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量诚信报告

2021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质量诚信报告

2

郑重声明

本公司出具的质量诚信报告，是依据国家有关质量法律、法规等进行撰写。

报告中关于公司质量诚信是公司现状的真实反映，本公司对报告内容的客观性负

责，对相关论述和结论真实性和科学性负责。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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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报告为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本公司”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布的《质量诚信报告》。本公司保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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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本报告描述了 2021年 1月 1日至 12

月 31日期间，公司在质量诚信等方面的理念、制度、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绩效等。

报告发布形式：

本公司一至二年定期发布一次质量诚信报告，本报告以 PDF电子文档形式在本公司官网向

社会公布，欢迎下载阅读并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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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简介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千束），公司筹建于 2013年 7月份，于 2013

年 8月开始投建，坐落在浙江省龙泉市八都镇平山岭工业园区，是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全

资子公司。目前占地面积约 116亩，共有员工四百余人。注册资金 5000万元，项目总投资 8000

万元，是一家融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的现代化竹木制品加工企业。公司主营竹砧板、木砧板、

竹牙签、拼接木砧板、湿木砧板、擀面杖、刀架等产品加工。

公司已建立包括商超、经销商、电商、外贸、其他直营等在内的多元化立体式的销售网络，

营销渠道覆盖全国以及欧美部分国家。公司以集团自有品牌“双枪” 向国内外终端消费者供

应系列齐全、设计独特、材质新颖的环保日用餐厨具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创新，兄弟公司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与浙江

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为一套人马两个法人）系高新技术企业，拥有省重点企业研究院，并设

有“浙江省博士后工作站”。公司以研发设计为驱动，截至 2022年 9月，公司共计拥有 8项

发明专利和 24项实用新型，并荣获“2021年龙泉市人民政府质量奖”、“科技特派员示范基

地”、“丽水市节水型企业”、“工业企业纳税（费）大户”、“十佳亩产贡献企业”等殊荣。

公司立足于璀璨的中华文化，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精湛工艺对竹木材料进 行深加工，

并以设计对产品赋能，推动文化创意与传统餐厨具的深度融合。产品得到市场认可，从而带动

上游竹木产业发展，进而获得国家以及行业认可，荣获 “功勋企业奖”、“竹木加工转型升

级示范企业”、“龙泉“十强”工业企业”、“龙泉竹木副会长单位”、“2021年度丽水市

生态黄管理示范企业”等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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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目前公司主要产品包括筷子、砧板、勺铲、调味罐、刀叉勺、刀具、置物收纳、居家小工

具等。

品牌介绍

双枪：集团公司的核心品牌，运用企业的核心技术、核心团队倾力打造，产品遍布国内各大连锁

商场、超市以及各大销售网站，深受主流消费群体的信任和喜爱。

橙意：为进一步挖掘渠道深度，激发县级市场的消费潜力，双枪推出橙意品牌，以高性价比的产

品和专业化服务，开展渠道下沉、深度分销，满足更多消费需求。

东方天香：集团公司旗下独立设计师品牌，将中国传统美学元素与精湛的制作工艺紧密融合，彰

显中国文化内涵，凭借奥运筷、世博筷、G20 印月筷等国礼作品风靡国际。

西子千束：为满足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推出的小众品牌，主打日式风格，设计简约，做工精

致，更加符合当下“小清新”、“森系”、“佛系”年轻人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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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结合自身实际，建立了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贯彻以原料稳定、工艺稳定、操作稳定

最终确保质量稳定的方针。公司配备了自动多片纵锯机、强劲双面压刨、磨边机、拼板机、烘

干塔、蒸煮池、可程式恒温恒湿试验箱、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电热恒温水浴槽、色差仪、紫

外可见分光光度计等必要的生产设备和检测设备，为产品质量以及售后服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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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质量理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环境保护法》《安全生产法》《消防法》等法律法规要求，

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系和企业标准管理体系，有效运行 GB/T 19001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作业指导书、检验

规范等，持续提升质量管理水平。公司运用 LEC、KYT等方法对产品制造全过程进行风险识别、评价和明确

控制措施，形成了从研发、采购、生产、检测、包装、转运交付到客户服务等全过程质量安全保证体系。

根据 GB/T 19001 的要求进行实施，加强日常维护工作，定期组织内审、管理评审，以便及时发现管理中的

不足并作出改善。目前在体系管理中，各部门职责清晰、流程完善、质量目标得到了提升。

企业文化

使命 成为工业文明典范，让世人生活更美好

愿景
我们有一个信念，双枪竹木，尽善尽美，尽显中华风采；

我们有一个愿望，普天之下，有华人处，就有双枪竹木。

核心价值观 追求品质，真诚守信

质量理念 质量百分百，有缺陷的产品就是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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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质量目标

序号 项目 指标 测量方法

1 产品一次检验合格率 ≧98% (交付总数-客户投诉产品数)/交付总数*100%

2 顾客满意率 ≧90% ∑(客户满意度调查得分)/(总分*调查次数)*100%

3 重大适量事故 0 按实际发生

四、质量内部管理

一、质量风险监测
质量监督通过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和过程管理体系、实施各种质量控制手段、建立完善的售后服

务体系等措施来确保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每道工序都制定了岗位职责和作业指导书，每道工序都有明确的

质量控制点及工艺卡片的质量控制实施方法和要求。并设立了严格的内控指标。质量控制和监督涵盖了产

品形成的全过程。

公司配备了先进的检测设备，质保部负责三大过程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检验。公司出厂产品质量稳定，

从未发生过质量事故。

二、不合格输出控制
公司建立了《产品监视和测量控制程序》、《不合格品控制程序》，对原辅材料、过程输出物、成品

检验发现的不合格品进行管理。针对原辅材料检验不合格，由仓库对不合格的原辅材料进行“不合格”标

识、隔离，质保部填写《外协产品处理表》在 ERP上发起不合格处理流程；针对过程检验不合格，车间检

验员通知本车间操作工及时记录和标识，车间操作工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处理，处理后，通知车间检验员重

新取样分析，直至重新检验合格。针对成品检验不合格，由质保部填写不合格检验报告单及《生产异常单》，

送交生产部，同时通知生产车间做好不合格品的标识、隔离；由生产部对该批不合格品进行评审，提出返

工、降级、让步、报废等处理意见，通知有关部门实施。对可返工处理的不合格品，经过返工处理后，由

车间填写请检单，通知质保部检验，出具检验报告单，确认质量上完全符合标准要求时方可入库；对不能

重新返工处理，但尚有使用价值，且又有顾客需要的产品，质保部接相关部门通知后，填写《让步申请表》，

报主管总经理审批后才可交付。如下所示，为原辅材料、过程、成品检验不合格管控流程。

三、质量保障系统
公司制定了《产品召回控制程序》，对不合格发运出公司造成大批退货、或国家、省级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不合格等不合格输出的情况进行了识别，同时建立了处置、处罚机制。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2021年度质量诚信报告

10

公司保留下列形成文件的信息：

a) 有关不合格的描述；

b) 所采取措施的描述；

c) 获得让步的描述；

d) 处置不合格的授权标识。

四、全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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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企业文化，公司建立了一整套道德规范道体系，正确处理好企业与员工、社会等之间的关系，做

到讲道德、依法纪。

1）为规范员工职业行为，树立廉洁从业、勤勉敬业的良好风气，公司制订了一系列道德行为准则，组

织员工认真学习《员工日常行为规范》、《员工手册》，遵守公司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

2）从意识、行为上加以教育、引导，严格要求品行。

五、诚信教育

为加强生产过程质量控制和提高员工质量意识，公司不定期组织相关质量意识、诚信意识、工艺要求、

设备知识等技能培训以及学历培训，由公司内训师或外聘讲师负责技能培训。形式、方法多样，以提高培

训效果。根据培训情况后续持续关注培训效果并作效果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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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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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质量责任

一、产品质量承诺

1、本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安全生产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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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本企业周围环境、生产现场符合国家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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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相关规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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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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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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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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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保证所生产的每一批产品都能进行追溯，如生产日期、班次，生产原料、生产过程、检验人员等等。

二、生产许可情况
本公司生产加工场所、生产设备、设施、检测仪器、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等在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

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均在有效期内。

三、售后质量承诺

公司对浙江制造认证产品做出以下承诺：

1、自收货之日起 12 个月内，在正常的运输、贮存、使用情况下，如出现因材料或制造工艺而造成的

脱胶、开裂等缺陷，提供免费更换或退货处理。

2、客户对产品质量有诉求时，应在 24 小时内做出响应，三个工作日内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

3、产品会提供使用说明、使用环境及使用注意事项，保证消费者能正确理解和使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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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束 语

近年来，浙江省以标准和认证为手段，以高标准引领打造“浙江

制造”品牌，强调不断完善质量诚信标准体系、加快质量信用信息化

建设。依据要求，公司相继完善了相关制度，认真贯彻落实，并自觉

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管理。

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任务，要完善质量

诚信体系建设的规章制度，巩固和深化企业质量诚信建设所取得的成

效，必须建立长效机制，科学实施，常抓不懈。公司承诺坚持持续改

进质量管理体系，不断提升质量诚信水平，完成“成为工业文明典范，

让世人生活更美好”的伟大使命而努力！

浙江千束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七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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