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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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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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数据说明：报告内所涉及数据来源于公司，数据真实、有效。本报告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报告涉及的财务

数据均以人民币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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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是正康的生命、是正康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康始终坚持“顾客第一、质量第一、信誉第一、优化品种，

以质取胜，走质量效益型发展道路”的质量方针，秉承“铸造精品 超越期望”的企业质量理念和“诚信合作 共创共

赢”的企业营销理念。切实履行质量安全主体责任，提升产品质量水平，恪守诚信，依法经营。每位正康员工以追求品

质为核心，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努力把工作做到最好，向客户提供卓越品质的产品，以“以市场为龙头，以产品

为依托；以人才为根本，以科技为动力”为总体经营策略，推动建设“国际新型管道标杆品牌”的正康愿景目标的加快

实现，成就正康未来的可持续发展。

SPEECH BY SENIOR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企业高层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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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康股份始创于1999年，2017年于美国纳斯达克主板上市（股票代码：ZKIN），专注为世界奉献新型科技金属管

道，是驰誉中外的新型管道解决方案提供商，重点解决居民生活饮水管道二次污染问题，优化升级燃气、消防管道安

全可靠性及使用寿命。

正康在以董事长黄建聪为核心的董事会领导下，勠力同心，栉风沐雨，二十年如一日，始终秉承“正道厚德，康源惠

生”的品牌理念，坚持“产品+服务+系统”的品牌发展战略，与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国内大中专院校、行业科研院

所及一百多家水务公司、燃气公司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竭诚为全球客户提供系统解决方案。产品现已广泛应用于

建筑、水务、燃气、家装、消防、暖通、虹吸排水等管道领域，产品应用于鸟巢、水立方、中国世博馆、亚运城、地

铁、机场、医院及高端建筑等众多重点工程项目。

正康二十多年来，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以诚信为灵魂、以品质为根本”的经营策略，先后荣获

40多项国家专利、德国DVGW认证、美国ICC-ES认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为行业建立了全国不锈钢管道连接技术实

验室、全国建筑排水技术研发中心、省级管道技术研究院等诸多研发成果和资质认证，目前已完成主编、参编的国家

和行业标准30多项。另外，企业已获得ISO9001认证、ISO14001认证、OHSAS18001认证、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

证、售后服务认证、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环球GMC认证、饮用水卫生许可证、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品、“2018中国

制造强国论坛”冠军企业奖、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中国诚信创新企业、中国新型管道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全国

给水排水行业名牌、奥运会奖状、上海世博会荣誉证书、AAA级守合同重信用企业、全国给水排水突出贡献企业、绿

色建筑选用材料等资质与荣誉。

正康坚持国际化视野，努力构建全球营销体系。目前业务遍及国内500多个城市，出口20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品惠及

千万家庭，正康始终坚持把提高民生健康、安全可靠、绿色环保、智慧生活放在首位，积极引领推动中国新型管道行

业健康快速发展，让世界更健康，更安全，更美好。

COMPANY PROFILE

企业简介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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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HISTORY
发展历程

● 创始核心团队组建，温州正丰

   钢带有限公司成立

1999年  创业伊始

● 浙江正康实业有限公司注册成

   立，正式进入不锈钢管道行业

2001年  产业提升

● 通过ISO9001、ISO14001、

   OHSAS18001认证

2004年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备

   分会会员单位

2005年

● 正康迁入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温州滨海园区

●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 被列为上海市建设科技成果推广项目

● 被建设部评为「工程建设推荐产品」

2006年  晋升高新

● 承办全国建筑给排水协会给水分会、

热水分会、青工协会联合年会

● 荣获北京奥运会突出贡献单位奖

● 成立「全国不锈钢管道连接技术实验室 」

● 参编GB/T19228.1-2011《不锈钢卡压式

管件组件 第1部分：卡压式管件》

● 参编GB/T19228.2-2011《不锈钢卡压式

管件组件 第2部分：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

● 参编GB/T19228.2-2012《不锈钢卡压式

管件组件 第2部分：O形橡胶密封圈》

2008年  行业推崇

● 浙江省「 守合同、重信用」单位

● 研发生产卡压式等多种连接方式

2009年  进军海外

● 参与上海世博会场馆设施建设 

● 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中心

2010年  

● 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给水排水设

   备分会副主任委员单位

2011年

● 温州名牌、温州知名商标

● 参编GB/T29038-2012

  《薄壁不锈钢管道技术规范》

2012年  主导行规

● 浙江省著名商标

● 通过德国DVGW认证

● 参与深圳市全面优质饮用水

   管道改造计划

● 主编CJ/T433《压接式碳钢

   连接管件及管件》

2013年

● 参编CJ/T466-2014 《燃气输送用

   不锈钢管及双卡压式管件》

2014年

● 温州市企业技术中心

● 鲁班奖 、詹天佑奖 、广厦奖 

● 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品

2015年

● 承办全国建筑排水技术研讨会

● 公司更名为浙江正康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6年

● 登陆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股票代码：ZKIN

2017年  荣耀上市

● 温州市高质量发展示范企业

● 成立浙江省管道技术研究院

● 美国国际法规委员会ICC-ES认证

● 时代楷模第15届中国诚信创新企业

● 省级企业研究院、省专利示范企业

● 温州市制造业企业五十强企业

● 黄建聪董事长当选“2017温州经济

   十大年度人物”

● 第四届中国制造强国论坛获“冠军企业奖”

2018年  全面起航

● 国家建筑材料测试中心《绿色建筑选用产

品导向目录》入选产品

● 协办国家标准《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

审查会

● 通过了售后服务管理体系七星级认证

2020年

● 中国城镇供水排水协会第一批优良设备

材料产品推荐企业

● 获得了服务型制造示范企业荣誉

2021年  

2019年  
● 全面覆盖新型金属管道领域

● 中国新型管道行业最具影响力品牌

● 黄建聪董事长荣任温州市「三资企业联合

    商会」会长

● 启动全国战略布局扩大产能计划，满足增

   长所需

● 主编T/CECS 618-2019《压接式碳钢管道

   工程技术规程》

● 通过了售后服务管理体系五星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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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E PHILOSOPHY

企业理念

国际新型管道标杆品牌

品牌愿景

为世界奉献新型科技好管

品牌使命

务实、创新、奋进、高效

企业宗旨

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企业精神

正道厚德，康源惠生

品牌内涵

专注 | 合作 | 共赢

经营理念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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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2004年就通过了GB/T1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2010年通过了GB/T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2011年通过了

GB/T 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证书。2010年，不锈钢卡压式管材及管件、不锈钢卡凸式管材及管件产品通过了康居产

品认证，2012年10月，获得特种设备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证，2013年08月，产品通过德国DVGW权威认证。

公司的主导产品卡压式管材管件、不锈钢卡凸式管材管件先后通过或荣获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工程建设推荐产品、上海

市建设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中国建筑金属结构协会“鲁班奖”、“詹天佑奖”、“广厦奖”、绿色建筑节能推荐产品证

书等荣誉，并两次承担国家创新基金项目建设任务。

质量方针：品质卓越，创造管道核心科技。

环境方针：节能降耗，共同保护地球资源。

安全方针：安全第一，保障员工安全健康。

质量教育：公司已建立了完整的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对相关的质量教育培训有培训记录,并

实施培训有效性管理。

质量法规：公司较好的执行了质量法律法规，目前尚无违法违纪记录。

为保证质量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公司授权副董事长为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管理者代表，负责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建

立、实施、保持和改进，并授权品质部为公司质量管理体系的归口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体系管理经理，对质量管理体

系的运行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和考核。

并在全公司范围内明确各级管理者及各岗位员工的质量职责和权限，明确产品各环节的质量标准、质量控制和质量改

进，坚持不懈提高产品质量，持续不断强化质量意识，并通过开展合理化建议、质量效益提升、 “质量月”等群众性

质量活动。充分调动全员参与的积极性致力于质量建设和改进。

QUALITY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一）质量管理机构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二）质量管理体系

ENTERPRISE QUALITY MANAGEMENT
企业质量管理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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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公司质量工作，规范质量事故管理，强化质量事故应急处置及处理，有效控制质量事故，依据公司《质量

事故管理办法》，时刻识别产品的工艺设计和实现策划阶段、采购管理、设备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产品的生产过程、

产品的检查阶段、产品检验阶段、产品的售后服务和发生管理变更等过程中的质量风险点，从根本上杜绝质量风险的发

生。上述各项风险的处理和管控有专门的制度保证、专职的部门和领导负责、有标准的操作流程，迅速高效，把控有

力。

对已发生的质量事故，总结质量事故教训，针对事故发生的原因，制定有效的纠正措施，防止类似事故的重复发生。形

成事故调查报告，分析事故产生的深层原因，并组织实施纠正预防质量改善活动。

QUALITY SAFETY RISK MANAGEMENT

（三）质量安全风险管理

7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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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把质量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加强质量诚信文化建设。

1、质量承诺

公司的质量承诺是：严格贯彻质量方针和实现质量目标，促进质量管理体系和产品质量的持续改进，实现顾客满意。

公司严格遵守《产品质量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产品标准，满足顾客要求，杜绝虚假宣传，坚决抵制失信违法行

为，不侵害其它企业的合法权益，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原则，遵守市场规则，开展有序竞争，构建诚信经营、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运作管理

（1）生产计划流程：

编制生产计划01 生产计划下达02

生产组织协调03 产品生产04

QUALITY CREDIT MANAGEMENT

（四）质量诚信管理

3、采购管理

（1）原材料要求

公司的主要原料是不锈钢钢带、不锈钢铸造件。

进厂主要原料的各项指标要符合GB/T4237-2007《不锈钢热轧钢板和钢带》、GB/T3280-2015《不锈钢冷轧钢板和

钢带》、GB/T《2100-2002一般用途耐蚀钢铸件》等标准。

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一）标准管理 

企业产品执行标准：

GB/T 3280-2015《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12771-2019《流体输送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9228.1-2011《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1部分卡压式管件》

GB/T 19228.2-2011《不锈钢卡压式管件组件 第2部分 连接用薄壁不锈钢管》

CJ/T 151-2016《薄壁不锈钢管》

CJ/T 152-2016《薄壁不锈钢卡压式和沟槽式管件》

4、生产管理

公司生产运行由生产管理中心负责，主要是公司生产管理部下达的生产计划的分解、生产运行的协调、产品的过程控制

和产品出厂质量的监管。

5、营销管理

售前保障：正康优化合格供应商、重视用户所需的产品质量和用户感受，做到制度上规范产品管理，理念上提倡产品质

量管理，绩效上考核产品质量管理，切实保证用户使用高品质、高性能、高质量的产品及服务。

售后保障：正康为用户提供产品检验合格证书，以确保用户能使用公司的合格产品。公司保证出厂的产品均按国家有关

标准检验，产品的生产和检测均有质量记录和检测资料。不合格产品绝不出厂。

公司承诺严格按合同要求按时交货，对用户提出关于产品质量、服务方面的异议，公司在接到用户提出异议后24小时内

做出处理意见。及时派出销售人员和专业售后人员，并做到质量问题不解决不撤离、客户不满意不撤离，对用户反馈的

产品质量问题及处理结果予以存档。

正康一贯以来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命，公司建立了全面的生产过程监控、外购原材料检测、产品出厂检验、售后服务

机制，并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健康安全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公司从企业标准管

理、认证管理、检验检测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对质量工作进行管控。

FUNDAMENTALS OF QUALITY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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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篇
Marketing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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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认证管理 

公司2004年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贯彻认证工作的开展实施，每年实施监督审查，持续改进完善，不断优

化工艺技术改造，提升核心技术，促进技术改革与创新引领行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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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检验检测管理

公司设立了专门的实验室，总面积约1000㎡，拥有完整的检测检验设备，主要检验检测项目为：化学成分、力学性

能、硬度、盐雾试验、晶间腐蚀实验、压力冲击（脉冲）试验、耐压/爆破试验、水压振动试验、水压弯曲挠角试验、

冷热水循环试验、拉拔试验、振动性能测试、杂散电流腐蚀试验、恒温恒湿试验、水气压高/低压性能测试等检测能

力。

正康高度重视产品质量检验和控制，在检验检测管理方面，公司严格执行公司制定的管理手册中的各项规定。产品检测

各个过程均形成记录，记录分析结果、分析时间、分析人等信息，使产品检测具有可追溯性。必要时对出厂的产品还进

行复检，保证产品出厂合格率100%。形成了多层面对产品质量的控制网络，保障公司产品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和标准要

求。

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TECHNOLOGICAL PROCESS

工艺流程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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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管材工艺流程

复检原料化学成分，确保原料品质优良。

内外氩气保护，确保焊缝银白色，防止出
现回火色及贫铬区。

1040-1100℃全氢固溶，消除应力和
焊缝敏化区，得到单一奥氏体不锈钢
组织。

涡流无损探伤，全面检测焊缝质量。

1
材质/性能/
化学成分控制

卷缝平整度
/直线度控制

焊接工艺
控制

质量控制

按标准及用户
要求控制

温度/时间
消除应力，恢复
奥氏体金相组织

内外表面
清洁控制

涡流探伤
质量控制

02 卷管 03 自动焊接

05 固溶处理 04 去油

气压/时间
质量控制

08 气密检测

抛光或酸洗
表面控制

09 表面处理

尺寸/外观
质量控制

10 成品检验

11 包装储运

06 整圆 07 无损探伤

01 钢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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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管件工艺流程

酸洗消除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氧化物质，形
成不锈钢钝化膜。

激光下料，精准控制尺寸和断面平整度。

先进的补料成型工艺，显著降低管件壁
厚减薄率。

1040-1100℃全氢固溶，消除应力和焊
缝敏化区，得到单一奥氏体不锈钢组
织。

2
断面角度/
平整度控制

尺寸/外观
制造标准控制

内外表面
清洁控制

气压/时间
质量控制

温度/时间
消除应力，恢复
奥氏体金相组织

抛光或酸洗
表面控制

水压/时间
质量控制

01 下料 02 管件成型 03 管件清洗

05 气密检验 04 水压检验

06 固溶处理 07 表面处理

按标准及用户
要求控制

尺寸/外观
质量控制

09 包装储运 08 成品检测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压力管道元件制造许可证

德国DVGW管材产品认证证书

德国DVGW管件产品认证证书

 售后服务成熟度认证书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书

知识产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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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RTIFICATION QUALIFICATION
认证资质08

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公司坚持弘扬“品质卓越，创造管道核心科技”的质量方针，始终如一地追求以质取胜，一贯视产品质量为企业的生

命，全面提高公司产品稳定性、可靠性及质量，持续提升公司品牌价值，努力生产中国最优质的管道产品，为全球用户

提供一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更好地实现为企业创效益，促进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增强，为公司持续稳健发展做好了支

撑，实现国际新型管道标杆品牌。

PRODUCT QUALITY RESPONSIBILITY

产品质量责任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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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浙江正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

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正康想要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产品质量，取决于企业核心技术和

自主创新能力，取决于品牌的培育和发展。进一步开展质量振兴工作，对我们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

具有重大的意义。

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作任务。正康将不断完善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的规章制度，巩固质量诚信建

设所取得的成效，建立长效机制，科学实施，常抓不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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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SION OF THE REPORT

报告结束语

Healthy drinking water comes from Zhengkang pipe.

健康饮用水，源自正康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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