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文章 

在一个完美无缺的世界上，工厂会有效地

控制并且管理自己产品的质量，每个工人

都会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生产。在这种情

况下，质量控制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可惜我们所处的世界并不完美，没人能

在工作中不犯任何错误。即使是在那些

因卓越的生产工艺和制造水平而享誉业

界的国家中，质量控制也扮演着及其重

要的角色。尤其考虑到在发展中国家内

部缺乏控制和标准，供应链质量控制的

重要性就显而易见了。 

 

我们将用以下六个原因来说明质量控制的

重要性，以及为什么质控应该成为供应链

计划的一部分。 

   

 

六点原因说明质控为何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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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在亚洲地区采购商品的时候，必须

将那些众所周知的风险考虑在供应链计

划之中。例如，无处不在的红包，生产

中的偷工减料，材料和部件的以次充

好，外包给无资质的工厂和供应商，优

质的展示样品与实际生产出来的抽检样

品质量天差地别，以及各种缺陷商品

等。质量控制检验的重要性不能低估，

因为它可以帮助您最大限度地降低这些

风险。通过质量控制检验，您可以直接

实时查看产品发货前的状况，从而确保

您会收到符合您期望的产品。这成本效

益分析结果非常明确——效益远大于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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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第三方质量服务可以节约成本。 

许多人都对使用外包质量控制服务的

做法有意见。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做

法在长期经营过程中会节省大量的资

源。任何商家或者供应商只要有遭遇

过产品召回，被迫将产品报废或返

工，退换货，丧失声誉和失去客户的

情况，都会认识到质量控制的重要

性。事实上，第三方质量控制可能是

管理供应链品质最具费效比的选择。 

否则一旦发生质量问题，无论是对客

户情感造成的伤害，浪费的人力物力

和赔偿发生的费用可能远高于为产品

的检验和检测费用。 

 

 

 

 

 

对每个企业来说，时间都是及其重

要的资源，浪费时间就等于失去了

利润和商机。之前我们提到许多问

题都会导致企业花费大量时间解决

问题。此外，往返于不同的供应商

之间以解决问题也是非常耗时的。

使用外包质量控制服务可以让您节

省出时间去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  

 

 

如果有检验员在工厂，您就可以更清楚

地了解供应商的情况。工厂的老板如果

知道检验随时都可能进行，通常就会更

加认真组织生产。这有助于减少质量缺

陷和偷工减料的发生。这使您可以更好

地控制整个生产过程，获得关键性的优

势，同时可以在必要时进行干预，并提

前采取措施以避免大面积的质量问题，

造成时间和金钱的浪费。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供应商的产品缺

陷率超过了可接受的水平，买家将会

协商解决问题。有时候是产品返工并

且重新全检，其他时候可能会降低运

费。无论是哪种情况，在发货前全面

了解您产品的质量状况，将为您在协

商解决这些问题时提供足够的谈判筹

码。这有力地说明了供应链管理中质

量控制的重要性。  

 

 

 

俗话说：“信任很难建立，但容易失

去。”高品质的产品会赢得客户的满

意度，忠诚度和信任度。这些客户愿

意一次又一次地向您购买产品，并向

他人推荐您的产品。为了保持这一

点，需要您的产品达到或超过客户的

期望。有许多案例说明企业由于没有

很好地保持产品质量，最终被市场所

淘汰。因此质量控制的重要性是显而

易见的。质量是维护和提升品牌的关

键。  

 

质控为何重要 

“疯狂这个词的定义就是一遍遍地

重复做着同样的事情，期待能产生

不同的结果。” –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节约开支 生产流程控制 

节省时间 

谈判的筹码 

品牌保护 

HQTS 

是您在亚洲地区进

行品控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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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无法直接得到想要的

东西，可以通过协商来获得 

。” — 哈维·麦凯 

制造业最新动向 

大原则助您管理

您的供应商 

1 

2 

3 

4 

审核供应商的资质 

他们将会努力表现以争取您的业务，但您

需要做好自身的功课，坚持最初的各项要

求，不要给对方留下任何降低标准的口实 

。 

 

评价，监控，评估 

对供应商的关键生产数据必须实时监控。

这些数据将会详细展示一个供应商的优势

和弱点，有助于您的决策。 

了解你的供应商 

供应商和您一样，也需要获取利润。如果

您协助他们的业务取得成功，他们也会更

乐意帮助您取得成功。 

. 

沟通 

在与供应商沟通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

是要尽量使用简洁清楚的描述自己的期

望，包括但但不限于图纸，样本和时间

表。 

 

“处理供应链的事情真的很棘手。” — 

伊隆·马斯克 

截止到三月底 
  

美元因受贸易战的影响兑其他货币
汇率变动不大，日元兑美元汇率
坚挺；中国正迈出以人民币取代
美元.购买原油的第一步，但人
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仍然疲软。  

如何应付 “贸易战” 

不要反应过度 

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和铝征收新的关税，并将在下周立即生效。美

国政府还宣布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科技的产品，飞机和机械设备征

收新的关税。正如中方说的那样，来而不往非礼也。那么这会爆发一场贸易战么？现

在说这个还言之过早。 

 

大部分经济学家都意识到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有发生贸易战的危险。这可能是美

国在双方已经展开的谈判中的一个筹码。特朗普一贯擅长在事态明朗之前虚张声势。

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双方会逐步冷静下来。也许中国只需要做出一个让步的姿态，特朗

普就可以宣称取得了胜利，以期赢得极其重要的中期选举。   

      

  

兑美元汇率 

欧元 

1.23 

9% 

人民币 
6.27 

4 
日元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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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制造业正在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并且已

经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中国继续向更加高端的制造业转

型，中低端的制造业正逐步在向亚洲的邻国转移。  

许多亚洲国家都从这种转移中获益匪浅。例如，越南的出口

在2011年至2017年期间增长了80％以上。印度也受此影响成

为增长最快的主要新兴市场之一，其目标是到2025年将制造

业产出增加到GDP的25％。然而，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腐败

和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情况，却严重阻碍该地区经济的进一

步增长。对于所有熟悉中国情况的行家来说，这些情况听起

来很熟悉吧？敬请关注！ 

在成为世界工厂过程中的中国已经应对过这些问题，而现在在产业转移的过

程中亚洲其他国家不得不再次面对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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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新的 REACH附件   

2018年2月，欧盟委员会(EC)提议修订法规(EC)第

1907/2006号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

(REACH)附录XVII，拟增加对纺织服装，鞋类及其

它纺织品中使用的有害物质(致癌，致突变或生殖

毒性(CMR)类别1A或1B)的新限制。  

 

点击查看全文 

欧盟食品接触材料  

2018年1月19日, 欧盟委员会官方公报(OJ)发布法

规(EU)2018/79 ，对欧盟食品接触塑料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法规(EU) No 10/2011进行修订。  

 

 

点击查看全文 

美国涤纶服装标签新规 

加州众议院最近提出了一项新法（AB2379），要

求所有由聚酯纤维含量超过50%的织物制成的服装

上贴有醒目的标签，对常规洗涤过程中塑性微纤

维的脱落作出警告，并建议手洗衣物以减少塑性

微纤维脱落的影响。 

 

 点击查看全文 

欧盟EN71玩具法规更新 

欧盟标准化委员会发布了EN 71-8:2018 玩具安全

第八部分-家用活动类玩具安全要求,取代了旧版

的EN71-8:2011。  

 

 

点击查看全文 

香港春季电子产品展 
2018年4月13日至16日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 

摊位 3CON-131  

第123届广交会 
2018年4月15日至5月5日 

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 

摊位 4-4 

香港家庭用品展 
2018年4月20日至23日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 

摊位 5C-G07  

东京时尚博览会 
2018年4月4日至6日 

日本东京国际会展中心 

摊位 F11-30  

香港国际春季灯饰展 
2018年4月6日至9日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 

摊位 3B-A15  

日本大阪服装展 
2018年4月10日至12日 

日本大阪MYDOME展馆  

摊位 A009  

将要参加的展会 

供应商耍的花招 

与大客户的合作 

HQTS 与阿里巴巴集团

展开深度合作 

监控 KPI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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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QTS 新闻 

HQTS与美国QAI 公司成功签署并入协议 

HQTS集团（以下简称HQTS）首席执行官范晓峰先生

很高兴宣布HQTS与位于美国芝加哥的QA Interna-

tional 公司（以下简称QAI公司）正式合并。这意

味着美国QA International公司正式加盟HQTS，成

为HQTS大家庭的一员。“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和

QAI开展更紧密的合作” 范先生说,“我们也希望

能从他们在美国市场的经验和影响力中受益”。 

Tim Corrigan, 美国QAI公司总裁, 非常赞同范总

的观点“多年来HQTS一直是一个可靠的合作伙伴，

我们很高兴能与他们合作，共同为客户提供优质服

务，满足客户的要求 。” 

这2家公司早在2003年就在杭州共同建立了中美合

资杭州杭美实验室，并获得ISO17025证书。此次双

方签署合并协议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得益于双

方多年来密切合作，共同为从亚洲地区进口产品的

全球的客户提供品控服务建立的长期信任。 

 

检验案例 

我们的验货团队时不时需要面对在生

产中随时可能出现的特殊情况。最近

在泉州的一次检验中，检验员发现有

几双已经包装好的鞋子发霉了，由于出货的时候

很紧，客户和供应商都倾向于想要马上出货。但

我们告诉他们霉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面积扩

散，从而对整批货造成影响，最终他们同意暂停

出货，先对产品进行灭菌以及其他补救措施。这

次我们不但及时地发现了问题，而且提出解决问

题的方法，从而节省了客户时间和成本，并且保

住了客户品牌的声誉，获得了客户和供应商的赞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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