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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 “本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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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70-2016《企业质量信用报告编写指南》的 规 定 ，结合本公司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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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2018 年1月1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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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发布形式：

本公司一至二年定期发布一次社会责任报告，本报告以 PDF 电子文档形式在本公司网站

（https://www.china-easun.com）向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

贵意见。

http://www.china-eas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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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经理致辞

在八年的发展中，亿日公司始终坚持高质高效的发展战略，立足高质抓创新、着眼高效谋

发展，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同步发展。目前公司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气动元件制造商之一，

专业生产气源处理器、气动电磁阀、气缸、快速接头、调速阀、消声器、气枪、PU 管等气动元

件、辅件及各类电磁线圈家电配套电磁泵的高科技型企业，

公司凭借一流的生产装备和精密的检测设备，通过全员质量管理，依靠训练有素的产业工

人，以“工匠精神”铸造专业品质。亿日科技已通过 ISO9001 国际质量体系与 ISO/TS16949 体

系认证，亿日品牌有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经注册获批准。多种产品自主创新，每年获批几十项

国家专利，制定国家气动元件行业标准，并在 09 年公司投入巨资建立国内气动产品检测中心。

技术性能方面得到用户好评。

“创新、务实、求精”是亿日科技的企业精神，我们期待着社会各界的支持与合作，

期望同世界各地的朋友共享和谐与繁荣。

展望未来，我公司将一如既往秉承“顽强进取、刻苦求实、竭诚服务、致力文明”的企业

精神，满怀信心，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大舞台、跻身于国际市场，热诚迎接四海客商，为顾客提

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与顾客共同创造美好的未来。

企业负责人（签名）: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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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简介

图 1 公司厂区图

浙江亿日气动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商标为“EASUN”）于 2007 年注册，地处宁波慈溪市经

济开发区长池路 739 号，毗邻杭州湾跨海大桥南岸连接线，自然气候适宜，环境条件优越，交

通四通八达。

亿日科技已成为中国最大的气动元件制造商之一，专业生产气源处理器、气动电磁阀、气

缸、快速接头、调速阀、消声器、气枪、PU 管等气动元件、辅件及各类电磁线圈家电配套电磁

泵的高科技型企业，引进欧洲、日本等多台先进设备，拥有加工中心、高精度电加工、CNC 自动

车、数控车、注塑、冲压、压铸、表面处理流水线等各类设备 500 余台。

亿日科技已通过 ISO19001 质量体系与 ISO/TS16949 体系认证，亿日品牌有五十多个国家和

地区经注册获批准。多种产品自主创新，每年获批几十项国家专利，制定国家气动元件行业标

准，并在 09 年公司投入巨资建立国内气动产品检测中心。技术性能方面得到用户好评。

亿日科技现每年技改投资 250 多万美元。现已投资 1500 万美元。公司占地面积 70 亩，建

有现代化的标准厂房 5万余平方米，现有员工八百余人，大中专以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占 35%，

采用计算机 ERP 管理系统，一流的员工培训中心、文化娱乐中心及生活后勤保障系统，一应俱

全。

打造国际品牌，力争成为国际前例的气动元件制造商，“创新、务实、求精”是亿日科技

的企业精神，期望同世界各地的朋友共享和谐与繁荣主要业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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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企业质量理念

2.1. 企业使命

以顾客为中心，超越顾客期望，给顾客意外惊喜

2.2. 公司愿景

亿日品质，引领行业

2.3. 核心价值观

创新、务实、求精

2.4. 经营理念

诚信、合作、共赢、价值

2.5. 质量方针

质量第一，精益求精，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

2.6. 品质承诺

1、为客户安装提供推荐拧紧力矩；在产品包装箱上表示产品批次信息便于追溯；

2、若因用户操作不当或其他非质量问题导致产品无法正常使用，应根据用户的需求协助解

决；

3、在接到用户质量反馈后 12 小时内做出响应，并在 24 小时内为用户提供合理范围内的服

务和解决方案；

4、从发货之日起 1年内，在规定的贮存、运输的使用条件下，因产业质量问题无法正常使

用，免费修理或调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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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品质方针的说明

质量第一：

精益求精：

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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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质量内部管理

3.1. 质量管理机构

3.1.1. 组织架构图

3.1.2. 总经理

经公司最高管理者任命、并授权其在质量管理体系方面指挥和控制系统。为确保公司的质

量方针、目标、战略的具体实施、评价和改进、产品质量（包括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所有的

作业班组（如有白/夜班）或过程符合要求。具体职责：担任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之总经理，在

原有职责的基础上，另再承担如下方面事宜：

1. 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符合 IATF 16949:2016 和 ISO9001:2015 标准的要求；

2. 确保质量管理体系各过程获得预期输出（有效性）；

3. 负责向最高管理者报告质量管理体系的绩效和任何改进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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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在整个公司内推动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5. 确保在策划和实施质量管理体系变更时保持其完整性；

6. 负责就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事项的外部联络。

7. 负责为质量体系策划提供相关资源，制定质量方针、目标，确定公司组织架构及各部门

职责权限，制定企业责任，关注客户满意。

8. 负责质量管量体系的策划与变更，并对策划或变更过程中的机遇与风险进行识别、分析

与对策。制定相关反应计划及质量目标的制定、统计与分析，

9. 负责对基础设施提供的决策；

10. 负责主持管理评审，按计划的时间间隔评审质量管理体系，并为改进项目实施提供

资源和支持。

3.1.3. 行政部

1. 组织质量方针、目标和《管理手册》的宣贯；

2. 根据公司发展战略及质量目标，组织分解至公司各职能部门，并负责督导、协调各部门

目标分解执行情况；

3. 协助总经理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监视和测量的策划及持续改进的策划；

4. 协助总经理组织内部质量体系审核，负责第二方、第三方审查的组织、协调、跟踪、验

证等工作；

5. 协助做好管理评审准备工作和输出报告执行情况的跟踪验证；

6. 负责质量管理体系文件、记录的归口管理；

7. 制定质量管理制度，不断提高质量管理水平，开展质量改善活动；一负责对各事业部、

职能部门质量考核的落实、执行；

8. 负责组织指导数据分析方法的应用并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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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负责认证产品标志的管理。

3.1.4. 品质部

1. 具体实施本过程的质量管理，开展各项质量管理活动，编制年度质量提升计划，支撑公

司高品质制造及质量目标的实现；

2. 在总经理领导下，负责公司质量目标的层层分解落实；

3. 组织实施来料检验、过程检验、成品检验；

4. 根据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编制进货、过程和最终产品检验标准（原材料除外）;一负

责各部门内部组织对不合格品评审和处置，并对生产过程中出现和流转下工序的废品进行监控、

确认；

5. 负责到期测量量具及测量设备的送检，正确使用监视测量装置；

6. 负责对质量数据的汇总、统计和分析，负责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采取纠正措施实施的跟踪

验证；

7. 负责协调、组织解决车间之间的工艺、质量问题；

8. 负责对本事业部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跟进验证整改措施结果；

9. 负责参与合同评审；

10. 负责认证产品的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

11. 组织实施产品出厂监督抽查测试、新品试验评价测试、客户验货等各项工作；根据

产品标准和技术要求，进货、过程和最终检验标准的批准；

12. 负责对质量检验数据的汇总、统计和分析，以及所采取纠正措施实施的跟踪验证

13. 负责对质量事故的调查、处理，跟进验证整改措施结果；

14. 参与新产品试制、试产的测试及评审，验证其性能及工艺性；

15. 负责质量事故的调查和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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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负责客户投诉处理与督导责任单位改进；

17. 负责对特殊工序、关键工序进行控制、监督和检查；

18. 负责参与供应商的评审、评定、绩效汇总，对供应商有最终的否决权；

19. 负责公司质量成本的统计、汇总和分析；

20. 负责对认证产品一致性的监视，确保产品的一致性。

21. 负责产品各项认证检测工作；

22. 负责监测装置的登帐、编号、标识、周检、维修、建档等管理；根据各监视测量仪

器的重要度及特性编制操作规范。

3.2. 质量管理体系

1、公司按 ISO9001:2015、IATF16949：2016 标准的相关要求，采用过程方法建立质量管理

体系，形成文件加以实施和保持，并持续改进，满足顾客要求，符合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

全的法律法规要求，以实现所有者、顾客、社会、员工及相关方满意。公司管理者代表具体负

责组织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

公司质量管理采用过程方法并做到：

a)识别所需的过程及在公司中的运用（如：A、B、C、D所描述）。

b)确定过程顺序及相互作用（如图 1描述了质量管理体系过程顺序及相互关系；章鱼图 E

描述了质量管理体系过程分类关系；矩阵图方法 F描述了 3类过程相互关系）。

c)为了确保这些过程的有效运行和控制，公司定义了所需的准则和方法并规定责任与权限；

d)确保过程所需的资源和信息的获得并对每个过程的风险与机遇进行了分析与确定；

e)监测并分析这些过程。

f)实现过程策划的预定目标并持续改进这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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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管理层根据本企业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质量管理目标，通过对比与量化以保证质量管

理目标与质量管理方针一致性及可测量性；将质量目标按“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三个层

次及“文件资料、人力资源、设备设施、财务管理、市场策划、材料供应、试产和打板、生产

制造、销售服务、体系管理”等职能在年度经营计划中予以分解，并向全体员工传达。

本公司总体质量目标:

顾客退货缺陷产品 PPM 值≤800PPM；

顾客满意度≥93 分

交付及时率 100%

为了达成公司总体质量目标时,各部门、及各过程将目标、绩效进行分解建立了<年度各

部门/过程质量目标>,并定期考评和管理评审时进行评审。

2、公司先后通过 IS0 9001 与 ISO/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15 环境管理

体系认证 等一系列体系认证，并于有效导入到各岗位，不断提高公司经营管理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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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质量诚信

4.1. 产品设计、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生产和售后过程中的质量诚信管理

4.1.1. 产品设计诚信管理

亿日荣获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专精特精”小巨人、国家科学进步奖，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研究开发中心等荣誉称号，其中恒压排气辅助制动器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项目登记为宁波

市科学技术成果。

公司在设计工作过程中充分考虑每个过程的内外部环境，认真识别过程的输入与输出要求，

设立相适应的职能部门，确立部门的内外部职责和相互协作关系，并对过程的结果进行指标监

控。为了过程确保满足关键需求，对承担过程的相关设立了考核指标，使过程的绩效与部门考

核以及相应的员工绩效相对应，以保证过程的长期有效性。由此，形成了相应的流程图、程序

或作业指导书以及关键绩效指标。创新和效率是过程设计的主要理念，公司在设计工作过程时

充分考虑了新方法、新技术、新知识以及灵活性，并对过程中的时间周期、生产率以及成本控

制等要求予以设计控制。

在科技成果方面，公司目前拥有专利总计 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8项，实用专利 12 项，外观设

计专利 1项。

4.1.2. 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程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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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语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消费者的满意是质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消费者满意是衡量产

品质量的有效标准。近年来，中环赛特通过积极推进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理念创新，在企业

管理等方面，特别是在质量管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和国际同行业先进管理水平相比还

有一定差距。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按照卓越绩效模式的要求进行自我评价和管

理，认识自身发展的不足，不断改革创新，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助推企业发展。同时，质量诚

信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中环赛特人将继续努力奋斗，诚信经营，

承担起企业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责任，为行业健康有序和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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