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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质量理念
1.1 愿景
百年禾欣， 行业引领
1.2 使命
我们将应用具有独创性的高新技术，开拓合成革产业新领域，为改善生态环境和
生活环境做出贡献
1.3 核心价值观
以正为本，科技向善，追求卓越
以正为本，禾欣将恪守职业规则为立身之本，诚信经营为企业品格。在科技向善
的感召下，以“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为创新研发基地，潜心钻研和技术开发，
不断致力于高品质、差别化的产品研发，让科技成果发挥最大的社会价值。禾欣
以用户至上为服务精神，追求卓越，其本质是追求匠人精神。注重细节，不断追
求完美和极致，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做出打动人
心的一流产品。
1.4 质量方针
从设计开发入手，生产优质、稳定的产品满足顾客的需求，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
质量是企业的生命，顾客是企业的衣食父母。企业如人，诚信为本，有德乃大。
以顾客为关注的焦点，就是要持续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升竞争能力，满足
顾客日益增长的需求，成为全球有竞争力的公司。
1.5 品质承诺
客户至上，持续改进
第二章 质量内部管理
2.1 质量管理机构
2.1.1 组织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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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部门职责
品管部：
a) 负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检测；（底布、离型纸的数量和外观检验由相

应生产车间检验）；半成品、成品检测、技术标准管理，是监督、检测产品
质量的职能机构;

b) 负责检验、试验的管理；

c) 负责检验和试验状态标识;
d) 负责不合格品的管理;

e) 负责出厂产品符合性质量;

f) 负责对进公司物资、成品（包括顾客退货）不合格的分析、评审。

g) 负责多顾客关于质量管理体系方面能力和产品质量能力要求的确定和评审；
h) 负责生产质量统计技术和开展产品的质量管理工作。

管理者代表

a）分管质量体系的运行

b）在总经理领导下，确保按照 IATF16949 ：2016 & ISO9001：2015 标准的

要求建立、实施并保持质量体系。

c）向总经理报告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及质量体系运行情况，报告有关

质量体系所需的任何改进需求。

d）负责开展各类质量管理活动，不断提高全体员工的满足顾客要求的质量意识。
e）负责与质量体系有关的外部的沟通和联络。

顾客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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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在企业内提高满足顾客要求的意识；

b) 确保顾客的要求，包括对交付及交付后活动的要求得到确立，实施和保持；
c) 直接向总经理报告顾客对产品质量的要求，就产品质量有关事宜与顾客联

络；

d) 确保顾客在特殊特性、质量目标、培训、纠正预防措施，产品设计和开发等

方面的要求得到体现。

e) 负责合同修订、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工作。

2.2 质量管理体系

1、公司按照 ISO 9001：2015 规范要求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形成文件，加以
实施和持续改进其有效性。为此应做到下述要求：
a)确定质量管理体系所需要的过程及其在整个组织中的应用，并根据这些过
程对产品品质的影响大小及复杂程度进行相应的控制；
b) 确定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顺序和相互作用；
c) 确定所需的准则和方法，以确保这些过程的运行和控制有效；
d) 确保可以获得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支持对这些过程的运行和监视；
e) 监视、测量（适用时）和分析这些过程，以了解过程运行的趋势及实
现策划结果的程度，并根据分析对过程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实现持续的改进；
f) 本公司确保对任何影响产品符合要求的外加工过程加以识别，并实施
控制。
最高管理者必须确定在组织的相关职能和各层次上的质量目标和衡量方法，
公司的质量目标及衡量方法明确且可测量，并与质量方针相适应，与经营计划相
结合。质量目标必须包括满足产品要求所需的内容，并且落实顾客期望；目前公
司质量目标为：
进货不良率小于等于 2%
订单准时交货率（车用革产品）100%
订单准时交货率（非车用革产品）大于 98%
新产品产值率大于 30%；
质量成本损失率（车用产品）小于 1%
重大安全事故为 0
顾客满意率大于 9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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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用产品一等品率大于 96%
以上项目在每年年度计划时定出实际目标值，并考虑持续改进的要求
2、公司先后通过了 ISO9001:2015、IATF16949:2016 质量管理体系、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和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等 ，并有

效导入到各部门，提升各部门的管理水平。
第三章 质量诚信
3.1 质量诚信管理

3.1.1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加强质量管控。公司始终坚持以顾客关注为焦点，
持续改进。不断地优化工作流程，同时建立质量信息化管理促进质量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在企业内部的高效运行，从而提升产品
质量、促进企业各部门整体工作质量的提高。
3.1.2 为最大限度满足客户及其它相关方要求、实现公司战略目标，公司建
立了过程管理系统，识别价值创造过程和关键支持过程，进行过程的要求、设计、
实施和持续改进。采取定岗定责、过程检查、质量考核、责任追究、质量追溯、
数据统计分析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做到关键工序重点控制、普通工序规范
操作，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和对关键节点的有效监督，提高了工作质量，
保证了产品质量。
3.1.3 建立监督机制，有效执行质量管理考核制度。对各有关部门进行定期
监督检查，贯彻实施。促进责任部门和监督人员对体系运作、客诉等出现的问题
进行快速反应并积极整改从而彻底有效地执行纠正措施。
3.1.4 鼓励全员参与，实现质量改善。公司重视质量文化建设，引导全员参
与质量管理，通过不断深入开展合理化提案、日常质量改善活动等措施，使广大
员工充分参与到质量,改善的每一个环节，不断提升产品质量。
3.1.5 升级信息传递，强化指标监控。
公司在质量方针要求的前提下，每年年底对下一年度的质量目标进行策划，
并将总目标层层分解至各有关职能部门。各部门对受控目标任务进行逐层分解并
对相关数据加以统计、分析，同时进行持续改进确保公司总目标的实现。为提高
质量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公司升级了质量信息化系统。通过系统，实现
了信息的实时传递以及快速准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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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质量文化建设
3.2.1 诚信教育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力，以正合，以奇胜。
“正”为正直的内心，是恪守规则的
企业品格。
“奇”为科技赋能，给企业带来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禾欣秉持 “以正
为本，科技向善，追求卓越” 的价值观 ，坚持正直诚信的经营之道；推崇创新
科技的向善之德；追求卓越品质的企业之路。通过方针发布、目标制定、员工教
育等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坚持和倡导“诚信”法则，强调诚信经营、诚信品质、
诚信纳税、诚信守法，切实履行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公司对客户诚信，以顾客
为导向，注重做好产品销售与售后服务，赢得了客户的信任、支持和肯定；公司
对员工诚信，在工作、生活等方面身体力行关爱员工，提高员工满意度。公司合
同履约率 100%，确保与合作伙伴建立健康、规范、合作、共赢的良好关系，打
造信用企业。
3.2.2 诚信自律
公司在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始终将企业质量诚信建设视为重要的一
环。塑 造“诚 信”企业价值观、“诚信”经营理念，严格守法经营并自觉接受
有关部门的监管。
3.2.3 企业文化
公司重视利用企业文化建设，以且核心价值观引导员工，提高广大员工“诚
实守信”的道德素养。公司始终以“遵章守法”为前提，以“满足消费者需求”
为宗旨，以提供“优质产品与服务”的方式开展经营活动，将“诚实、守信”的
理念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去。
3.3 营造诚信守法环境
3.3.1 恪守诚信
公司以恪守诚信为立企之本。保质保量按期为客户提供产品和服务，绝不拖
欠供应商货款，绝不拖欠员工工资，用合同履约率、付款及时率、员工满意度等
指标进行绩效考核。公司制定《员工手册》，在评先创优、员工晋升中，将“诚
信”列为第一要因，营造“守法经营”、“诚信做事”的氛围。公司自成立以来，
一直以“诚信”为基石，严格遵守社会及行业道德规范，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树
立良好的商业道德信誉。同时尊重顾客、员工、供应商及社会各界合作伙伴，保
护顾客的合法权益。与供应商诚信相处、互惠互利。同时给员工创造良好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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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生活环境让员工满意度达 85%以上。
3.3.2 遵纪守法
禾欣新材料严格遵守《公司法》、
《安全生产法》等各项法律法规要求。高层
领导敬业爱岗、廉洁自律、以身作则，形成良好的遵德行为规范环境。并屡次获
得政府、金融机构、社会团体等相关方给予的荣誉和表彰。
表 1 2016～2019 年获得的主要荣誉
获得时
间

获奖名称

颁发单位

2016 年

高新技术企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浙江省财政厅、浙
江省国家税务局、浙江省地方税务局

2016 年

浙江省科技型中小企业

浙江省科学技术厅

2016 年

市级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中心

嘉兴市科学技术局

2016 年

浙江名牌产品(三年）

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6 年

“中国合成革绿色供应链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发
起成员单位

联盟组织

2017 年

2017 年度节能降耗工作

嘉兴市经开区

2017 年

浙江省著名商标(三年）

2017 年

2017 ZDHC-CPASL 合成革行业先锋试点企业

2018 年

全国塑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革标准化工作组委员单位

2018 年

生态文明建设先进集体

浙江省皮革行业

2018 年

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人造革合成革）十强企业

中轻联/中塑协

2018 年

百家革厂联营会员单位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人造革合成革专
业委员会

2018 年

中国皮革行业杰出单位

中国皮革行业协会

2018 年

中国塑料加工业优秀科技创新企业

中国塑料加工工业协会人造革合成革专
业委员会

2018 年

浙江省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浙江省科技厅

2019 年

浙江省皮革行业改革开发四十周年 功勋企业

浙皮协

2019 年

国家级绿色工厂

国家工信部

2019 年

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示范企业

国家工信部

2019 年

塑料制品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

全国塑标委

2019 年

嘉兴市级企业技术中心

嘉兴市科技厅

2019 年

中国轻工业塑料行业（人造革合成革）十强企业

中轻联/中塑协

2020 年

经开区 2019 年科技创新优秀企业

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

2020 年

经开区 2019 年节能降耗优秀企业

嘉兴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管委会

2020 年

浙江省省级企业研究院

浙江省科技厅

先进企业

浙江省工商局

人造革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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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质量基础
4.1 产品标准

公司具有完备的体系文件，按照 ISO9001：2015 质量管理要求及公司的实

际情况，确保与管理活动、资源提供、产品实现和测量有关的过程都进行了有
效策划，编制了适宜的文件，以使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结构：

在产品实现的策划中，首先确定产品的标准，本公司产品标准是以客户标
准为主，行业标准为辅的方式在管控；同时针对原材料和过程产品的管控，分
别制定了各类原材料检验规范和《半成品检验规范》。同时，作为行业协会理
事单位，禾欣新材料作为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参与或主持制定了 29 项国家行业
标准，如下表 2：
表 2 主持或参与起草的国家行业标准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标准名称
车用聚氯乙烯夹网膜材
人造革与合成革术语
合成革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耐污染性的测定
腰带用聚氨酯合成革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柔软度的测定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颜色迁移性的测定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二甲基甲酰胺含量的测定
运动手套用聚氨酯超细纤维合成革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接缝抗疲劳强度的测定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接缝强度的测定
水性聚氨酯超细纤维合成革
运动鞋用聚氨酯合成革安全要求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成雾性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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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号
GB/T 5146-2018
GB/T 34443-2017
GB/T 36887-2018
QB/T 5070-2017
QB/T 5139-2017
QB/T 5155-2017
QB/T 5157-2017
QB/T 5158-2017
QB/T 4875-2015
QB/T 4874-2015
QB/T 4872-2015
QB/T 4909-2016
QB/T 4913-2016
QB/T 5068-2017

标准类型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形式
主持
主持
主持
主持
主持
主持
主持
主持
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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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防护手套用聚氨酯超细纤维合成革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N-甲基吡咯烷酮含量的测定
摩托车鞍座用聚氨酯合成革
人造革合成革颜色表示方法
休闲鞋用聚氨酯合成革
服装用聚氨酯定岛型超细纤维合成革
湿法水性聚氨酯合成革
水性聚氨酯/聚氯乙烯复合人造革
家具用定岛超细纤维聚氨酯合成革
篮球用聚氨酯合成革
内墙装饰用超细纤维聚氨酯壁革
手套用聚氨酯合成革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透气性的测定
人造革合成革试验方法 颜色的测量方法

29

绿色设计产品评价规范 水性和无溶剂人造革合成革

QB/T 5069-2017
QB/T 5159-2017
QB/T 5072-2017
QB/T 5073-2017
QB/T 5141-2017
QB/T 5142-2017
QB/T 5143-2017
QB/T 5145-2017
QB/T 5148-2017
QB/T 5150-2017
QB/T 5151-2017
QB/T 5152-2017
QB/T 5156-2017
QB/T 5160-2017
T/CNLIC
0002-2019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行业标准
轻工联团
体标准

4.2 计量水平及实验室认证
公司设置专职计量员负责计量器具的管理工作。为保证计量器具的准确性
和可靠性，公司严格按计量法要求在规定的周期内实施测量设备校准，保证量
值传递的准确性，通过有效的计量体系得出准确可靠的测量数据来控制生产、
指导生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公司建立了产品检测中心，拥
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检测设备。
4.3 认证认可情况
公 司 先 后 通 过 了 ISO9001:2015 、 IATF16949:2016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
ISO14001:2015 环境管理体系、ISO1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 、
GB/T29490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ISO
50001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产品畅销北美、欧洲、东南亚、日韩等地区。
4.4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完善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同时召集
相关专业人员编写各种设备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加强对员工的宣传教
育，狠抓制度的落实工作，确保各项制度的贯彻实施。有效杜绝“违章作业”
行为的发生。为了有效预防“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公司加强了对特种设备
及相关操作人员的安全管理，完善了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对特种设备定期
进行保养和检测，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确保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公司的
特种作业人员，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确认资质的单位进行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持证
上岗，确保作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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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产品质量责任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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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
诚信经营。
2、本企业依法管理和生产，落实质量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运
用质量管理体系，持续保证产品质量稳定性，并持续改进产品质量。
3、本企业保持资质的有效性，通过认证的产品，保证关键零部件一致性，并
在有效期内。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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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及有关特殊规定。
5、保证不生产加工假冒伪劣产品，不合格的产品保证不出厂。
5.2 产品荣誉情况
公司产品主要定位于全球重点行业和高端产品市场。内部实施严于国家/行
业的企业标准，并可根据客户要求实施特殊性能产品的个性化设计，对顾客进行
选材指导等技术支持和服务，以满足多样化、个性化需求。
（1）主要产品明细
表 1-1
产品品类

产品系列

产品标准

产品明细表
油性、水性、无溶剂








汽车内饰革系列;
箱包革系列;
鞋革系列;
家具革系列;
球具革系列;
电子产品、服装革系列;

QB/T 2780-2006
QB/T2888-2007
QB 1646-2007
GB/T 8949-2008
QB/T 4119-2010
QB/T 4120-2010
QB/T 4194-2011
QB/T 4195-2011
QB/T 4196-2011
QB/T 4674-2014

鞋面用聚氨酯人造革
聚氨酯束状超细纤维合成革
聚氨酯合成革
聚氨酯干法人造革
鞋里用聚氨酯合成革
箱包手袋用聚氨酯合成革
汽车用聚氨酯合成革
运动鞋用聚氨酯合成革
聚氨酯转移薄膜
汽车内饰用聚氨酯束状超细纤维合成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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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T 4712-2014
QB/T 4714-2014
及内控标准
品

质

沙发用聚氨酯合成革
家居用聚氨酯合成革

公司于 2016 年获得浙江省名牌产品称号

当前应用领域：生活用革、文化体育用革（箱包、鞋材、车用、家具
高端应用领
、服装、球、手套等）
域
未来应用领域：工农业用革、国防用革、运动器械、航空领域

第六章质量风险管理
6.1 质量投诉

公司建立了顾客信息查询、反馈和投诉的主要渠道，明确顾客“对接”方式

的要求，并确定相关人员制定方法和措施，确保顾客满意并超出“期望”。公司
制订了《事态升级管理程序》，针对客户反馈/客户投诉日常升级管理办法，完
善了顾客投诉相关处理机制。由营业部和品管部组织对顾客的各类投诉信息进行
调查、分析、处理，及时向顾客反馈信息。同时管理要求召集相关人员落实改进
方案和具体措施，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并限时限期整改，由质量部监督跟踪
措施实施及有效性。
一般顾客投诉发生后，相关部门根据快捷化原则在 24 小时内进行处理。首
先营业部在 ERP 中建立《客户投诉处理单》，品管部每天及时查看客诉单情况，
针对相关问题召集研发技术、生产、品质等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专题会”从人、
机、料、法、环深入分析，不留死角，最终确认主次原因并明确措施，落实相关
责任单位组织实施。同时由品管部根据《持续改进控制程序》对实施进程持续跟
进、监督，作为后续改进借鉴。每月对顾客投诉事件进行分析评价总结，并将之
转化为内部的知识积累，提升过程的改进。同时为了减少顾客投诉和抱怨，公司
对服务人员不定期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加强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专业素养，提
高服务质量，帮助他们高效解决顾客投诉和抱怨问题，提升顾客的满意度。
6.2 质量风险监测
6.2.1 质量控制点的管控。公司对产品质量关键特性、部位、薄弱环节存在
的风险进行重点控制并采取适宜的管理措施和方法。通过对质量关键控制点的人
员、设备、物料、环境、作业指导、监视、评比等进行有效的策划与实施，使得
产品质量关键控制点始终处于有效的可控范围之内。2021 年计划系统的梳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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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品质全景图》，让品管部和生产部、技术部更加清晰的了解产品生命周期
内质量控制的关键点。
6.2.2 建立有效的质量管控机制。通过工艺分析、生产部、品管部对生产现
场进行不同角度不同重点的监督，对相关的生产过程、工艺纪律执行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重点对关键控制点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并纳入绩效考核。
6.2.3 公司建立了完整的恒温恒湿实验室，配置了一流的实验检测设备，如
日本 基恩士高清晰度电子显微镜 、INSTRON 拉力试验机、ATLAS 氙灯老化试验
机、 QUV 耐侯试验机、stoll 耐磨仪、黄变测试仪、恒温恒湿试验机 、重金属检
测仪等 国内外先进检测设备 ，
能够开展合成革的 强力 、
耐光照性、
耐磨性 、
耐水解
性 、颜色迁移性等全项目的检测，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确保相关检测数据的科
学性，为质量改善提供有力的技术保障。
6.3 应急管理
为了提高本公司对突发质量事故的应急处理能力，确保发生重、特大产品质
量事故时有效应对，公司制订了《应急计划控制程序》、《风险管理控制程序》、
《事态升级管理程序》，本着对客户、对企业、对员工负责任的态度，不回避、
不隐瞒、不迁就；实事求是，认真分析存在的问题，制定有效措施予以处理，以
诚信换取顾客信任与理解；并从中寻找与发现改进机会，规避风险减少质量声誉
损失，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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