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合同縞号:

2019年音視頻執法屯承伏終端及管理

平台栗駒頭目

合

甲方(海美単位) :中華人民共和国杭州海美

乙方(供虚商) :北京確執泰方科技有限公司

釜汀吋向:わ′ II月うつ日

∴

　

∵

㌧



2019年音視頻耕法粗暴伐終端及管理平台栗駒頭目

甲方(各相美津美単位) ;中年人民共和国杭州海美

乙方(供虚商) ;北京確執春方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栗駒法粉、 《中華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美法

律規定,甲方対海天恩暑2019年音祝頻執法竜泉侯葵端及管理平台釆灼項目逆行

栗駒(栗駒編号: HG19GK-AOOOO-D145)確定乙万力供貨商,現依照招柘文件、投

椋文件/虚答文件等相美文件的内容,双方速成如下切改:

第一条栗駒貨物清単

貨物名称 �品牌 �規格型号 �戸地 �数量 �卑俗 (RMB) �息仇 (RMB) 

音祝頻執法主己泉伎 　終端 �鼎析 �EP720D �中国 �115 �4500 �517500 

音視頻耕法竜泉仮 　管理平台 �病棟 �eMDC610 �中国 �1 �36750 �36750 

合同息仇 � � � �554250 

第二条合同息俗歌

甲方以支付息俗歌(人民市大写)伍塩伍万辞任武伯伍拾亘整,接受乙方対

上述貨物的供党利伴随服各。包括乙方提供貨物、包装、追給、貨物的保閉口傭

存、栓測、強牧、安装欄、保修服各、培肌資料及提供的伴随服各等所有蔵

本、費用及税費,甲方(用戸)元需再向乙方支付其他任何費用。清見分項技研

表、投各配豊満単。

第三条付款条件

(‾)本合同以人民両付款。

(二)付款加法;

(1)合同答汀后10今工作日内・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息金額60%的款頭,

汁人民両壁堕塑元(大雪:室拾室方式仔伍信任拾元整) 。

乙方提交単掛等額有数友票(原件) 。

(2)没各全部到貨答収,労資甲方強牧合格后10今工作口内,甲方向乙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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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三)在姶収工作中,笈現数量不足或有度量、技木等画題,乙万座按照合

同要求采取朴足、更換或退貨等処理措施,井承担由比友生的一切費用和損失。

(四)渉及没各安装明滅的,乙方負寅在甲方(用戸)配合下完成所供没各

安装凋武井保旺占用戸原有坂各互朕互通,有美技米問題由乙方和制道南切、同解

決。安装凋拭后,双方笠署没各安装凋拭強坂根告。有夫安装凋拭服努詳見附件

実施方案。

(五)合同項下貨物生戸期岡,甲方(用戸)有枚派工作人員到生戸「逆行

盟造、現場抽梓和出「前強核。此次強核不代表甲方(用戸)対貨物的最終強収。

期同相美費用,包括技木交流和枝木材料費等由乙方負担。

(六)甲方(用戸)有枚粗鉄対貨物逆行随机抽梓,井対抽梓的貨物逆行栓

測,咳栓測緒果将作刃貨物度量的評判依据,相美送栓和栓測費用由乙方承担。如

栓測指椋不合格,甲方(用戸)有枚拒収貨物,按有美条款対乙方逆行処理,乙

万座元条件的対拒収貨物逆行更換,井承担相美損失和処罰。

(七)甲方(用戸)次男必要時,対大型或者麦茶的貨物采灼項目,可以遡

塙国家玖可的度量栓測机杓参加強収工作,相美強牧意見作力強取扱告的参考資

料,相実勢用由乙方承担。

(八)強牧椋准以双方速成的対廣量和技木椋准的約定、乙方承溝的度量和

技木椋准、国家或行並規定的相美原量和技木椋准中最高者刃准,且虚充分満足

甲方使用要求。

第八条度量保寵

(‾)乙万座保旺所供貨物刃〇〇〇壇匪_公司制造生戸、原包装、全新未使用

辻的戸品,与投椋文件/虚答文件承涛一致,井完全符合或高子合同要求的

度量、親格和技木性能。

(二)乙万座保温所供貨物没有困乙方的行男或疏忽而戸生材料或工芸上

的鉄陥・井保温其貨物在正硫安装、正常使用和保栄条件下,在英使用寿命期

内具有満憲的性能o在貨物最葵交付強牧后不少子合同規定或乙方承涛(両者

以較長的刃准)的度量保温期内,本保旺保持有数。

(三)如果乙方所供貨物庚董卓合同不符,或旺其所供貨物是有映階的,

包括潜在的映陥或使用不符合要求的材料等,由此引起的全部損失及費用由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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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数額的通約金,通約金可按要求自損支付,也可八貨款或履約保温金中和除。

2、如果乙方未在甲方要求的10日内或甲方同意的期限内,按照上述任何一

和方式采取朴救措施,甲万有枚解除合同,井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己支付的貨款、

以全部履豹保龍金作力違約金,井祝損失情況根据《中華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が有

美規定追究其相美責任,賠償甲方(用戸)的全部損失。

3 、対干未能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各或被寵妾未提供虚当承担的服努的,甲万有枚要求

限期整改。元合理理由不逆行整孜的視力根本通約。

(二)乙方未按照本合同規定的吋旧交貨和提供服努的通約責任。

1、在履行合同道程中,如果乙方遇到可能妨碍按吋交党利提供服各的情形吋,座

及吋以車両形式将延速的事実、可能延週的期限和理由通知甲方(用戸〕甲方(用戸)

在阪到乙方通知后,虚尽快対情況遡行坪倹,井碗定足否同意延退交貨時間或延

期提供服努,如甲方(用戸)不同意延期,乙方仇虚当按照約定的時間完成交貨

又努。

2、除甲乙双方男有約定外,如果乙方没有按照合同規定的吋旧交貨和提供服努,

甲万有枚在不影鴫合同項下其他朴救措施的情況下,要求乙方支付漠期賠償勢,或八

合同貨款、履幼保温金中和除瑛期賠償費。賠償費按毎周退交貨物倹格或未提供服各

費用的百分之零点五(0. 5%)汁牧,宜到交境域提供服努力止。但瑛期賠償費的最

高限額不超連環期貨物或服努合同俗格的百分之十(10%)一周按七(7)天計算,

不足七(7)天按一周打算。

3、 ‾旦迭到瑛期賠償的最高限額,甲万有枚解除合同,要求乙方退回甲方己

支付貨款、抑除履釣保温金井追究乙方相虚通約責任、賠償甲方(用戸)的全部

損失。

(三)因乙方或乙方工作人員或乙方相美方的作男或不作力行刃致使甲方或

第三万遭受入貝人身傷害或財戸損失的,乙万座承担全部賠償責任,賠償全部損

失,且甲万有枚以全部履釣保証金作刃通約金,解除本合同。

第十一条昇蚊的期限和方法

(一)昇汲期限日度量保旺期井始之日起3今月内。如果属干芦品投打、材

料、工芸或其他潜在的度量映陥,甲方(用戸)以華南形式提出見取及其処理意

見。

(二)乙方接到甲方(用戸)車両昇故及其処理意見后,座在10口内到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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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果乙万国不可抗力而寺致合同実施延瑛或不能履行合同又各村,在

不可抗力影咽的蒋園内不慮咳被没収履釣保温金,也不慮咳承担瑛期賠償或終止

合同的責任。

(二)在不可抗力事件友生后,乙万座尽快以車両行式将不可抗力的情況和

原因通知甲方,除甲方(用戸)車両男行要求外,乙万座尽実際可能継鋲履行合

同又努,以及尋求采取合理的方案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咽的其他事項。如果不可

抗力事件影哨延鎮超過一百二十天,双方虚通達友好協商在合理的村岡内就逆一

歩実施合同速成切取。

(三)乙方在廷退履行合同期間由子不可抗力而不能履行合同的,不能被免

除責任。

(四)甲方(用戸)如遇不可抗力,座尽快以車両形式通知乙方,井尽安眠

可能履行不受不可抗力影画的其他事項。甲方(用戸)不承担因不可抗力不能履

行合同所造成的損失。

(五)本条所述的“不可抗力,,指那些不能預兄、不能避免井不能克服的客

規情況,包括但不限千載争、劫乱、平重火炎、洪水、台風、地震等及其他双方

同意的情況,但不包括通約或疏忽。

第十六条争汝的解決

(一)合同実施或与合同有美的一切争改虚通迂双方友好切商解決。如果友

好協商井始六十天内速不能解決,争吸塵提交仲裁。

(二)仲裁虚提交坦基仲裁委員会逆行,其仲裁裁決刃最終裁決,対双方均

有約束力。

(三)仲裁費除仲裁机夫男有裁決外均虚由敗折方負担。

(四)在仲裁期固・除正在逆行仲裁的部分外,本合同其他部分虚継鋲履行。

第十七条合同修改或変更

(‾)如元重大交故,甲乙双方不得壇自変更合同。

(二)如碗需変更合同,甲乙双方虚笠暑中面変更切取。変更切取刃本合同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三)在不改変合同其他宗款的前提下,甲方(用戸)有枚在合同俗歌10%

的蒲団内追加与合同椋的相同的貨物或服努,井就此与乙方篭汀朴充合同,乙方

不得拒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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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乙方在執行合同的道程中友生重大交故,対履行合同有影鴫的,甲方(用

戸)可以解除合同而不拾予乙方任何朴僕。

3.甲方(用戸)因重大交故取消或部分取消原来的栗駒任免,専致合同全部

或部分内容元需継架履行的,可以解除合同而不捻子乙方任何朴僕。

第二十条合同特址和分包

(一)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醇包,或部分或全部醇址共成履行的合同

又努。

(二)除盗甲方(用戸)事先華南同意外,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将合同分包。

乙方捏日韓包或分包的,甲万有枚解除本合同,没収履幼保温金,井要求乙

方退速己支付的全部貨款,賠償甲方(用戸)全部損失及支出的合理費用。

第二十一祭典他

車柘通知弔(成交通知事)中椋人的投椋文件/虚答文件、招椋文件/淡判文

件/淘仇通知弔/磋商文件/単一来源、合同寮歌、合同附件(切商、変更的,明

確双方枚利又各的,以車両形式而表現出来的切取或車両通知或碗臥事等)是本合

同不可分割的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敷力。

第二十二条合同生教

本合同一式壁倹,甲万執逮倹,乙万執塾紛;自甲乙双方答字或羞章之日起

生敷。村本合同的任何更改及朴充タ均需双方共同切、商,井以車両形式羞章硫臥。

附件1;分項披俗表

附件2:配豊満単

附件3:貨物分配清単

附件4:項目実施方案

附件5:技木支持及告后服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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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分頭取伶表

序号 �名称 �規格型 号 �数量 �品牌 �原戸地利制 道南名称 �列表仇(元) �折和率 (OFF) �卑俗(元) �合研く元) �各注 

1 �主没各倹格 � � � � � � � � �元 

1.1 �音祝頻執法 温泰仮終端 �EP720D �115- �病棟 �中国/成都 病棟通信技 末有限公司 �22500 �80% �4500 �517500 �元 

l.2 �音祝頻執法 竜泉仮管理 平台 �eMDC610 �1 �鼎梼 �中国/成都 鼎棟通信技 木有限公司 �183750 �80% �36750 �36750 �元 

2 �輔助没各伶 　格 �/ �/ �/ �/ �/ �/ �/ �/ �元 

3 �庚保期内的 各品名件及 寺用工具費 用 �/ �/ �/ �/ �/ �/ �/ �/ �元 

4 �返輸費、保険 英及伴随英 用 �/ �/ �/ �/ �/ �/ �/ �/ �元 

5 �安装、凋試及 栓測費用 �/ �/ �/ �/ �/ �/ �/ �/ �元 

6 �培洲費用 �/ �/ �/ �/ �/ �/ �/ �/ �元 

7 �技木支持与 曾后服各費 用 �/ �/ �/ �/ �/ �/ �/ �/ �元 

8 �其官 �/ �/ �/ �/ �/ �/ �/ �/ �元 

息倹(元) �������55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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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貨物分配清単

附表3-l;貨物分配表

序号 �分配単位 �分配 �数量 
音視頻執法竜泉仮終端 �普祝頻執法竜泉伎管理平台 

病棟EP720D �eMDC610 

1 �杭州浩美 �l15 �l 

合計数量 �115 �1 

附表3-2こ　牧貨瑛素人

序号 �単位名称 �牧貨瑛素人 姓名 �地址 �手机 

l �杭州海美 �陣依迭 �新注省杭州市西湖区黄尤路7号 �135880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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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eMDC610硬件安装

根据安装栓査錆果,提前傲好安装汁則以及工具的准各。対各端点的没各以

及配套輔料逆行安装,安装集束后対没各逆行栓査井上屯。

eMDC610凋武

村所有没各逆行基本版本軟件安装、基軸数据配置,葵端井戸、群鑑別分等、

確保没各可以正常追行。

EP720D終端笈放

完成eMDC610配畳凋試后,可以在毎今束属海夫友放EP720D。

系銃集成強収

対eMDC610没各的硬件和歌件逆行基碓測試和強収,対安装度量逆行栓蛤。

姶牧合格后完成没各及信息移交。

実施栓査

●　硬件安装検査

対没各的単板、机椙、机棺、北条連銭、走銭以及屯源銭、地裁逆行全方位

的栓査。

●　版本軟件栓査

対基本凋測后的投各歌作版本以及墓相配畳数据逆行栓査。

功能瞼牧

当系銃完成朕凋之后,対EP720D #端、 eMDC610系銃逆行功能測拭,硫保坂

各和系銃能完成客戸的要求。

4. 4因縁嘗后錐押

鼎棟公司的客戸支持服各可持鎮保障本系銃的穏走返行,井在出現故障后及

吋荻得鼎梼公司的告后鰹折。

鼎栃公司提供的客戸支持服努内容如下;

400服努熟銭

病棟寺日没立了400服努熟銭(400-060-0808),刃客戸提供7×24小町不同

断的偉后技木支持(故障車披、硬件披修等)、服各政策盗拘、投垢及建故等服各

清求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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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 � 

4 �対客戸服各清求問題単逆行分英和分級。 �責任方 �切助方 

5 �何題単分友,服踪処理逆展。 �責任方 �ー 

6 �問題単処理情況回坊。 �責任方 �切助方 

7 �碗臥何題解決,美閉画題単。 �責任方 �勘助方 

遍程問題処理

鼎析工程肺在接到因縁或系銃故障中根后,将首先逆行遍程故障分析与処理,

及吋排除故障。遍程画題処理包括屯暗支持利通程接入。

屯垢支持

鼎析接到服努清求后,将在服努等薮規定的哨座時間内通過屯垢支持逆行哨

虚,諦助客戸対向題逆行分析、珍断以及定位,提供解決画題的方案,井引軍容

戸実施。

逓程接大

村干通過屯話支持服各不能解決的故障或画題,鼎析在征得客戸同意后,通

迂遠程終端登院到故障没名車調査和収集数据,分析故障原因,提出解決方案,

指寺客戸実施,必要時可以提供遍程操作。

遍程問題処理服各中双方的駅責分工,

鋸号 �活動 �鼎棟駅員 �客戸取黄 

1 �提供画題処理服各中指的途径。 �責任方 �ー 

2 �在規定的SLA内両虎服各清求。 �責任方 �切、助方 

3 �将何題単升扱到相座的寺家支持国臥(必要吋)。 �責任方 �ー 

4 �提供画題定位所需的没各序列号或無碍以及没各便用地、故 �切助方 �責任方 障現象描述以及其他分析画題所諸的相美信忠,如告驚、日 

志,性能測量,操作竜泉等。 

5 �提供逓程通道以及惟吋接入帳号及密碑,井授枚鼎析逆行逓 �ー �責任方 
程接入。 

6 �硫玖荻得客戸接収接大坂各井通過逸程連接方式処理画題 �責任方 �仇助方 
(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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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除霜栃或鼎析授枚服各中心之外的人員或服努机杓対投各逆行折机、錐

修、改装而造成的損杯。

・属不可抗力(如;火夷、水夫、地震、富岳、戯争等)造成的損杯。

・其他荘園鼎梼原因造成的故障,包括但不限干由子使用非鼎梼原「配件寺

致的故障,与第三方軟件或硬件不兼容引起的故障。

・非鼎橋戸品,包括但不限干接客戸要求安装到鼎横堤各上的部件、軟件,

第三万操作系銃等。

・附件、消耗品、緒杓件不提供保修服各。

・段各表面物理損傷但不影日向没各使用的。

・未鋒鼎析接収,硬件或軟件己被修改的没各。

・収授収用干拭捻、測拭、培訓戒展示的没各。

・被倫窃的芦品。

現場工程肺硬件更換服免

鼎析仇先週追返程処理和解決問題,対干定位刃需要硬件更換オ能解決的問

題,鼎析格安排鋒姶王宮的技木支持工程肺在服各切取規定時間内赴客戸現場,

逆行現場硬件更換,排除故障使系銃恢夏正常追行。

完成現場硬件更換后,工程肺負責取回更挨下来的故障作る対干当町元法取

回的情況,客戸負貢3自然日内将故障件返回鼎析指定接収点。

説明:

1.鼎梼保留是否需要逆行現場支持的決定枚。

2・抵迭現場村岡日通程判断需要派工程肺去現場井始打算。

3.由子交通系銃的原因,工程肺到迭吋岡可能適当延長。

4・若用戸所在城市較備僻等原因,鼎栃精根据実際交通状況等具体条件占用

戸切、商決定現場服各町岡。

現場硬件更換服各中的双方駅責列表:

編号 �活劫 �鼎析駅寅 �客戸駅員 

l �礪玖需提供工程肺現場硬件更挨服各排除故障。 �責任方 �ー 

2 �安排工程肺前往現場,井倣好准各工作(如各件中指 �責任方 �ー 
和交通工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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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問題処理服努中的双方疎責列表:

鋸号 �活動 �親株駅責 �客戸駅員 

1 �碗臥需提供工程肺現場画題処理服努排除故障。 �責任方 �切、助方 

2 �井提供必要的信忠。 �ー �責任方 

3 �咽虚和硫次版努請求,安排工程肺前往現場,井倣好准各 �責任方 �ー 
工作(如交通工具等)。 

4 �指派一名有相成資格的這維人員配合鼎棟,以提供併読的 �ー �責任方 
信息和諦助。 

5 �確保病棟工程肺可以方便地逝出端点、授枚鼎析工程肺荻 �ー �責任方 
取操作相成段各的枚阪井保障工作部境的安全。 

6 �現場画題処理。 �責任方 �切、助方 

7 �強旺実施的数果。 �- �責任方 

8 �提交《現場技木版看取告》,内容包含本次版各需求及服 �責任方 �一 
努操作竜泉等。 

9 �在《現場技木服各披告》上笠字,硫臥服各完成。 �ー �責任方 

客戸収益

降低客戸困緒維折資源投入,衆焦干主菅壮者

鼎橋提供的手並没各巡栓栓査服各,可以使客戸充分利用鼎栃的先逝技木、

王宮鋒強以及手並人力資源,大大昔省了客戸人力、物力,諦助客戸降低返菅成

本(OPEX) ,可以更加与注干核心地券的笈展。

帯助客戸控掘潜在的夙隆和画題,保障図線安全返菅

鼎横寺家運辻村没各逆行深度体栓,井対没各追行状況遡行分析,可以控掘

没各潜在的夙隆和画題,郭助客戸臥洪没各現状,分析没各資源利用情況,確保

因縁安全、平穏這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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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梼提供技米支持困鈷,客戸可自行一鍵捜索芦品常見向題,提供芦品手朋、

用戸指南、快速使用入口等芦品資料下裁。

鼎梼服努与支持地址;

http://support. td-teCh. com/

寄修服努

鼎櫛提供免双向物流費的寄修服努,足不出戸也可以享受高度量的故障机堆

修服各;

客戸可以在鼎梼微信公森号、客戸服各線銭申清寄修服努;

鼎析客戸服努中心接収到故障机后板速控修,高数寄回到客戸手中。

5. 4各版努同点朕素人及債班屯垢

目前鼎栃公司在全国蒲団合作的維修固有1800今,能移覆孟浩美息署下的東

属海夫和み事処城市。所有合作同点都鋒辻堂刃/鼎椀的手並雉修圏点臥旺,能移

全面覆羞葵端没各的各神故障控修。

5. 5本項日管后服各内容与椋准

嘗后服努方式(内容)

鼎析計村本項目客戸需求以及村椿再要求的理解,提供以下管后服努内容,

●技量手取客戸服各経理

姓名:王奇

屯括: 13880464331

●　400服各熟銭

●　遠程技木支持服努

●　在銭技木支持服各

●　戸品軟件更新

●　各件先行

●　現場工程肺硬件更換

●　現場画題処理

●　培洲服各

5・ 6芦品出現度量問題的虚対措施

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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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的操作歩螺,使得重大故障恢憂国臥能移親藩、有序地提供有数的恢夏方案,

最大程度減少対客戸北条的沖五和影日向。

接到客戸緊急服各清求后,提供7×24小吋故障恢夏服努,通達ITR流程遠作,

成立故障恢夏瑛合処理囲臥,及吋有数的提供故障恢夏方案井及吋恢裏地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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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名称 �聴寅 �対座駅位/ 崗位 

根据代表処維折経理反候的客戸皿努影咽蒲団碗定重大故障級 � 

別; 

透程収集信息及実施方案; 

免責与客戸淘通,切、凋客戸資源井透程指専客戸実施方案。 

現場服各 �免責重大故障現場信息収集: �現場服着工 

工程肺 �免責恢夏方案的現場実施。 �程肺 

芦品支持 �提供有数的恢夏方案 �芦品支持工 指専一銭工程肺逆行信息的来集及恢夏方案的実施 

工程肺 �免責重大故障恢夏后,及吋提供《重大故障緊急故障息結披告〉 �程肺 

免責及吋提供《重大故障根因分析撮告か 

研笈工程 �提供有数的恢夏方案 �芦品維折研 

肺 �指専服各工程肺逆行信息的采集及恢夏方案的実施 �笈工程肺 

恢夏免責 人 �重大故障恢夏Owner: �戸品支持工 程肺 

負責ITR的店劫及人員的快速召集, 

免責資源的朴充与切開: 

負責恢夏方案的串批: 

免責恢夏道程中争蚊的決策; 

負責ITR的美閉及資源的樺放, 

負貴重大故障恢憂思第報告的中核雷 

区域錐折 �負責重大故障現場資源的切凋こ �区域錐折盗 



庚的服各。

●　在公司各地各領域、各戸品銭建立一支手口的度量工程肺臥伍,免責芦品

全過程的度量汁則、度量掩制和度量保温活動,同町帯動地努人員,利用内部坪

宙利手項宙汁、 6Sigma、度量回潮和SPC控制等各種手段和方法,全員井展糾正、

預防和持壊改逝工作。

●　充分凋功利利用公司各級相美平台,通迂廣畳字刊宣倍、中基屋度量培洲、

中高居度量吉越研吋、部I、「宣借手桂和内部満意度調査等形式,強化全員参与和

持鎮改週的度量恵沢,井通達公司庚量契沖逸和声品庚量退城等各科度量激励活

動,在公司蒲団内樹立緒果寺向的度量文化。

度量指椋体系

度量管理部口建立供虚縫管理全過程的度量指柘考核体系,潤差来料、生戸

道程、市場各今池各部苛,井通達居居分解落莫考核,定期盟控指柘速成状況,

井毎年重新宮税目椋的抜足タ確保供虚縫庚量管理水平不断提升。

廣量控制

制造道程的度量控制主要以預防与道程控制刃主,来取多種度量控制手段,

包括:

合理波立IQC、 IPQC、 PQC、 FQC和OQC廣控点;対英鍵工序、美鍵工芸参数

落莫銃汁制程控制(SPC),対工序能力(CPK)逆行坪侶;対各工序実施親藩化的

巡栓土偶対干生戸道程的交昇,制定実施生戸交昇度量控制方案。英行芦品例

行栓税制度;建立全道程的度量預警制度,通達度量数据的定期銃汁及吋笈現度

量異常状況,及吋糾正和改逝。

度量信思案銃

建立完善的度量信息系銃,実現各項度量指椋的銃汁、分析;建立生戸過程

芦品条形喝采集系銃,通迂条形碍系銃実現芦品道程廣量信息的前進后潮、度量

信息的実吋釆集以及過程度量的SPC控制。

度量改選

建立完善的生声道程度量画題処理沈積体系,度量問題的処理可以跨部自国

臥的形式逆行処理,河手重要問題引入8D原則逆行処理;生戸画題処理使用“生

戸庚量問題処理単’’和“過料不合格処理,,屯子流支持返作。戸品度量改選活劫

以西居度量例会的形式逆行迄作, 「深井展QCC和合理化建汲活劫,実施全員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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戸品的捻挫和測量

刃了強混声品要求是否得到満足,栓強部「「依据度量、工芸所策刺的安排在

芦品実現道程的遺当険段対芦品的特性逆行盟控和測量,井保留符合接収准刺的

旺据和温泉授枚放行芦品的人員。芦品需要緊急政行的需求的処理,粂相成授枚

人員的批准(連用吋得到客戸的批准),否則在所策刺的安排図滴完成之前,不得

放行戸品。

不合格品控制

刃了確保不符合戸品要求的戸品得到洪別和控制,防止其非預期的使用和交

付,供虚鍵制定不合格品処理各杯事的控制流程和操作指早弔,対不合格品処豊

的方式作出規定。

生戸外包

生戸乗灼臥龍部免責生戸外包的外色相天道種逆行管理,刃了碗保外包的芦

品符合規定的要求,公司根据外包両所提供的戸品/服各村鼎析公司戸品実現或最

終芦品的影鳴来確定対英控制的奨型和程度。生戸外包的管理参照栗駒管理相美

流種執行,包括外包商臥旺/遁辞,外包下卑釆駒管理,外包芦品栓強,外包商関

数管理等。

客戸服各

工程管理

芦品安装包括安装策則、系銃部署、仇化凋測、没各強牧、割鞍上阿和文梢

整理等六合杯市。

工程管理部口座用項目管理方法来管理工程,同町安装工程肺必須通迂相美

培洲井且舎到上帯旺オ能独立承接工程o建立基干TL9000指椋体系的柏美指椋(如

OTS、 SQ等)用来坪俗粗鉄級的工程管理水平。

技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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