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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简介 
 

嘉兴雁荡包装成于 2005 年，在长三角地区投资兴建的大规模容器生产基地，致力

于研发，生产和销售容器包装等，拥有现代化的厂房和先进的生产设备及检测仪器，经

过近几年的发展，企业综合实力逐渐壮大，质量技术日益精进。 

  公司现有员工 200 多人，年产容器产品 10000余吨，系国内较大的包装生产企业之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涵盖片材、塑瓶、塑杯、塑盖、纸杯等，并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一系

列系统全面的包装解决方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容器产品，更注重和软

包材料的整体配套服务，例如 PS\PP杯，纸杯、吹塑瓶、片材与相应的盖膜、环标、压

花片，目前为蒙牛、伊利、光明、联合利华、费列罗、明治等大中型知名企业提供系列

包装及全面服务。在上海、北京、武汉、成都、深圳、杭州等地设有代表处，为国内众

多著名客户提供全方位便捷服务。 

  雁荡包装以：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秉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企业理念，

艺考精湛的技术，精良的品质，精诚的信用，精心的服务，携手国内外众多知名合作客

户，朝着“立足全国，面向世界，创一流包装企业”的发展目标不断迈进。 

公司先后通过 ISO:9001 和 ISO:14001 和 ISO 45001 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体系认

证；同年我公司引进先进进口实验设备组织成立质量检测中心。 

公司主营产品包括：纸、铝、塑复合、片材包装及容器制品、一次性塑料餐饮具、

包装装潢印刷品。 

主要产品有三大类：乳品包装、日化包装和冰品包装。 

乳品包装类：主要产品有容器印刷杯、塑瓶、膜内贴标杯、乳品套标杯、纸杯、纸

塑杯等产品，主要客户有光明、伊利、贝因美、味全、汇源、完达山、泰国达能、亚华

乳业、南山、新希望、君乐宝等； 

   



 

日化包装类：主要产品有洗衣液、洗洁精等清洁用品的包装，化妆品包装等产品，

主要客户有上海制皂、LG、联合利华等； 

 

冰品包装类：主要产品有冰激凌杯、塑盖、塑杯，主要客户有和路雪、一鸣、DQ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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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质量理念 

 

1.1 使命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己任 
 

1.2 愿景 

立足全国，面向世界，创一流包装企业 
 

1.3 价值观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1.4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方针 

质量第一，环境和谐，安全至上，实现顾客、员工、社会的持续

满意。 

 

 

 

 

 

 

 

 

 



 

第二章 质量内部管理 

2.1 质量管理机构 

2.1.1 管理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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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推动公司质量方针、目标、战略的具体实施、评价和改

进。具体职责包括： 

--按照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建设和完善公司

质量管理体系，提升质量管理水平； 

--根据公司发展的战略需要，组织更改、修订和完善《管理手册》和

相关文件； 

--宣传、贯彻公司质量方针，并对各单位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进行

监督、考核； 

--督促市场部门质量改进计划实施和质量意识的提升，改善质量管理

体系运行效果； 

--代表公司就质量管理的有关事宜与外部联络和沟通； 

--向公司汇报质量管理体系的业绩，包括改进的要求。 

2.1.2 质量部 

--贯彻执行本公司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方针、目标，按质量/环境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所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做好工作，以保持质

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在公司经理的直接领导下

履行好质量管理和质量检测的工作职能，并具有质量检验工作的独立

性，以保证检验结果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负责质量管理体系的建立、贯彻实施、持续改进工作，定期形成报告

报管理者代表； 

--编写或修订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手册, 负责编写或修订程序文

件的相关内容； 



 

--配合内部审核组做好审核工作，对出现不合格项采取纠正措施/预防

措施的实施和评价； 

--负责供应商的调查和评定工作；负责原材料、成品的质量检验和产品

生产过程中控制，做出是否合格的判定，制订检验规范，并组织实施

检查； 

--负责不合格品的管理，并对不合格品的最终处置结果审批； 

--负责本部门检验和测量设备的正确使用及日常维护和保养； 

--负责参与供方的评审工作；参与有特殊要求的生产计划单评审。 

--负责产品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控制，做好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实

施控制； 

--负责与产品质量有关的法律、法规与其他要求的获取与识别； 

--负责与部门职责有关的环境因素、危险源的识别、更新、评价与日常

控制； 

--负责顾客满意分析，做好客户信息反馈工作。 

--协助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的控制，并督促实行； 

--负责做好本部门资料记录的归档和保存； 

 

2.2 质量管理体系 

2.2.1 雁荡包装视质量为发展之本，竞争之源，长期坚持质量管理体

系建设，致力于满足市场需求的研发项目，积极吸纳先进管理方法。

公司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2021年导入卓越绩效管理

模式，通过导入各种先进的管理模式，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和用户

满意度。 

公司质量目标为： 

a)顾客满意率达到 96%以上； 

b)合同履约率 98%以上； 

c)顾客投诉处理率 100% ； 



 

d)生产及时完成率 96%以上。 

2.2.2 公司领导清楚的认识到如今市场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

公司持续不断加大对职工进行产品质量教育和业务能力培训的力度。

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等多种方式来完善员工教育培训体系，坚持培训

与考核相结合，从公司发展和员工需要两方面，精心合理地安排培训

内容，开展多层次、多形式、多渠道、差异化的培训，充实员工在内

部管理、业务能力、综合素质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完善的培训体系，

不仅提高了员工的业务能力，而且大大提升了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对

企业质量文化的理解。 

 
 
 
 
 
 
 
 
 
 
 
 
 
 
 
 
 



 

第三章 质量诚信 

3.1 质量诚信管理 

3.1.1 完善质量体系，加强质量管理 

公司成立以来，公司始终坚持以顾客为关注焦点，持续改进质量

管理工作，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通过消化国家标准、浙江制造标

准，优化生产流程与工作流程，建立起了比较完善质量管理网络。质

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多体系在企业

内部的高效运行，同时，导入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这一切，在很大程

度上促进了工作质量和产品质量的提高。 

3.1.2 严密节点控制，重视过程管理 

公司按照纸杯标准要求设有质量关键点，实现检测项目全覆盖，

生产过程层层把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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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责任管理 

公司制定质量管理考评管理制度，对生产部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鼓励责任部门和管理人员对体系运作、监督、客诉出现的问题进行快

速反应、积极整改，彻底有效地执行纠正措施，避免出现质量、客诉

问题后不纠正不改进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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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新等措施，使广大员工充分

参与到质量改善的每一个环节，提升产品质量、分享改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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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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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部门，各部门对受控目标任务

进行分解、统计、分析、改进，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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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质量文化建设 

3.2.1 诚信教育 

公司通过人力资源控制程序和培训管理规定，对质量诚信教育制

定培训方案，通过培训评价对培训效果进行验证，在全公司范围内推

广和宣传质量诚信的精神。对包括企业产品研发、生产、采购、销售、

服务等所有产品领域的质量控制、企业诚信文化的建设、宣传及活动

组织、环境与职业安全健康等方面进行系统培训。 

3.2.2 诚信自律 

公司先后获得浙江省科技型企业证书 、省级高新技术企业研究

开发中心、浙江省高成长科技型中小企业、嘉兴市科技创新领先企业、

嘉兴市企业技术中心、嘉兴市专利示范企业、浙江省纸杯产品质量对

比综合优胜单位等荣誉，在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的同时，公司始终将

企业质量诚信建设视为重要的一环，通过树立先进的企业价值观和正

确的经营理念，守法经营，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3.2.3 企业文化 

一个真正有生命的企业是因为有着重厚的质量基础作保证，一个

企业的质量形象是靠每一位员工精心打造出来的。质量是生产过程的

积累，只有生产过程中做到层层把关，点点控制，所生产的产品才有

可能保证质量，成为人们心目中信的过的产品。为切实营造一个良好

的质量文化氛围，公司领导积极倡导，通过员工主动参与、潜移默化

的方式沟通职工的思想，从而产生对企业质量目标、质量观念、质量

行为规范的“认同感”，树立“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理念。在质量

文化所形成的氛围中，为实现企业的质量改进目标而努力工作，在自



 

身技能提升的同时也有力促进了质量文化建设。 

公司通过提高广大员工诚实守信的道德素质，建设了一支讲诚信、

业务精、作风硬的高素质员工队伍。公司始终以遵章守法为前提，以

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以优质服务的手段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使诚实守

信渗透到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 

 
 
 
 
 
 
 
 
 
 
 
 
 
 

 

 

 

 

 

 

 

 

 

 

 

 

 

 



 

 

第四章 质量基础 
 

 

4.1 产品标准、专利、创新项目 

公司质量部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监控，组织评估创新技术，识别

创新点，通过不断技术创新，公司获得授权专利 42 项，其中获得授

权发明专利 7 项，实用新型专利 33 项，外观设计专利 2项，见下表。 

专利和软著清单 

序

号 
单位 专利申请号  名     称   类别  授权日期 专利状态 

1 雁荡 2013102040418 一种纸杯杯底成型机 发明 2015/8/19 授权 

2 雁荡 2013101762722 冷饮机包装带包装机 发明 2015/4/5 授权 

3 雁荡 2013101586595 高抗冲聚苯乙烯杯 发明 2015/10/28 授权 

4 雁荡 2014101880009 自动理杯机 发明 2016/1/20 授权 

5 雁荡 2014101916320 一种纸杯用杯身 发明 2015/9/9 授权 

6 雁荡 2015106080470 杯盖出料装置 发明 2017/6/30 授权 

7 雁荡 2016104604616 PS盖收料装置 发明 2018/4/24 授权 

8 雁荡 2015207365783 多台片材机集中供料装置 实用 2015/12/30 授权 

9 雁荡 2016205789244 一种切割装置 实用 2016/10/26 授权 

10 雁荡 2016206266520 塑杯出料装置 实用 2017/2/15 授权 

11 雁荡 2016209889307 一种具有防盗功能的纸塑复合杯 实用 2017/4/5 授权 

12 雁荡 2016210256381 分离式防盗纸塑复合杯 实用 2017/3/5 授权 

13 雁荡 2017206787607 一种片材加热装置 实用 
2017/12/2

2 
授权 

14 雁荡 2017206791689 一种塑盖一体成型装置 实用 
2017/12/2

9 
授权 

15 雁荡 2017206655311 一种塑杯套膜拍打装置 实用 
2017/12/2

2 
授权 

16 雁荡 2018206910964 
一种有利于纸套杯成型的冲头装

置 
实用 

2018/12/1

4 
授权 



 

17 雁荡 2018208050854 
一种能提高套标收缩效率的热收

缩炉 
实用 2019/1/21 授权 

18 雁荡 2018208070078 一种纸杯机 实用 
2018/12/1

8 
授权 

19 雁荡 2018206892576 一种成型机的边料收卷装置 实用 
2018/12/1

4 
授权 

20 雁荡 2018208056899 一种加热炉的塑杯传送装置 实用 2019/1/21 授权 

21 雁荡 2018208056757 一种成型机 实用 2019/1/21 授权 

22 雁荡 2019212244062  一种防偏机构 实用 2020/4/7 授权 

23 雁荡 2019209664665  废料收集装置 实用 2020/3/20 授权 

24 雁荡 2019209664307 塑料杯成型装置 实用 2020/5/26 授权 

25 雁荡 2019212476252 一种具有除灰功能的杯盖贴标机 实用 2020/7/10 授权 

26 雁荡 2019215032094 一种油墨发泡复合杯 实用 2020/6/26 授权 

27 雁荡 2019212503921 
一种避免瓶口进灰的酸奶瓶瓶口

打磨装置 
实用 2020/4/10 授权 

28 雁荡 2019209663450 用于收集纸片的堆积装置 实用 2020/3/20 授权 

29 雁荡 2019215031636 一种纸塑杯输送装置 实用 2020/5/19 授权 

30 雁荡 2020213066879 盖子下料收集装置 实用 2021/2/23 授权 

31 雁荡 2020213062967 盖子推料滑料组件 实用 2021/2/23 授权 

32 雁荡 2020213166345 盖子出料导向组件 实用 2021/2/23 授权 

33 雁荡 2020213474558 塑料杯高效取杯装置 实用 2021/3/29 授权 

34 雁荡 2020219768216 一种酸奶杯 实用 2021/7/30 授权 

35 雁荡 2020220464230  一种点勺机用喷胶装置                     实用 2021/6/15 授权 

36 雁荡 202022047651X 一种点勺机用视觉识别排废装置         实用 2021/6/8 授权 

37 雁荡 202022047517X 一种点勺机用压勺装置                     实用 2021/5/25 授权 

38 雁荡 2021216862009 一种扣杯 实用 2021/12/14 授权 

39 雁荡 2021304704777 包装杯口配件 外观 2021/11/16 授权 

40 雁荡 2021304704809 酱扣杯 外观 2021/11/23 授权 

41 雁荡 2021220342100 一种塑料杯自动收集装置 实用 2022/1/7 授权 

42 雁荡 2021227340534 一种铝箔纸切边装置 实用  授权 



 

 

4.2 计量水平 

公司按国家法律和法规建立了有效的计量保证体系，由质量部负

责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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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有量具均采购自国内外知名品牌，并在检定校准时积极与嘉兴市计

量院等法定计量机构进行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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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认证认可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 ISO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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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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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公司主要有 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ISO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等。 

 

4.4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我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的要求，建立和

完善了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悬挂上墙。加强对职工

的宣传教育，狠抓制度的落实工作，确保了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有

效杜绝了“三违”现象发生。 

为了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公司加强了对特种设备和特

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完善了特种设备和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管理

制度，对特种设备定期进行保养和检测，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确保

设备保持良好的运行状态。 

公司的特种作业人员，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持

证上岗，规范操作，确保了作业安全。 

 



 

第五章 产品质量责任 

本公司郑重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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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货之日起，在合规储运条件下，产品质保期为两年，质保

期内出现属产品制造质量问题，制 造商应提供免费更换服务或退货

处理。 

3、客户提出问题时，制造商应在 24 h内做出响应，必要时，到

客户现场给予技术支持。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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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企业周围环境、生产现场符合国家法规的要求。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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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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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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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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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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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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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 质量风险管理 
 

6.1 质量投诉 

为规范顾客投诉处理流程，公司制定了《客户投诉处理管理规定》，

对公司产品质量管理，及时处理并答复客户反馈质量信息，市场部受

到客户质量反馈信息，及时传递到生产部和质量部，由质量部负责处

理客户反馈问题。 

客户投诉处理流程图 

记录客户投诉内容    判断客户投诉是否成立    确定投诉处理

部门    分析原因并提出处理意见和方案    提交主管领导批

示    实施处理方案    总结评价 

市场部负责投诉的受理、传递，负责将处理结果与投诉客户沟通、

解释，包括对客户投诉当时情绪的安抚。 

质量部负责投诉处理的分类传递和呈报审批，组织投诉原因的追

查、纠正预防措施的监督落实。 

其他部分对投诉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调查。 

根据顾客投诉处理规范，编制《产品客户质量投诉处理材料汇 

总》，对投诉信息进行收集、整合和分析，及时解决并加以反馈，将

其用于公司及合作伙伴的改进，并对整改进行监督、评价。 

信息收集、整合管理。通过顾客回访、网站发布信息、顾客反馈

等方式收集投诉信息，受到投诉信息后，进行记录、分析和整理，并

根据流程转发到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在分析投诉信息时，借助相关的

统计分析工具；在分析一些技术类或人员素质的问题时采用头脑风暴

等方法。 

 信息分析、共享，与改进管理。针对难以解决的投诉问题，由

质量部把它列入专门台账，进行分析、整理后共享。对出现类似投诉

后，按数据库的知识处理，提高投诉处理效率。 



 

6.2 质量风险监测 

6.2.1 质量控制点 

公司对产品质量关键特性、关键部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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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了相应关键岗位作业指

导书。通过对质量控制点的人员能力、设备、物料、作业指导书、环

境、评比策划，使得产品质量关键特性、关键部位、薄弱环节存在的

风险处于控制中。 

6.2.2 质量监督审核 

公司设置质量部，通过对各生产现场进行监督，对生产过程、工

艺纪律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质量监督检查所发现问题点的整改

情况进行督促，确保其及时有效的整改。 

 

6.3 应急管理 

为了提高本公司对突发事故和险情的应急能力，保证在发生重大、

特大事故时，指挥调度畅通，人员、设备、物资能及时到位，确保本

公司在发生事故时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保护员工的生命、环境和国

家财产安全，把事故损失降到最低点，依据国家《安全生产法》、《突

发事件应对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结合我公司实际情况制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分综合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两个级别，综合应急预案是公司

组织管理、指挥、协调相关应急资源和应急行动的整体计划和程序规

范，专项应急预案是总体预案的组成部分，是针对不同的突发事故的

行动方案和保障方案。为了达到应急救援能够准确及时响应，公司定

期组织员工进行应急演练，并对演练过程中存在问题的地方进行改进

完善，以确保突发事件发生时，能够启动应急预案，规避风险减少危

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