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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度质量信用报告 

第一部分 报告前言 

一、编制规范 

为了履行企业的产品质量主体责任，建立和健全质量诚信自律机

制，主动向社会、消费者公开产品质量状况和质量承诺信息，接受社

会监督，根据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关于组织开展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发布通知的规定，按照完整性、客观性、时效性、通俗性原则，结合

企业的实际情况，特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所涉及的内容客观、真实、准确、有效，自愿接受对企业

的有关情况进行公示，接受社会监督。 

本报告的组织范围为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的时间范围为 2021 年度，即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所涉及的本公司数据系生产经营中所形成的真实数据，所

涉及的其他企业数据系政府统计部门或行业协会所发布的信息数据。 

获取方式：本报告有纸质版和电子版，请从公司办公室获取。 

二、企业高层致辞 

以“优质满意、永无止境”为方针，坚决落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

严格遵守行业相关质量法律法规，始终以高于国家标准的内控标准来

严格要求自己，健全产品质量、服务追溯体系，切实履行企业质量主

体责任，依法承担质量损害赔偿。为确保质量诚信体系的有效运行，

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从考核手段上加以落实约束，从质量文化上加以

引导，从努力改进和积极实施名牌战略上加以提高和升华，大力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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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建质量诚信工作氛围和体系，不断努力提升公司产品的使用性

能，切实服务用户。质量为基，诚信为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努力践行

质量第一、诚信经营的社会责任，持续打造精品，向质量求效益，以

质取胜。 

三、企业简介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临海市，2014 年 10 月上市

（股票代码：603010），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浙江省创

新型示范企业，是全球最主要的有机磷系阻燃剂生产企业之一。同时，

还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浙江出口名牌”、 “浙

江省信用管理示范企业”、“政府质量奖”等多种荣誉。企业现有职工

730 余人，其中专业从事研究开发人员 104 人。截至 2021 年 12 月

底，企业拥有总资产 272995.77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340130.25 万

元，利润总额 89672.17 万元。 

公司专业从事有机磷系阻燃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在十余年的

研发、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公司始终坚持将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

源动力，每年都将销售额的 3-4%投入到研发创新中去，建立了无卤

阻燃剂省级工程研究中心、浙江省企业技术中心和省级高新技术企业

研发中心。此外，公司以创建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企业研究院为平

台，不断健全创新激励机制，不断培育、引进创新人才，不断推进创

新成果的转化。目前，由研发中心研究开发的专利产品 WSFR-PX220 

、WSFR-RDP、WSFR-HF-4、WSFR-504L 被列入国家火炬计划，

均已完成验收。另外，公司已有多项产品通过省级新产品鉴定，技术



2021年度质量信用报告 

水平均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截至 2021 年末，公司拥有有效知识产权

38 件，其中发明专利 27 项，实用新型 9 项，软件著作权 2 项，是台

州市专利示范企业，2021 年公司通过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再认证。 

通过坚持清晰的市场定位和自助创新的发展道路，企业阻燃剂业

务经历了产品线由单一到丰富，市场定位由低端到中高端的发展历

程，目前企业主要产品包括聚氨酯阻燃剂（聚氨酯软泡阻燃剂和聚氨

酯硬泡阻燃剂）、工程塑料阻燃剂等两大类 20 多个主要品种。产品主

要应用于航天、汽车、电子、建筑以及家具等领域，在行业内享有较

高的品牌影响力和美誉度，产品远销美国、欧洲、南美、韩国、日本、

东南亚等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分别在欧洲、美国、英国、香港设立

全资子公司，已同陶氏化学、拜耳、朗盛、巴斯夫、宜家、沙比克（Sabic）

金发科技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面对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公司将继续以“走在阻燃领域前

沿，与世界同步”为使命，以技术创新为驱动力，以市场需求为先导，

致力于绿色环保阻燃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努力将公司打造成世界

有机磷阻燃剂的重要供应商之一。 

第二部分 报告正文 

一、质量诚信文化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有深厚的企业质量诚信文化底蕴，在以董

事长高献国为核心的领导人的精心培育下，形成了包括企业使命、愿

景、核心价值观、诚信理念在内的独具特色的企业质量诚信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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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诚信目标 

“优质满意、永无止境” 是一贯坚持不变的经营宗旨。产品质量是

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可靠基础保证，诚信经营是企业遵纪守法的基本

要求，目的是生产出符合质量标准和预定用途的产品。 

“预防为主，风险控制” 企业注重生产过程中的产品的风险质

量控制，在手段上以预防为主，通过风险分析工具和监控，将产品质

量事故杜绝于萌芽状态。有明确的质量目标： 

1） 产品一次性合格率 ≥93%（9000 目标）   

2） 顾客满意度 ≥90%  

3） 客户投诉次数（因质量管理导致的投诉）≤10次 

2、质量诚信承诺 

（1）严格遵守和执行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计量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保

证诚信经营，生产加工，销售、品牌宣传、售后服务活动诚信守法、

不弄虚作假，并完善质量档案。 

（2）严格按相关产品的国家标准建立产品的质量标准并严格落

实执行，确保产品符合质量要求及法律法规要求。 

（3）公司遵照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

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内部审核及管理评审，

推动公司的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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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证用于产品检验的检测量具、仪器设备经过校准（有资

质的校验机构）并有效，使所有质量检验活动严谨有效，并通过质量

活动的记录，保证其具有可追溯性。 

（5）公司承诺以顾客为关注焦点，以客户满意为企业的行为准

则。 

3、质量诚信精神 

我们的愿景是“做全球功能性精细化工助剂行业的一流企业”使命

是“创新科技、造福人类”，价值观是“诚信、务实、自律、包容”，和“优

质满意、永无止境”是万盛的质量方针；“不断提升有机磷阻燃剂产品

性能，不断开拓有机磷阻燃剂的适用领域、不断促进有机磷阻燃剂的

持续发展”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均体现了企业质量诚信精神。 

我公司在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培训时，“质量诚信”作为第一堂的必

修课，要求每一名新入职员工都必须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公司的质量

诚信管理体系中，熟练掌握和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管理制度，确保每

一名员工都是质量管理工作的参与者、执行者和监督者。 

4、质量诚信学习典型 

作为生产技术部的工艺副主管-毛飞扬，在日常工作中注重产品

的生产质量管理，随时关注各车间的粗品中控检测数据，及时调整、

调查并解决异常情况，保证公司的年度质量指标。其提出的《TDCP

酸值改进项目》获得公司 2020 年优秀提案，在 2021 年的三车间的

自动化改造项目讨论中，提议使用薄膜蒸发器对 504L 产品进行连续

蒸馏脱水，获得改进肯定，并将实施。同时完善了《异常预防、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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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模板》等制度，对管理磷酸酯生产工艺，为质量提供可靠保障。 

二、质量诚信管理基础 

为了进一步提升质量管理水平，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和提升，我公

司坚持开展质量管理体系、标准体系和计量体系建设，建立和健全了

质量诚信管理机构，制定和完善了质量诚信管理制度，取得了相关的

行政许可，不断强化检验检测能力，为公司的质量诚信管理工作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 

1、质量诚信管理机构 

为了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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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裁担任公司质量诚信管理负责人，

全面负责公司的各项日常管理工作。 

下设质量管理部、研究院、生产管理部、采购部、销售事业部、

设备管理部、行政管理部、人力资源中心、财务中心等，各部门职责

明确，分工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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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质量诚信目标。 

公司建立了质量方针和质量诚信目标，人员、厂房、设施和设备

能保证实现质量方针和目标的条件。建立了独立的质量诚信管理体系

及相关制度，设立了质量管理部门、生产部门等管理机构，明确了各

部门及相应管理人员的职责。 

2、认证许可 

我公司属于制造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安全生产许可证等。公

司 2013 年起即建立了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并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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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 2021 年 11 月，通过了万泰认证公司的 GB/T19001 质量体系，

GB/T24001 环境体系和 GB/T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再认证。 

3、质量、标准体系建设 

我公司以国家标准为基础，制订更加严格的内控标准，作为公司

生产经营活动的规范。2021 年全面修订完善了公司的技术标准、管

理标准和工作标准，质量控制相关标准 247 项，体系能够满足公司运

作要求。为监视和测量质量体系的有效运行，企管部除按计划每年组

织一次内部审核和一次管理评审外，还采用滚动式方法按月对各个部

门进行监督检查，对审核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制定纠正措施进行改进。 

4、检验检测能力 

公司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文件法规，设有专职

计量人员负责公司的在用计量设备管理、配备并定期完成校检工作，

保证量值溯源准确可靠。化验室人员还不断交流在检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以便针对问题及时制定纠正措施，不断充实完善计量方法，提

高检验水平。同时为保证公司产品制造质量可靠稳定和安全，并符合

国家法规的要求，质量管理过程严格按照国家、行业标准、企业标准，

从产品检验特点出发，制定了相关的仪器操作规程、检验规程等相关

作业指导书。确定了岗位职责及相关方法并进行了有效培训。 

公司根据产品特性，配置了行业内首屈一指的检验设备，包括原

材料检测、中间产品及成品检验，其中拥有 GCMS、高效液相色谱

仪、散射式浊度仪、离子色谱仪、阿贝折射仪、数字熔点仪、挥发酚

测定仪等一大批先进的检测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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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计量体系建设 

我公司对所使用的计量设备进行严格的管理，强检器具均认真、

全面登记造册，定期接受市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检查和校验。 

6、质量奖惩体系 

公司将质量指标确定为公司级 KPI，作为生产副总、生产管理部、

质量管理部等部门重要的考核指标。建立了质量激励机制，实行“质

量否决权”并认真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对职工调动、晋级、提升、

奖励或处罚的重要依据。 

三、质量诚信管理 

我公司从原材料采购、产品生产交付到售后服务，从新员工入职

培训、员工个性化培训到班组晨会，从企业经营、环境保护到社会责

任，始终把质量诚信工作放在首位。 

1、对员工的诚信教育 

我公司在对新入职员工进行培训时，“质量诚信”作为第一堂的必

修课，要求每一名新入职员工都必须将思想、行动统一到公司的质量

诚信管理体系中，熟练掌握和严格执行公司的质量管理制度，确保每

一名员工都是质量管理工作的参与者、执行者和监督者。 

在员工的日常个性化培训中，质量诚信方面的内容占了很大的比

重，不断强化和提升员工对质量诚信的认识，使员工乐于接受更加严

格的质量标准的挑战。 

在每天的班组早会中，班组长都会通报昨天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今天质量主义事项，帮助责任员工分析原因，制定解决的办法。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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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质量工作评比，对在质量管控工作中表现优秀的员工进行奖励，

对问题较多的员工进行处罚，以正激励，充分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

振士气，不断强化员工对质量管控工作的热情。 

2、产品设计诚信管理 

我公司在新产品设计时，严格按照产品技术质量协议进行，以及

遵照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 标准执行，对产品质量提前进行策划。 

3、原材料或零部件采购诚信管理 

严格按照 GB/T19001 质量管理体系，通过供应商的考评确定

合格供应商。在原材料和零部件采购上，实行集体统一管理，明确

各类物资的理化指标标准。对供应商严格筛选，坚持按批量抽检，

凡达不到标准的原材料一律不得入厂。 

4、生产过程诚信管理 

公司严格按照客户要求设计不同品种的生产工艺，实行班组自

检、质检人员专检等方式保证产品质量，鼓励班组制造精品。生产

过程中，严格检查下道工序检验上道工序，一旦出现问题，立即停

线，拒绝不合格品向下流通。成立 QC 小组，解决生产过程中出现

的影响质量的问题。公司所有产品均检验合格，方可出厂。 

5、风险监测和应急管理 

我公司质量管理部独立于生产部门之外，成为质量诚信管理的

“第三方”监督人。 

在具体生产过程中，分厂 QC 人员负责对车间当班生产情况进行

检测；在应急管理方面，我公司成立了“事故应急处理小组”，强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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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发性质量问题的协调解决能力，对各个工序、各种情况引发的质量

事故的应急处理办法和责任人进行了明确的要求和规定。 

6、产品售后和质量诚信管理 

公司建立有完善的营销服务管理体系，销售事业部部设立专职售

后服务人员。 

四、产品质量责任 

我公司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注重在生产经营中对员工和环

境的保护，较好地履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1、安全生产管理 

为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化，措施规范化，工作标准化为基础的安

全管理体系，我公司建立了安全管理机构，成立了安全生产委员会，

明确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定期召开安全专题会议。 

公司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了特种设备使用管理制度，包括作业人

员培训教育制度、维护保养制度、日常检查制度、隐患排查治理制

度、安全会议制度、档案管理制度、定期报检制度、特种设备节能

减排制度、安全目标管理制度、接受安全监察管理制度。 

公司制定了安全生产管理目标，分解落实到各部门，进行严格

考核。制订了从总裁到员工的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通过开展《安

全生产月》，提高了员工安全生产素质。 

2、环境保护管理 

企业一贯重视环境保护及污水治理，各项排放指标均达到国家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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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质量保证承诺 

在对产品进行供货和宣传时，我公司严格遵守客观真实、质量

诚信的原则。虽然每月为客户提供大量样品以及产品，但均保证为

客户提供优质产品，让客户满意。 

4、劳动保护管理 

我公司按照规定向员工发放劳保用品，包括手套、工作服、工

作鞋、护目镜、防护面罩等劳动保护物品，并要求员工在工作期间

必须佩戴到位，以避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危险对员工造成伤害。每

年夏季，我公司为员工发放风油精、速效救心丸等药物，并为员工

提供绿豆汤、冰糕等降温物品以便饮用，防止员工出现中暑现象。 

5、质量公益宣传 

我公司在做好自身的质量诚信管理工作外，还积极地参与各级

政府部门组织的各类质量公益宣传活动。   

五、结束语 

在日渐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发展正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021 年，我公司虽然在质量诚信管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离公司的目标、客户的期望还有很长的

路要走。2022 年，我们将更加努力前行，积极探索企业质量工作的

新思路、新方法，不断实行质量诚信工作的新改进、新措施，推动

企业各项工作全面提升，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