失信事件的不良影响，公司建立质量失信应急准

备和响应机制，以针对潜在的质量失信事件或紧急、突发事件，作出

快速、及时的响应： 

6.3.1 应急管理原则。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坚持“以人

为本，减少危害，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快速反应，长效监管”的原

则； 

6.3.2 成立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指挥小组。由总经理、各部门负

责人组成，负责承担公司质量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和全面指挥工

作，具体安排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的组织与实施，向上级

部门、市政府和相关单位报告、通报情况并协调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处

理突发事件适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加强舆论，组织有关单位和专

家进行事故鉴定和调查，在本公司内紧急调用公司内各类物资、设备

和场地并对问题产品及相关部门进行后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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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应急响应 

a) 报告制度。发生特大、重大突发事件公司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

有责任在第一时间直接向公司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指挥小组报告。 

b) 快速反应机制。公司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指挥小组成员在接到突

发事件指令后必须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并按报告制度迅速上报。 

c) 通讯通畅。公司质量安全突发事件指挥小组所有人员以及值班

人员平时要保证值班电话及手机联络通畅，突发事件发生后，公司所

有人员要 24 小时开机，保证能够及时联络和统一调拨。 

d) 依法处置。对有严重质量问题的产品应当立即封存抽样检验。

突发事件处置要依法快速、准确高效检验，鉴定要科学严谨。 

e) 突发事件的检测。加强对公司内生产过程不定期巡查，特别是

要加强节假日期间的巡查检查工作是否存在违规使用原料、违规操作

的行为，把突发事件将至最低。 

f) 加强应急人员的培训、管理，提高对应急突发事件的处置和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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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近年来，浙江省以标准和认证为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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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承诺坚持持续改

进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质量诚信水平，为“把“西大门”牌打造成

窗饰国际第一品牌”的愿景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