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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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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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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2018年1月至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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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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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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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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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遵守保密原则及相关规定，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负责。

 严格为顾客负责，严格执行内部各项标准，确保产品质量。

首席质量官证书及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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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简介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5 月，占地面积 8 万多平方米, 现有员工 600

多人。公司是专业生产铝合金轮毂的厂家，汽车轮毂产能 200 万只、摩托车轮毂产能 240

万只；拥有颜氏铂动、PDW、Altenzo 及 YSSG 等国际知名品牌，公司产品出口美国、澳

大利亚、日本和欧盟等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建有代理机构或营销渠道，深受国内外客

户的喜爱；公司建立汽车轮毂内销总部，以杭州中心，辐射到全国 36 个省份。

公司已通过 TS16949(2009) ISO14001、ISO18001、VIA 和TSE 等国际认证，公司拥

有 30多项国家专利，在同行业中遥遥领先。

近年来，公司发展快速，连续多年进入武义县前 50 强纳税大户。多次被评为：武

义外贸出口十强、诚信民营企业、诚信示范企业、五星基层党组织等荣誉。公司还被评为

：

 国家高新企业；

 浙江省中小企业研发中心；

 浙江省绿色企业；

 浙江省名牌产品；

 浙江省著名商标；

 金华市技术中心；

 金华研发中心；

 金华市著名商标；

 金华市工业设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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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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SAS18001 管理体系的认证，以及安全

生产标准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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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公司的企业文化及质量文化

使命 共创大业 成就梦想

愿景 世界品牌，全球渠道，百年企业

核心价值

观

正 （正直诚信）爱 （爱岗敬业）责 （认真负责）和 （合作共赢）

质量方针

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

1--与最高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设想和战略相一致；

2--确保公司内的所有员工对质量方针能够得到理解并贯彻落实；

3--表明最高管理者对质量以及为实现目标提供足够资源的承诺；

4--在最高管理者的正确领导下，促进对满足要求和增强顾客满意的承诺；

5--包括与顾客和其他相关方需求和期望满意程度和相关的持续改进；

6--以有效的方式表述，以高效的方式沟通

表 2 公司的质量目标

过

程

质量目标 目标

值

计算方法 统计周

期

COP1 接单与评审 订单评审及时率 100% 订单评审及时性 月+年

COP2 项目管理 产品设计开发按期完成

率

95% 计划按期完成任务数/总任务数

*100%

年度

COP

3

产品制造 生产计划完成率 99% 实际生产合格品数/计划生产数

*100%

月+年

不良率 5.0% 不良品/产品总数*100% 月+年

报废率 2.0% 报废数量/总数量*100% 月+年

出货计划达成率 90% 实际出货数/计划出货数*100% 月+年

COP4 产品交付 准时交付率 100% 按期交付次数/总次数*100% 月+年

COP5 顾客反馈 顾客投诉次数 2 次/

月

月度总和 月+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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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程

质量目标 目标

值

计算方法 统计周

期

SP1 人力资源管

理

员工满意度 77% 员工满意调查评分法 半年

员工流失率 7.0% 当月员工离职人数/(当月月初员工

人数+当月月末员工人数)/2

月+年

SP2 基础设施 特种设备年检完成率 100% 实际检定数量/计划检定数量

*100%

年

SP3 过程运行

环境

过程环境检查同类问题重

复发生次数

≤1

次

/ 月+年

SP4 测量设备管

理

校准检定计划完成率 100% 实际检定校准件数/计划件数

*100%

年度

SP5 试验室管理 试验完成率 100.

0%

实际完成数量/计划完成数量

*100%

月+年

SP6 知识管理 知识提报计划完成率 90.0

%

实际提报知识数/计划数 半年

SP7 能力与意识 培训计划完成率 100.

0%

实际培训次数/计划培训次数

*100%

月+年

SP8 文件化信息 文件发放回收率 100.

0%

收回的文件数/发放出去的文件数

*100%

月+年

SP9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业绩评价得分 A

级

占比率

80% 业绩评价A 级供应商数/总供应商

数

月+年

SP1

0

采购管理 供方交付准时率 100% 按期交付次数/总次数*100% 月+年

供方批次合格率 97% 合格批次数/采购总批次*100% 月+年

供方到货率 98% 实际到货数量/计划到货数量 月+年

SP1

1

设备管理 设备保养计划完成率 100% 实际保养数量/计划保养数量

*100%

月+年

OEE（设备综合效率） 80% 时间嫁动率×性能嫁动率×良品

率

SP12 工装管理 工装故障率 5% 实际工装故障数/工装总数*100% 月+年

SP13 检具管理 检具校准计划完成率 95% 实际校准数量/计划校准数量

*100%

年

SP14 标识和可追溯

性

产品标识抽查达标率 95% 抽查正确数/抽查检验工序总数×

100%

季度

SP15 外部财产 外部财产损失率 5% 损失数/顾客财产总数 季度

SP1

6

防护管理 库存周转率 15% 销售额/库存产品及材料价值

*100%

月+年

仓库账务准确率 100% / 季度

SP17 变更管理 变更风险发生次数 1 次/

月

实际风险发生次数 月+年

SP1

8

产品和服务放

行

成品抽检合格率 98% 抽检合格数/抽检产品总数*100% 月+年

出厂检验漏检次数 ≤2

次

出厂检验漏检次数 月+年

SP19 不合格控制 综合成品率 97% 成品数量/投料数量*100% 月+年

SP20 顾客满意度测量 顾客满意度总分 93% 调查表、交付业绩综合评价法 年度

SP21 不符合纠正措施 重复问题发生次数 ≤2

次

重复问题发生次数 季度

MP1 组织环境及相

关

方需求

相关方顾客风险发生次

数

≤3

次

相关方顾客实际风险发生次数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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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P2 风险与预防管理 重大风险发生次数 ≤1

次

重大风险发生次数 年度

MP3 绩效分析和评价 不达标目标重复发生的

次数

≤1

次

不达标目标重复发生的次数 月+年

MP4 内部审核 内审计划完成及时率 100% 审核完成时间/计划完成时间

*100%

年

MP5 管理评审 管理评审准时率 100% 实际/计划 年度

MP6 质量成本 不良质量成本率 1.9% （内部损失+外部损失）/销售额 月+年

MP7 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目标达成率 95% 改进实施完成项目数/年计划改进

项目数×100%

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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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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轮销售部——负责汽车轮胎业务内贸外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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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前期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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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轮销售部——负责摩托车轮胎业务内贸外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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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前期销

售设计、开发和调研，新产品导入；参与项目投标；实施售后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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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保部——是负责检验产品质量为中心，保证材料，器件与零件质量最重要手段，

加强理化检测科学管理，实现检测技术的程序化，规范化，标准化，确保检测结果准确可

靠，以全员参与为基础，目的在于通过让客户满意而达到长期成功的管理途径；

技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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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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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C——负责公司产品政策的参与权；销售计划的知情权；生产计划、物料计划审

批监督与解释权；物料采购进度的监督权；与其他部门支援配合全。考核指标订单完成

率、产量、停机待料工时、呆料金额、材料周转率、月成本产量支持率，主要表格年度生

产计划、季度生产计划、部门员工考核表、本月生产计划与材料计划分析表、异常成本分

析表和上级安排其他表格；

企管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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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务等工作开展，不断提升公

司整体质量经营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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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A8%E9%87%8F/1236
https://www.baidu.com/s?wd=%E7%89%A9%E6%96%99%E8%AE%A1%E5%88%92&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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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部——落实公司的信息化规划，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负责制订公司信息化发

展规划和各项信息管理制度、标准，建立、健全信息化系统，开发、利用信息技术实现

公司各个职能部门业务需求；为企业决策提供准确、高效的管理信息，为公司发展战略

提供可靠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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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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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与每月质量例会；

 参与重大产品质量评审和质量改进活动；

 参与质量表彰活动，为 QCC 活动颁奖；

 参与质量月活动，普及质量安全教育；

 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明确 CQO 的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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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世界品牌”为质量

方针，围绕制动气室系列产品的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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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世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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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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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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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视和测量运行控制

资源提供

确定部门、岗位职责

建立管理体系

确定目标/指标并展开
组织能力

法规要求

确定组织方针

确定相关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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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确定过程要求确定顾客要求确定顾客和相关方

图 1 公司管理体系运作过程示意图

通畅的信息
交流

灵活适宜的
文件

顾客相关方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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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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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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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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新会计准则》、《财务通则》、《合同法》、《产品质量法》、《企

业所得税法》、《商标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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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9001、ISO14000 标准、OHSMS18000 标准

产品标准的执

行与制定/市

场准入

GB/T 5334-2005《乘用车车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5704-2012《道路车辆 轻合金车轮 冲击试验方法

》QC/T 242-2014《汽车车轮静不平衡量要求及检测方法

》QC/T 981-2014《汽车车轮 表面油漆涂层》

GB/T 13202 摩托车轮辋系列（ISO 4249-3:2004、ISO 5995-2:1998、ISO 6054-2:1990，MOD

）

GB/T 2243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轻合金车轮（ISO 8644，MOD

） JB/T 7946 铸造铝合金金相

QC/T 962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油漆涂层

内外部审计机

制

公司设有监事会、内审部等机构，并和会计师事务所签订长期审计协议，完善了独立的内外部

审

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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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抽检管

理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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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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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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由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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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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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跟各分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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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部等对新产品进行 FEMA 分析和防差错设计；

 研发部、质量部建立质量预防、质量改进管理体系，在过程管理中严格实施自

检、首检、巡检、终检、监检“五检”制度；

 制造部、研发部、质量部每月对关键过程进行工艺检查；

 生产制造部门实施经理负责制，对生产过程进行全程跟踪监督；

 基于智能数据平台上的设计先期策划、智能化数据可追溯系统和生产数据信息

化系统策划，确保质量预防和质量保证。

公司制定了质量安全应急预案，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质量受权人、常务副总为

副组长，技术部、采购部、技术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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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部人员、生产部人员负责生产过程中产品质量问题的检测和汇报工作；采购部人员负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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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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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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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急

响

应

重大

 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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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门负责按照应急措施的要求迅速组织相关工作；

项目 内容

（3）技术部负责对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较大

 较大质量事件发生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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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部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因进行分析，技术部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并给出处理意见；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负责对措施的执行效果进行验证。

一般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负责及时将问题通报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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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根据相应的情况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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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通知技术部、企管部，由技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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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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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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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术部负责将其召回，召

回后及时隔离并标识。

项目 内容

（3）技术部负责对应急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较大

 较大质量事件发生后，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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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部组织相关部门对原因进行分析，技术部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并给出处理意见；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负责对措施的执行效果进行验证。

一般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负责及时将问题通报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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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管部/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根据相应的情况对整改效果进行验证。

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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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通知技术部、企管部，由技术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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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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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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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术部负责将其召回，召

回后及时隔离并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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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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必须执行国家标准：

GB/T 5334-2005《乘用车车轮性能要求和试验方法》

GB/T 15704-2012《道路车辆 轻合金车轮 冲击试验方法》

QC/T 242-2014《汽车车轮静不平衡量要求及检测方法》

QC/T 981-2014《汽车车轮 表面油漆涂层》

GB/T 13202 摩托车轮辋系列（ISO 4249-3:2004、ISO 5995-2:1998、ISO 6054-2:1990，

MOD）

GB/T 22435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轻合金车轮（ISO 8644，MOD）

JB/T 7946 铸造铝合金金相

QC/T 962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油漆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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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满足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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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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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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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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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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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具体负责各品种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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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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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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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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A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细分角度 顾客类

别

按地域划分 国际、国内

按交付方式 直供、分销

按产品划

分

汽车车轮 PDW 车毂、越野型车毂、锻造车毂、钢制车毂、定制车毂等

摩托车车

轮

各种

客户性质 战略客户、重要客户、一般客户

表 6B 识别顾客需求与期望实施差异化营销策略

细分角度 需求特性顺序 了解顾客需求和期望的方法

国

内

直

供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

务

定期高层互访、信息互联网、年度顾客

座

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重点顾客
销售模式、质量、价格、交货期、异议

处

理

定期部门互访、日常电话沟通、年度顾

客

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一般顾客 质量、价格、交货期、异议处理 专线服务热线、销售电话沟通

分

销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务

、

异议处理

定期高层拜访顾客、专题标杆对比、年

度

顾客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重点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交货期
定期部门互访、日常电话沟通、年度顾

客

座谈会、顾客满意度调查

一般顾客 价格、质量、异议处理 通过经销销拓宽市场和推广产品

国

直

供

战略顾客 销售模式、资源分配、质量、价格、服

务

高层亲赴国外考察、调研、国际行业展

览

会、信息互联网

重点顾客 销售模式、质量、交货期、价格 国际行业展览会、信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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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分

销

战略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交货期
高层亲赴国外考察洽谈、国际行业展览会
、

信息互联网

重点顾客 资源分配、质量、价格、异议处理 国际行业展览会、信息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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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勤奋、求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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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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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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策划了完整的管理体系文件运行，具体可参见管理手册中的文件策划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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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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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公司已通过 ISO9001 质量认证及相关各类产品认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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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世界品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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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门的抽检中，合格率均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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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检验检测管理

技术部拥有汽车铝合金车轮和摩托车铝合金车轮全项目的试验、分析仪器设备、检

测设备，配置先进的检测设备。技术部下设一个测试中心，测试中心汽车铝合金车轮和

摩托车铝合金车轮全项目的测试设备，不仅能做汽车铝合金车轮和摩托车铝合金车轮技

术特性的测试，还能做材料性能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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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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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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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7 公司采用的检测设备（部分）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1 光谱仪 台 1

2 硬度计 台 1

3 拉伸试验机 台 1

4 金相试验机 台 1

5 三坐标 台 1

6 动平衡机 台 1

7 端经跳盘 台 1

8 气密机 台 1

9 百格 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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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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产品质量领先荣誉

序号 获奖时间 获奖名称 颁奖部门

1 2016 年 产值大户 泉溪镇人民政府

2 2016 年 自营出口超 2 千万美元企业 武义县人民政府

3 2016 年 纳税大户 泉溪镇人民政府

4 2016 年 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5 2016 年 自营出口超 1 亿元的生产企业 金华市人民政府

6 2017 年 自营出口超 1 千万美元企业 武义县人民政府

7 2017 年 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8 2017 年 自营出口超 3 千万美元企业 武义县人民政府

9 2017 年 突出贡献奖 泉溪镇人民政府

10 2018 年 金华市工业设计中心 金华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1 2018 年 金华市企业技术部 金华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12 2018 年 国家高新企业 省科学技术厅

13 2019 年 2018 年自营出口超 3 千亿元生产企业 金华市人民政府

14 2019 年 2018 年自营出口超 3 千亿元生产企业 金华市人民政府

15 2019 年 2018 年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16 2019年 浙江制造 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

17 2019年 浙江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18 2020年 诚信示范企业 武义县人民政府

19 2020年 2020年度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 2020年 2020年度自营出口超5千万 武义县人民政府

21 2021年 浙江出口名牌 浙江省商务厅

22 2021年 金华市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金华市可学技术局

23 2021年 金华市专利示范企业 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表 9A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汽轮)

主要技术指标 本企业水

平

国内先进水

平

国际先进水

平

冲击测试（高度 MM） 255 230 255

弯曲测试（万转） 12 10 12

径向测试（万转） 60 5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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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率（%） ≥10.0 ≥7.0 ≥12.0

中性盐雾试验（H） ≥1000 720 800

表 9B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摩轮)

主要技术指标 本企业水

平

国内先进水

平

国际先进水

平

冲击重量（Kg） 240 230 240

弯曲测试（万转

）

12 10 12

径向测试（万转

）

60 50 60

延伸率（%） 8 7 8

表 10质量管理水平相关绩效结果

服务绩效指标 2018 年 2019年 2020年

一次交验合格率（%） 96.34 96.65 96.87

退货率（%） 2.2 2.1 2.0

客户定制达成率（%） 100.0 100.0 100.0

合同履约率（%） 100.0 100.0 100.0

客户投诉处理率（%） 100.0 100.0 100.0

客户投诉处理满意度（%） 98.0 98.2 98.5

2、产品和服务创新

公司依托技术、质量、营销等综合优势，致力打造铂动工贸品牌，荣获了多项国家、省

、市级荣誉。且多个研发项目得到浙江省、市政府资助和奖励。公司随着时代的发展会不

断学习进取，天天超越自我，时时追求卓越，创造一流品牌，以优异的业绩服务于社会

。

表 12 公司专利

序

号

名称 专利号 申请日 公开日

1 轮毂（75271-1790） ZL2017301140723 2017.03.26 2017.11.17

2 轮毂（88068-1890） ZL2017301140634 2017.03.26 2017.11.17

3 轮毂（77021C-1790）） ZL2017301140719 2017.03.26 2017.12.01

4 轮毂（A5203R-2095） ZL201730114062X 2017.03.26 2017.11.17

5 轮毂（85267-1880） ZL2017301140649 2017.03.26 2017.11.17

6 轮毂（A5270F-2085） ZL2017301140653 2017.03.26 2017.11.17

7 轮胎（CURSITOR) ZL2017302640755 2017.06.17 2018.01.19

8 一种汽车两片式轮毂 ZL2017206815819 2017.06.02 2018.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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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一种汽车轮毂装饰盖 ZL2017206815170 2017.06.02 2018.01.19

10 一种汽车轮毂 ZL2017206815202 2017.06.02 2018.01.19

11 汽车轮毂低压模具 ZL2017206815166 2017.06.02 2018.01.19

12 用于汽车轮毂模具清洗的洗模装置 ZL201720681519X 2017.06.02 2018.01.19

13 汽车轮毂重力模具 ZL2017206815823 2017.06.02 2018.01.19

14 汽车轮毂装饰盖小标 ZL2017206815838 2017.06.02 2018.01.19

15 一种用于汽车轮毂毛坯加工的防夹伤装

置

ZL2017206815842 2017.06.02 2018.01.19

16 一种汽车轮毂的自动转线设备 ZL2017206815185 2017.06.02 2018.02.02

17 汽车轮毂铝屑回收粉碎装置 ZL2017206812100 2017.06.02 2018.03.27

18 一种合金轮毂制造模具 ZL2019203394554 2019.03.18 2019.11.15

19 一种防丢盖的合金轮毂
ZL2019205512305

2019.04.22 2019.12.13

20 一种防盗合金轮毂 ZL2019205495691 2019.04.22 2020.01.03

21 一种节能的铝合金熔炼装置 ZL2020206873591 2020.04.29 2020.11.24

22 一种轮毂模具冷却装置 ZL2020206860604 2020.04.29 2020.11.27

23 一种低压快速换模的轮毂模具结构 ZL2020206378772 2020.04.24 2020.11.27

24 一种铸造轮毂毛坯转运装置 ZL2020206873587 2020.04.29 2020.11.27

25 一种便拆式轮毂浇铸模 ZL202020639446X 2020.04.26 2020.11.27

26 一种X光机 ZL2020228697313 2020.12.04 2021.08.24

27 一种轮毂气密性检测装置 ZL2020227922653 2020.11.27 2021.08.24

28 一种轮毂铸造加工设备 ZL2020232045115 2020.12.28 2021.10.12

29 一种汽车轮毂、加工装置及其工艺 ZL2018112228939 2018.10.19 2020.11.10

30 用于轮毂加工的3D激光雕刻机 ZL2021100876330 2021.01.22 2021.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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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根据客户的订单及时向客户反馈相关信息，客户中途

有变化的将及时作出调整以满足客户需求。同时根据区域营销与售后服务人员对客户的

需求进行及时沟通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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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为顾客建立信息的传递渠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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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轮销售部、摩轮销售部汇总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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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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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部下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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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最终由技术部组织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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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技术部牵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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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改效果由技术部组织验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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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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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作为汽车铝合金车轮和摩托车铝合金车轮的龙头企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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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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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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利用、化害为利、依靠群众、大家动手、保护环境、造福人

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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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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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

类别

影响指标

风险评估

国家/

行业标准

内控

指标

测量

方法
过程控制及方法

质量

安全 产品 结构安全
GB/T13663-2000 、

PrEN13476-1:2001

质量安全

事故发生：0

起

外部检

测内部

测试检

验

（1） 进行设计 FEMA 分析

（2） 加强工艺纪律检查

（3） 严格“四检”制度

（4） 加强安装技术指导和监督

跟踪

（5） 提供操作培训

生产

安全 运营

有害物质 《职业病防治》 职业病零

月度统

计

（1） 定期将员工及时调换至其

他岗位

（2） 利用先进设备超声波进行

自动化清洗

机 械 损 伤

： 导致人

员伤亡

《安全生产法》、《浙

江省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

重大伤亡：

0；轻伤：<10

次

（1） 员工定期进行安全教育

（2） 特种设备定期检验

（3） 工厂现场佩戴安全帽

（4） 定期开展安全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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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灾 ： 导

致 财 产 损

失 及 人 员

伤亡

《消防法》、《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公安部 61

号

令）》

无火灾事故

发生

（1） 员工定期进行消防安全知

识教育

（2） 定期进行消防演练

（3） 开展安全检查，消除火灾

隐患

环保 运营

三废

《大气污染物综合

排放标准》、《污

水

综合排放标准》

排放达标

公司内

部 检

测、环

境部门

检测

 加大了产品结构调整力度，投入

资金 500 多万元增加环保设备，改善

环保问题
噪音：导

致环境污

染

《工业企业厂界环

境噪声排放标准》

等

3 类≤

65dB

（A）

节能

运营

节能 《节约能源法》

万元能耗
年度统

计

2） 提倡节约用电

3） 通过更新设备，推广利用新

技术、新工艺等方法降低能耗

产品
单 台 降 耗

（kW）

单台统

计

采用稳定高效的高频电源，有效降

低

能源消耗

资 源

综 合

利用 运营 资源利用 《循环经济法》 材料利用率
年度统

计

 提倡废品回收利用

 通过更新设备，推广利用新技术

、新工艺，提高资源利用率

生活垃圾

公共

卫生 运营

生产废料

闲置物品 清洁卫生 厂区 5S 管

理

公共卫

生检查

严格执行公司管理手册

例行检查

灰尘污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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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配备足够的防护用具

ü对相关工作人员安体检和接种

制定应急预案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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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ü制定应急预案

对质量安全的隐忧 人体健康与安全

ü推行清洁生产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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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ü采用绿色资源

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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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系 对象
诚信准则

道德标准
监督部门 监控指标 保证措施

员工诚

信道德

体系

中高层

领导 勤政、廉洁、高效
股东大会、董

事会、审计部

诚信记录、测评得分

、违法犯罪率

思想道德教育、廉政教育，

接受民主测评、定期审计、

监督

检查

普通

员工
诚信、守法、规范 党委、办公室

违规通报次数、违法

犯罪率
思想道德教育、内部纪律检查

员工 关爱、尊重 工会
员工满意度、关键岗

位员工流失率

营造尊重的人文环境， 建立

创新的培养机制， 完善发展

的激励制度

供方
拓展供方、优化供方

、 供方
供应商满意度、付款

及时率
按时付款、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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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诚

信道德

体系

投资供方、发展供方

顾客

品质赢得市场、服务

保障市场、科技引领

市场
顾客

合同履约率、顾客满

意度 提供高性价比产品、优质服务

社会 回报社会公众 政府、社区

信用等级、纳税及时

率、环保达标率、公

益投入

依法纳税、三废及噪音控制

、热衷公益事业

股东

切实保护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的利益 董事会 所有者权益

稳定分红、及时公开的信息

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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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正直诚信）爱 （爱

岗敬业）责 （认真负责）和 （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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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重点公益支持领域 选择依据 具体内容 负责部门

人才培养

捐资助学

为地方、国家培养优秀人

才，同时也为公司吸引、

培养后续人才作保障

教育基金 2 万元/年

企管部党委

关心员工成长
增加员工归属感，形成核

心竞争力 帮扶、奖励、助学金 2 万元/年
人力资源部生

产部

抗震救灾

助残扶贫

慈善、扶贫捐助活动 符合公司展现承担社会责

任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

的社会责任感

捐赠慈善总会 10 万元/年

企管部

抗震救灾
展开捐资、献血等系列活动；近

三年献血 80 人次

社区支持 志愿者服务（义工俱

乐部）

符合公司展现承担社会责

任的企业形象，提升企业

的社会责任感

结对服务；植树；送爱心；
企 管 部 人力

资源部

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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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质量信用记录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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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的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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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荣誉

获奖名称 颁奖部门 获奖时间

2016 年产值大户 泉溪镇政府 2016 年

2016 年自营出口超 2 千万美元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2016 年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17 年

2016 年自营出口超 1 千亿元生产企

业

金华市人民政府 2017 年

金华市工业设计中心 金华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2018 年

金华市企业技术部 金华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

2018 年

国家高新企业 省科学技术厅 2018 年

2017 年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18 年

武义县特色博物馆（展示馆） 武义县特色博物馆（展
示馆）创建领导小组

2018 年

2018 年自营出口超 3 千亿元生产企
业

金华市人民政府 2018年

2018 年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19 年

浙江制造 浙江制造国际认证联盟 2019 年

浙江省省级工业设计中心 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 2019年

诚信示范企业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19年

2020年度纳税百强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20年

2020年度自营出口超5千万 武义县人民政府 2020年

浙江出口名牌 浙江省商务厅 2020年

金华市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金华市可学技术局 2021年

金华市专利示范企业 金华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 2021年



29

报告结语

发布质量诚信报告是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追求卓越之旅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报告

期内公司持续完善质量文化、践行先进质量管理方法、确保质量诚信目标的达成。下一

步将进一步整合各项管理体系，围绕“顾客满意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世界品牌”的质量方

针，继续争取更大的进步。

公司秉承“世界品牌，全球渠道，百年企业”的愿景，坚守“正 （正直诚信）爱 （爱岗

敬业）责 （认真负责）和 （合作共赢）”的核心价值观，以客户、员工、股东、合作

伙伴、社会满意为永恒的追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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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我们

本报告为中文版。若需获取纸质报告，请联系：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

电话：+86 579 8909 3383

传真：+86 579 8909 3355

E-Mail：sales@pdwgroup.com

同时，您可以在铂动工贸网站下载本报告的电子版文档，网址为：

http://www.pdwgroup.com/cn/

浙江铂动工贸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日期：2021年10月

mailto:sales@pdwgroup.com
http://www.pdwgroup.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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