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美塑胶有限公司
供应商要求手册

SRM 1.0 – 欢迎您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达成合作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
专业生产优质注塑零部件与成品

本致辞以下各页内容将带您大致了解上美塑胶有限公司（上美）为
确保充分的客满意度与保证经营活动持续、增长盈利所需的供应商
要求及供应商体系、产品、过程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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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1.1 – 内容清单

SRM #

描述

SRM 1.0

综述 – 欢迎致辞

SRM 1.1

综述 – 内容清单

SRM 1.2

综述 – 手册目的

SRM 1.3

综述 – 使命宣言

SRM 1.4

综述 – 六项基本质量原则

SRM 1.5

综述 – 环境方针

SRM 1.6

综述 – 冲突矿产

SRM 1.7

综述 – 核心价值和理念

SRM 1.8

综述 - 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SRM 1.9

综述 - 信息安全

SRM 2.0

质量 – 质量概述

SRM 2.1

质量 – 供应商绩效期望

SRM 2.2

质量 – 供应商审核

SRM 2.3

质量 – 先期质量策划

SRM 2.4

质量 – 外观批准报告（AAR）/色彩控制

SRM 2.5

质量 – 材料验证书

SRM 2.6

质量 – PPAP 样品提交

SRM 2.7

质量 – 工程变更

SRM 2.8

质量 – 不合格材料

SRM 2.9

质量 – 遏制检查项目/安全投产

SRM 3.0

交付 – 已购物项交付

SRM 3.1

交付 – 包装和贴标

SRM 3.2

交付 – 运输和货运

SRM 3.3

交付 – 国际航运

SRM 3.4

交付 – EDI 和 EFT

SRM 3.5

交付 – 需求预测计划

SRM 3.6

交付 – 产能管理

SRM 4.0

商业 – 成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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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

描述

SRM 4.1

商业 – 供应商降低成本建议方案

SRM 4.2

商业 – 供应商持续改善计划/系统

SRM 4.3

商业 – RFQ,下单与供货协议

SRM 5.0

管理 – 供应商多元化

SRM 5.1

管理 – 供应商情况报告

SRM 5.2

管理 – MSDS 提交

SRM 5.3

管理 – IMDS/CAMDS 限用物质与回收物料报告

SRM 5.4

管理 – 供货商订货变更索赔

SRM 5.5

管理 – 供应商绩效 – 评估体系

SRM 5.6

管理 – 供应商绩效 – 评估体系

SRM 6.0

表单 – 供应商绩效评估单

SRM 6.1

表单 – 材料拒收通知

SRM 6.1.1

表单 – 材料拒收通知描述

SRM 6.2

表单 – 供应商发货说明 (Argus Logistics)

SRM 6.3

表单 – 供应商路线说明

SRM 6.4

表单 – EW8D

SRM 6.4

表单 – EW8D 说明

SRM 6.5

表单 – 供应商偏差申请单

SRM 6.6

表单 – 供应商包装申请单

SRM 6.7

表单 – 供应商成本降低建议单

SRM 6.8

表单 – 报价申请 (RFQ)

SRM 6.8.1

表单 – 供应商成本单价详表

SRM 6.9

表单 – 供应商工程变更标签

SRM 6.10

表单 - EFT 支付授权单

SRM 6.11

表单 – 供应商联系信息变更清单

SRM 7.0

SPI 生产条款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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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1.2 – 手册目的
本手册旨在向我司的供应商提供信息与指示，以确保及时将产品引入市场并尽量减少产品或系统的问题。
同时，本手册还希望能提供必要的资源在供应商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上美）之间建立有效的双向沟通
途径。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希望所有客户指定的供应商能遵守此手册内的要求及期望。
上美赞同福特、克莱斯勒与通用公司在规范物料/零部件交付与批准要求方面的努力。下列经批准的 AIAG
（汽车工业行动集团）参考文件将作为交付/质量准则概述供应商对作为客户身份的上美塑胶公司所负有
的责任。AIAG 出版物《ISO/TS 16949 规范》将用作指导供应商-分包商要求的主要文件。
1.
2.
3.
4.
5.
6.

《ISO/TS 16949 规范》
《量产件审批过程》现行版本
《潜在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现行版本
《基础统计过程控制》现行版本
《测量体系分析》现行版本
《高级产品质量计划》现行版本

我们希望供应商能尽力满足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合理期望。这些期望包括，产品满足或超越现行要求、
及时交货、持续降低成本与编制证明合规性的文件。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独有的特定要求将在各程序中以
例外规定列出，且需优先于 AIAG 参考文件中给出的指示。
请致电(810) 358-3003, 或通过 www.aiag.org 获取 AIAG 复印件。

SRM 1.3 – 使命宣言
凭借团队合作，
为客户提供一流的、平价的、实用的、
塑胶产品。
给员工以尊严、安全与和睦。
利润是不变的追求。

SRM 1.4 – 六项基本质量原则
1.
2.
3.
4.
5.
6.

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从不将问题遗留给下一位团队成员。
积极追求持续改进。
标准化作业保证一致的正确的结果。
解决问题，要找出根本原因而非敷衍了事。
立即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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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1.5 – 环境方针
PIC (预防 – 改善 – 遵守)
1.
2.
3.

避免、减少或者控制废物的产生和排放来预防污染。
应用持续改进技术完善体系和流程。
遵守地方、国家和政府的法律法规。

SRM 1.6 - 冲突矿产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根据《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2010年）》的
相关规定，已经采纳相应规则落实关于“冲突矿产”的申报和公告要求。
根据该系列规则，向SEC申报的制造商要求披露它们制造或根据合同制造的产品是否含有对“该
类产品的功能或生产”而言“必不可少的冲突矿产”。“冲突矿产”的定义是指黄金、锡、钽、钨以及锡石、铌
钽锰矿和钨锰铁矿的衍生品，无论它们于何处采购、加工或销售。
我们承诺将在整个供应链中对“冲突矿产”实施责任采购并将一直遵守下文中的SEC围绕“冲突矿产
”制定的规则与规定。

SRM 1.7 – 核心价值和理念
 客户导向品质。质量是由客户根据提供给其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评判的。
 领导力。领导者建立并亲自完善能促进公司经营的客户导向性与明确的组织价值。
 持续改进。每项活动与功能都应持续进行质疑与改进，以更好地达成组织使命及促进使命达成的









效率。
员工参与和发展。员工的参与和技术进步可持续帮助改进质量、产品与服务价值及效率。
快速响应。公司缩短生产周期与应对市场机遇与要求的能力可提高其竞争优势。
设计品质。在整个寿命周期内将质量融入产品与服务科避免浪费与防止发生问题。
长远目光。除了取得当前的成功，公司还必须具备领悟与规划远期机遇与要求的努力与眼光，以
确保公司将来的实力。
基于事实的管理。计划、决策与行动都应基于客观数据，比如成本、财务数据、经营数据、质量
数据、客户数据、市场数据、预测、人力资源数据、竞争对手信息、基准研究与监管信息等。
合作者发展。应共同管理与培养同供应商、客户、员工与其他公司的商业关系，从而取得长远的
成功与多赢的局面。
公司责任与公民身份。商业道德及其他公司责任是管理与规划组织事务时的关键考虑因素。
团队合作。员工应将公司目标放在个人目标之上，积极有效地与其他人互动，并主动负责相关行
为与结果。

SRM 1.8 -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所有供应商必须通过ISO 9001（现行版本）的认证并根据ISO/TS 16949
（现行版本）的规定开展业务活动。
对于所有已通过ISO 9001认证但尚未根据ISO/TS 16949规定开展业务活动的供应商，上美塑胶
有限公司将要求其填写ISO/TS 16949达标“自我评价单”。供应商能够100%达到上美塑胶有限公
司的技术规格才是达标评价单；如有不达标项，供应商应规划和实施纠正措施，确保能够达标。
如果现有供应商的质量管理体系（QMS）尚未经过认证，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将要求第二方对它们
的QMS进行审核（要求每年进行该审核）。
如果供应商规模不够大，以致没有充足的资源制定符合ISO 9001或ISO/TS 16949规定的QMS，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可对这些供应商适当放宽条件。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可自定标准确定“特别指定的
小型供应商”。根据ISO/TS 16949第7.4.1.2条规定确定小型供应商。备注：“小型”也可能是指汽
车部件供货量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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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QMS现行版本过期前，供应商应将QMS更新后的版本提交至上美集团采购和/或供应商开发工
程师。

SRM 1.9 – 供应商信息安全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所有供应商应确保/保护在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和供应商之间交流的专利、保密和秘密
信息的安全性。供应商必须遵守下列要求。供应商通过 ISO27001 认证可视为达标。













必须委任和确定一名专员负责信息、系统和人身安全。
必须控制访问经营场所和辅助基础设施（通信和电力设施等）的人员，从而避免和侦测未授权人
员访问这些区域并将擅自访问的影响降至最低。
访客和摄影政策已经制定。所有员工需接受培训并确保将遵守该政策。
所有员工应知晓保密政策，因为他们涉及到正常的业务活动。
一旦收到人力资源部门（HR）发送的关于某位员工借调、辞职或劳动关系终止的通知，行政部
必须取消该位员工访问经营场所以及工作计算机和网络的权限。
所有联网和单机的信息系统的所有用户账户必须设置复杂和唯一的密码。包含登录信息或密码的
系统文件必须严格保护，避免任何未经授权的访问。
对外部可移除媒介（USB驱动器/CD或DVD写入器/软盘驱动器）的写入访问必须禁用或加密。
所有工作站/电脑/网络必须安装合格的防病毒软件和防火墙。
为避免篡改和/或擅自使用专利/秘密信息，必须制定和执行相应的信息处理政策。
系统必须经过审核，确保信息和系统的安全性和完整性。
供应商必须制定一套安全事故调查体系。
供应商必须有灾后恢复计划。

SRM - 2.0
1.0
1.1
1.2
1.3
1.4
1.5

SRM - 2.1
1.0
1.1

1.2
1.3
1.4

质量概述
上美的供应商应向其自己的供应商实施类似的要求与管理并希望产品链中的所有供应商
将这些要求作为标准的商业方法来遵守。
供应商应保护上美免于收到不合格/缺陷物料、零部件或成品。
若发现与检验到任何内部的不合格产品，供应商应及时告知上美人员以防止用到最终产
品中。
供应商应关注客户链以确保总体的客户满意度。
供应商应（根据产品）编制与维护关于退货、拒绝、关注点与累计问题的完整文件。
所有采购的用于生产上美零部件的产品必须符合生产与销售所在国现行的关于限用、有毒与
有害物料以及环保、电气与电磁注意事项的政府与安全限制要求。供应商需按照上美或政府
的要求提供该类文件，如《物料安全数据表》。

供应商绩效期望
上美应每年发布基本的供应商绩效期望，除非根据不断变化的商业状况需要更频繁的发
布新版本。
供应商绩效期望应包括供应商需要满足的目标，包括质量、交货及其他方面等。年度期
望应以上美客户、当前市场状况与上美业务要求所需的绩效水平为基础确定(参考TS
16949第7.4.3.2节)。
供应商绩效期望应传达给供应商高层管理人员或供应商销售部门中的相关级别人员。 上
美集团采购应负责决定接收期望的具体个人。
如果供应商无法满足期望，则上美物料人员将要求供应商提交行动方案详细说明供应商
为满足这些期望将采取的纠正措施。
如果供应商认为上美的绩效期望是不切实际的，则供应商应通过上美集团采购要求与上美
进行会谈。 供应商应在会议上提出证据证明当前的上美期望是不切实际的，一并提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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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SRM - 2.2
1.0

1.1

1.2

1.3

SRM - 2.3
1.0

1.1
1.2

还有关于供应商持续改进计划和这方面活动的文件。 然后，供应商与上美集团采购将协
商决定一个临时绩效目标。
供应商是否有能力满足与超越上美的供应商绩效期望是赢取其他业务与维持现有业务的重
要因素。

供应商审核
潜在供应商审核。
供应商开发工程师（SDE）可对上美选择的所有新供应商执行潜在供应商审核（参照
《潜在供应商审核表》，编号：KBPD 09.04.02）。潜在供应商审核不适用于客户指定
的供应商。
产品、过程和/或QMS（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当上美的客户要求或是出现差的质量表现时，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将在供应商所在地执行
产品、过程和/或QMS（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将跟踪审核过程中发现的所有未决问题并提交最终的审核结果。如有
客户要求，审核结果将按照客户指定的格式制成书面文件，否则，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可
自行决定文件格式。
审核频率以客户要求和/或供应商开发工程师根据实际情况所作决定为准。

先期质量策划
目前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所认可的先期质量策划体系有很多种。 SPI将使用AIAG APQP手
册（现行版）作为评估供应商APQP过程的参考。供应商的先期质量策划体系应该有下
列特征：
1.0.1 指定一人专门负责管理规划过程
1.0.2 利用多功能型团队
1.0.3 利用行动方案列出任务与完成日期
1.0.4 关注客户需求与期望
1.0.5 执行可行性研究与评估
1.0.6 编制生产计划、过程流程图、设计与过程FMEA和控制计划
1.0.7 通过功能测试与统计测评验证所有设计、生产计划与控制计划的结果
1.0.8 通过试生产运行（节拍生产）验证满足质量要求的产品并支持批量生产的能力
1.0.9 利用签字确认程序确保对规划过程中每个步骤进行评审
1.0.10 供应商须在其下级供应商基地开展APQP过程。SPI将随时验证。
供应商应妥善保存产品研发文件，这些文件需包含与规划过程相关的所有资料和文件。
如果SPI确认供应商对项目成功投产具有重要的或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些供应商需满足额
外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1.2.1 提交匹配项目时间和节点的产品质量先期策划状态报告和/或模具状态报告。
1.2.2 提交节拍生产（Run @ Rate）文件和/或 SPI 对 Run @ Rate 的现场评审结果。
1.2.3 关于初始生产（定义见 SRM 2.9 预防计划/安全投产）的供应商管理检查（全
检）。
1.2.4 在 SPI 场所购买材料、零部件或装配件时，现场提交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
1.2.5 参与上美的供应商投产就绪评估方案，该方案由下列文件构成：
 供应商信息表
 投产就绪评估
 产品质量先期策划（APQP）报告
 投产就绪评估（LRA）补充信息
 节拍生产（R@R）小结
 R@R 评估
 产能信息
 产能补充信息
 可行性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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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在供应商的月度绩效评估中要考虑供应商项目准备完成率和纠正措施及
时性。

SRM - 2.4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SRM - 2.5
1.0
1.1
1.2

外观批准报告（AAR）/色彩控制
供应商应具备有效的色彩匹配流程和资源（设备与人力），从而能够满足本文件中规定
的色彩匹配要求。
所 有 提 交 的 色 彩 审 批 申 请 文 件 应 包 含 在 PPAP 中 ， 若 是 美 国 汽 车 工 业 行 动 集 团
（AIAG），申请文件为“外观批准报告”，编号：CFG1002；若是尼桑汽车，申请文件为
联合新增产品质量程序（ANPQP）的AAR表格（仅限于尼桑的项目）。
供应商应确保次级供应商群知晓本文件或该供应商制定的等效文件中的规定，并且遵守
其中的相关要求。
样品需与标准色板、替代标准色板或者SPI指定的标准产品进行对比评估。
供应商应维系一套用于控制、保存和使用色彩标准的体系（标准色板，替代标准色板和
标准产品）。
供应商可标准化所有工艺流程从而控制色彩匹配，包括但不限于：颜料与溶剂混合流程；
应用流程；树脂混合流程；测试与评估流程；视觉流程；清理流程。
供应商应根据色彩要求对生产工艺进行抽样调查并记录好必要的光泽度、分光光度计和/
或色度计读数。
供应商有责任确保所有提供给SPI的产品的色彩匹配度、光泽度和外观均符合要求。
对于关键的喷涂产品的色彩匹配，提交给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PPAP中需包含关于膜厚
度、色彩和光泽度的能力研究。

材料验证书
上美工厂总括订单须列出对各采购项要求证明书的客户规格。
证明书须至少引用适用的规格、批或者批次号、数量、生产日期与实际测试结果。对于在
定期或审核基础上实施的测试，还需注明测试日期与频次。
供应商应根据下列安排表提供证明书。
树脂：
1.2.1
在PPAP（参见SRM 2.6 PPAP样品提交）阶段，必须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提
交的完整的实验室报告，该报告须列出规格要求的所有测试条目的实际测试
结果。
1.2.2
基于逐批次送货的产品，必须向上美工厂质量部门提交规格中要求的该批次
冲击强度测试（Impact Strength test）和熔融流动指数（MFR）测试的证明
书。 若有任何补充意见或其他要求，上美工厂质量经理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作为附件附在上美总括订单后面。
1.2.3
供应商须每年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提交至少一次规格中规定的所有测试的实
验室报告，包括实际结果与测试日期。
1.2.4
如果工厂质量经理有要求，必须每年提交从连续五(5)个批次中抽取的五(5)个
样品的燃烧测试的实际结果，证明符合FMVSS 302(阻燃性)的要求。 如果物
料的燃烧速率与极差在GM9070P表1中N=5栏左侧范围内，当年无需再提供
进一步的报告。 如果物料的燃烧速率与极差在GM9070P表1中N=5栏右侧范
围内，上美集团物料部门须指定所需的报告频率。
涂料与色母：
1.2.5
在 PPAP（参见 SRM 2.6 PPAP 样品提交）阶段，必须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
提交的完整的实验室报告，该报告须列出规格要求的所有测试条目的实际测
试结果。
1.2.6
对于批次产品，无需另外的测试结果。 对于涂料，发货前需提交干湿样品与
颜色数据。 对于色母，发货前需提交样品与颜色数据。
1.2.7
供应商须每年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提交至少一次规格中规定的所有测试的实
验室报告，包括实际结果与测试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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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与装配件：
1.2.8
在PPAP（参见SRM 2.6 PPAP样品提交）阶段，必须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提
交的完整的实验室报告，该报告须列出规格要求的所有测试条目的实际测试
结果。
1.2.9
如果进厂产品无需进行进料检验，工厂质量经理应以书面形式通知供应商特
定的批次或发货验证要求， 作为附件附在上美总括订单后面。
1.2.10
供应商须每年向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提交至少一次规格中规定的所有测试的实
验室及尺寸报告，包括实际结果与测试日期。
1.3

SRM - 2.6
1.0

1.1
1.2

1.3

1.4

1.5

在使用中经验证的不合格材料须予以拒绝，并按照SRM 2.8 不合格材料的规定向供应商
发送通知单(SRM 6.1 材料拒绝单)。

PPAP 样品提交
供应商须拥有一份现行的AIAG手册《生产件批准程序》(PPAP)。部分供应商可能要求使
用OEM指南与表单（例如：福特阶段性PPAP、日产ANPQP）提交PPAP文件，倘若需
要OEM文件，将会提前通知供应商。
供应商须拥有完备的体系与资源来满足AIAG PPAP手册与/或OEM特别PPAP指南中的指
示，包括将IMDS信息提交至上美，上美IMDS代码为1563。
默认的PPAP提交等级为3级，除非相关的SPI质量工程师、采购与/或供应商开发工程师
另有规定。供应商的所有PPAP文件必须按照每个部件编号提交一份pdf文档。若有任何
例外，需事先取得SPI供应商开发工程师的批准。
对于零件和装配件，必须满足AIAG PPAP手册与/或OEM对于PPAP的特殊要求。
1.3.1 对于从OEM处获得PPAP批准的客户指定供应商，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要求提交下
列PPAP文件：

OEM批准的证据，通常是得到批准的OEM PSW的副本；

提交1级PSW给上美批准，必须包括提交IMDS至上美得到批准的证据；

若适用，得到外观样件批准；

零件图纸副本；

产能分析报告副本。
1.3.2 对于要求外观批准的部件，可能需要OEM颜色批准及合格供应商批准（参见
OEM要求）。
1.3.3 对于树脂、色母与涂料的供应商，提交要求须依据上美工厂或上美客户的要求由
上美质量工程师从下述两个选项中指定。
1.3.3.1 2 级 PPAP 提交文件必须附带下列资料：
 按照第8章规定的一份物料证明书副本。
 证明实验室测试范围的文件。
 证明OEM批准（除非OEM不批准树脂或涂料）的文件。对于涂
料，文件必须包括颜色批准与涂料系统批准。
 供应商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副本。
 限用与应报告化学品资料 (IMDS)。
1.3.3.2 依据SRM 2.5 – 材料验证书规定的，只要求材料验证书
供应商PPAP提交文件必须提交给负责的上美集团采购，但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外包注塑
供应商除外，这些供应商需要直接向上美的使用工厂提交PPAP文件。
1.4.1 上美集团物料部门告知供应商提交完整 PPAP 文件包与样件的截止日期以及 SPI
指定的质量工程师所要求的 PPAP 提交等级。
1.4.2 对未满足全部客户要求的采购件可以考虑偏差许可。在提交 PPAP 之前，供应商
必须填写偏差请求单（SRM6.5），然后将该请求单提交给相应 SPI 项目工程师
批准。完成批准之后，供应商必须将 SPI 批准的偏差请求单纳入 PPAP 提交文
件中。
PPAP提交文件包必须由指定的SPI质量工程师实施可接受性评估，包括安装&功能批
准。如果PPAP文件包或部件是不能接受的，指定的SPI质量工程师将直接联系供应商并

修订日期： 1/27/2017

第9页

通知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指定的SPI质量工程师必须直接负责接收纠正的或缺失的文件、
图纸或部件。
上美须将签字的PSW返还给供应商以告知供应商提交状态。
供应商绩效评估(SRM 6.0)会包括对 PPAP 提交及时性的测评。
供应商必须承诺向 SPI 提供填写在指定表单中有足够产能的验证。产能验证必须作为用
于《供应商绩效评估》(SRM 6.0)PPAP 及时性的组成内容。

1.6
1.7
1.8

SRM – 2.7 工程变更
对于工程变更，供应商须向SPI通知其所规划的同设计、工艺或现场有关的任何变更。

1.0

要求通知的变更举例:
使用的构造或材料并非原先批准部件或产品中所使用的。
生产新的或改进后的工具（但易损工具除外）、模子、模具、款式等，包括补充的
或更换的工装。
3- 在现有工装或设备升级或重新编排后执行的生产。
4- 使用转移至不同工厂地点或来自其他工厂地点的工装或设备执行的生产。
5- 更换部件、非同等材料或服务（比如，热处理、电镀）的供应商。
6- 使用闲置长达十二个月或以上的工装进行批量生产。
7- 内部制造或由其供应商制造的生产产品的零件相关的产品与工艺变更。
8- 测试/检验方法的变更 – 新技术（对验收标准没有影响）。
9- 仅限散装材料，来自新供应商或现有供应商新来源的原材料。
10- 仅限散装材料，产品外观属性发生变更。
12-

供货商需变更设计、流程或
产品管理现场。

在计划变更发生之前，供货
商需提前至少六个月向上美
买方提交AIAG产品/过程变更
通知。

上美买方将审核产品/过程变
更通知，以寻求可行性并向
供货商提供反馈意见。

变更请求是否可行？

否

上美买方将告知供货商变更
不可行。

同意后，上美工厂向供货商寄送
已签名的PSW。供货商开始进行
变更并在首批货物上贴上相应的
标签。

是

使用该部件的SPI工厂将联系
其客户，审核拟定的变更内
容并征求客户意见。

SPI买方将通知告知供货商上美
客户已拒绝变更请求。供货商可
重新提交新的请求。

SPI工厂将告知供货商上美已拒
绝变更请求。

拒绝

同意

拒绝

客户是同意还是拒绝？

同意

修订日期： 1/27/2017

SPI 买方将告知供货商上美客户
已同意变更并协提交PPAP的时
间。

供货商将实行变更并向上美买方
提交PPAP。买方将向上美工厂分
发PPAP以及样品，供其审核。

上美工厂是同意还是拒
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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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SRM - 2.8

供应商负责及时（至少早于提议变更6周之前）将AIAG《产品/工艺变更通知》(THE1002)提交给其SPI采购员。
SPI采购员将会同SPI内部的相关人员一起评审《产品/工艺变更通知》，确认变更是否可
行。
使用该部件的SPI工厂将会联系其客户代表，评审提议的变更和获取客户批准。
SPI采购员将《产品/工艺变更通知》的处置结果（批准或否决）通知给供应商。如果批
准，供应商将执行变更并向相关的SPI采购员提交一份PPAP和部件样品，并在将变更后
的部件发货给SPI之前获得PPAP批准。
SPI采购员将会收到供应商的PPAP与部件样品并据此传达出去，而SPI工厂需负责评审
与处置（批准、否决或其他）PPAP。SPI工厂还将负责确定变更后产品首次发货之前所
需的任何专用标签。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编制的样品标签必须打印在黄纸上，以方便识别
（参见SRM 6.9工程变更标签）。
以上美批准的PPAP作为凭据，供应商得到授权发送变更后产品。

不合格材料

1.0

供应商须保护上美免于收到不合格材料、零部件或装配品。
1.0.1 对于涂料，如果工厂质量经理有要求，发货前需提交干湿样品及颜色数据进行验
证。对于色母，如果工厂质量经理有要求，发货前需提交颜色样品及数据进行验
证。
1.0.2 不得仅仅凭借对发货前样品的评审开拒绝单（Rejection）。对于能看出与主色板
有视觉差异的样品可以开具书面的关注（Concern）。
1.0.3 不得因发货前样品的目视对比而在开具的关注（Concern）中向供应商索赔费用。

1.1

倘若发货给 SPI 的材料不合格或有疑问，并在过程中任何检验点被发现，这些材料必须
被标识，并放置在隔离区直至做出处置。在此情况下，SPI 质量经理或其指定人员将会：
1.1.1 要求供应商负责在SPI工厂管理和/或进行可疑材料的挑选（详情参见SRM 2.9预
防计划/安全投产）。之后须收取200美元的管理费，并将挑选结果（实际缺陷数
量）用于计算PPM。
1.1.1.1 SPI 质量经理或指定人员可以选择退回可疑材料，允许供应商（在供
应商的场所）执行挑选并将提交结果用于 PPM 计算。在此例外情况下，
根据工厂的要求，供应商可能需要向 SPI 工厂派遣一名代表，负责评
审缺陷状况并在 SPI 规定时限内提供经验证的更换材料。除了 200 美
元的管理费，所有相关的运费花费都将开具账单给供应商。
1.1.2 在缺少供应商支持的情况下，将可疑材料退回给供应商。之后将收取400美元的
管理费，并可将全部可疑材料数量用于PPM计算。此外，所有相关的运费花费
都将由供应商承担。根据工厂及集团物料部的全权决定，仅在问题得到满意解决
并且收到可接受的8D之后，可以对PPM进行调整以反映出实际的缺陷数量。不
得免除任何收费将作为协商内容的一个部分。
1.1.3 在缺少供应商支持的情况下，内部(SPI人员)挑选可疑材料。之后，将对供应商
收取600美元的管理费加上每小时50美元的挑选费或者仅针对上美Silao工厂和南
京工厂的供应商每小时15美元的挑选费，并可将全部可疑数量用于PPM计算。
根据工厂及集团物料部的全权决定，仅在问题得到满意解决并且收到可接受的
8D之后，可以对PPM进行调整以反映出实际的缺陷数量。不得免除任何收费将
作为协商内容的一个部分。

1.2

在上美客户工厂确认为不合格的供应商物料须拒绝，并将问题传达给供应商解决。 相关
的罚金与费用须转移给供应商承担。
所有拒绝、问题与累积须开具《物料拒绝通知单》(MRN SRM 6.1)然后将 MRN 分发给
MRN 上指定的人。
不合格材料的处理方式须从下列各项中选择:
 退还给供应商
 报废 – 供应商人员
 报废 – 上美人员

1.3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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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SRM - 2.9
1.0

1.1

 返工 – 供应商人员
 返工 – 上美人员
 使用 – 需要“偏差接收许可”
如果处置选项涉及到上美人员返工供应商产品，则供应商须承担每小时 50 美元的劳力成
本。(上美 Silao 工厂和上美南京工厂，每小时 15 美元) 因为上美南京工厂在综合保税区
内，如果处理方式涉及报废——上美将向供应商收取关税成本及报废料的增值税。
无论何种供应商拒绝，供应商必须出具团队编制的书面纠正措施，至少包含下列内容：
团队成员身份、问题描述、用于遏制症状的方法、根本原因识别、采取的纠正措施与时
限与纠正措施的确认。 供应商可以选择使用 EW8D 格式 (SRM 6.4)。
1.6.1 初步响应 –除非 QE（质量工程师）另有授权，否则供应商须在 MRN 发布后 48
小时内回复，回复内容包括团队成员的姓名、问题描述与用于遏制症状的方法
（包括包装识别与时限）。
1.6.2 最终响应——除非QE另有授权，否则供应商须在MRN发布后最晚15天内回复，回
复内容包括根本原因识别、纠正措施执行情况与时限及有效性（包括包装识别与
时限）。
1.6.3 根据供应商的请求，上美质量经理或指定人员可以给予最终响应最多30天的延展
期。如果供应商要求最终响应的延展期超过30天，将由上美质量经理或指定人员
决定是否给予。上美质量工程师须负责将决定告知供应商。
供应商关于 MRN 的书面纠正措施报告须由负责发布的上美质量工程师进行评审。上美
质量工程师须向上美质量经理建议是否批准、否决或有条件批准。上美质量经理或指定
人员将在书面纠正措施报告上签字并回传给供应商以告知其 MRN 状态。
如果供应商未能在规定的延展期内提供书面纠正措施报告，则上美质量工程师须报告给
上美质量经理由其去推动供应商解决问题。
如果在工厂质量经理按上述第 1.8 节联系其之后，供应商仍未能提供书面纠正措施报告，
则质量经理可自行决定结束 MRN。如果质量经理是在未收到供应商纠正措施报告的情况
下关闭 MRN，则质量经理或指定人员须记录下供应商未响应 MRN 的情况，并提交一份
MRN 给集团物料部门由采购员进行评审然后录入供应商档案内。将来业务决标时将考虑
供应商未做出响应的情况。

遏制检查计划/安全投产
遏制检查概述
遏制检查指通过在供应商的生产过程中部署额外的控制去识别已知或潜在的不合格，防
止将其发送给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而达成的。
1.0.1 额外的控制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检查审核、尺寸测量、SPC 检查、外观检查、
产品功能性检查、标签验证系统、检查工装和量具检查及防呆措施。
1.0.2 供应商遏制检查指南包括下列内容：
 遏制检查区域必须配备高可视度及合适的照明、设备等。
 遏制检查区域必须拥有明确定义的物料流，包括明确划分的进出区域。
 遏制检查区域内禁止返工作业。
 产品接受标准与测量/测试流程需同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人达成
一致。
 不合格数量、纠正措施及措施结果必须每天上报。
 问题解决方法必须正规、以数据为依据并文件化。
 遏制检查人员必须接受适当培训，具备工作指导书、质量标准、限度样
品等。
 供应商遏制检查活动的数据必须存档保管，承索即给。
1.0.3 遏制检查的目标是保护上美塑胶有限公司避免接收在初始产品与过程启动（预生
产-安全投产）阶段、整个生产过程中以及应对供应链任何环节中发现的质量问
题时所逃逸的缺陷材料。下列章节详述了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对上述各个阶段的期
望。
预生产/安全投产遏制检查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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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RM – 3.0
1.0
1.1
1.2
1.3

预生产遏制检查适用于在量产前为原型样品、试制品或在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装配的可销
售车辆生产的任何部件。预生产/安全投产遏制检查行动是供应商的 APQP 过程的一个前
提，必须编制在原型（Prototype）与/或预投产（Pre-Launch）控制计划中。
1.1.1 预投产控制假话包括，为了确保供应商生产过程得到验证之前的更高产品与工艺
质量，而在量产控制计划基础上增加的频率与额外的测试。在预生产阶段，抽样
数量与/或产品检查频率通常为 100%，且不能替代最终产品审核。
1.1.2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规定：只有连续生产5000件没有缺陷的产品，才能退出遏制
检查。这些产品必须连续计数，发货时需做好标记，遏制检查数据需保管妥善，
承索即给。到SOP阶段尚仍保留的问题划入生产质量遏制检查。此外，倘若出
现生产质量问题，可能需要提起第三方检验，以防止上美塑胶有限公司收到这一
阶段的不合格品。
生产质量遏制检查期望
生产质量遏制检查：在发现供应一个供应商质量问题之后，供应商按照上美塑胶有限公
司的要求在其场所执行的额外控制。本活动的目标是清除整个体系中的任何不合格材料，
防止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受到任何额外的缺陷产品。要求供应商隔离及挑选其工厂内、供
应商处，运输途中及上美工厂的所有可疑产品。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因这一活动产生的任
何相关费用必须由供应商承担。
1.2.1 在发现问题之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人通过向供应商质量联系人发出
《材料拒绝通知单》(MRN)来启动遏制检查。MRN会详述具体的不合格项及要
求的供应商行动。
1.2.2
供应商负责通过确认在MRN副本上授权签名发回给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
人，或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来承认此材料拒收通知单。
1.2.3 在收到生产质量遏制检查通知之后24小时内，供应商负责通过初始8D答复其执
行的遏制检查计划。遏制检查计划必须经过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人评审
及同意。供应商需负责将持续的遏制检查结果每天通知给客户，直至退出生产
质量遏制检查为止。
1.2.4 根据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要求，只有连续生产5000件没有缺陷的产品，才能取消
遏制检查。这些部件必须连续计数，发货时需做好标记，遏制检查数据需保管妥
善，承索即给。
第三方遏制检查期望
第三方遏制检查是定义为费用由供应商承担但由独立的第三方执行的额外控制活动。如
果供应商的生产质量遏制检查活动未能防止上美塑胶有限公司或其客户收到不合格材料，
将由第三方执行遏制检查。
1.3.1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人分析不合格问题，确定是否需要第三方遏制检查。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采购员与/或供应商开发工程师可能也需要参与决定执行第三
方遏制检查。
1.3.2
第三方必须每天向供应商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系人提供关于遏制检查活
动进度的文件。
1.3.3
供应商需负责向第三方下达采购订单，并负责承担挑选公司执行遏制检查活动
所需的所有成本。
1.3.4
启动第三方遏制检查并不能免除上述防范指南要求的需由供应商执行的生产遏
制检查活动及责任。取消第三方遏制检查的审批将由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质量联
系人负责签发。

已购物项交付
发往上美塑胶有限公司(SPI)的货物需使用上美塑胶批准的集装箱，贴有上美IT部门认证
的标准AIAG标签。
货物必须满足上美设施给的准确数量，每单位包装满足标准数量。
供应商应该以先进先出(FIFO)的原则控制库存与发给上美的货物。
货物应该按照上美指定的日期抵达上美的场地。SPI生产设施所提供的SPI船期表所载日
期（DELJIT）为产品须抵达上美设施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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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1.9
1.10

SRM – 3.1

装运货物需经SPI设施指定的载于上美生产采购订单中的送货人送至上美。要求SPI设施
跨境进口产品的具备装船点的供应商（及部分其他供应商）需按要求审阅并签署一份SPI
供应商路径指令表，该指令表将说明详细的路径信息。
因供应商未能遵守规定的发货日期、数量或指定路线导致上美遭受的额外成本将由供应
商负责承担。
上美希望所有供应商对其发货状况进行监管，争取达到100%准时交货。
上美的供应商应负责其分供应商的交货状况。
供应商应该制定方针与计划缩短生产与运输零部件的交货周期。
上美应监管供应商交货状况作为供应商绩效评估（SRM 6.0）的一部分。
一旦出现任何偏离 SPI 材料计划、物流指导书或事先约定的情况（如使用不符合标准或
未经批准的船运集装箱或标签，装运数量低于或高于规定数量，提前或延迟装运，通过
未经批准之送货人装运，生产能力不足等），供应商应立即和 SPI 工厂采购部门进行沟
通。供应商应调查任何偏离情况，查明偏离情况的根本原因，纠正偏离事项，并确保未
来杜绝偏离情况。

包装和贴标

1.0

包装政策
1.0.1 作为一般性原则，供应商应设计和开发足以全程保护所供应零件的包装。供应商
必须确保其设计符合 SPI 包装标准。
1.0.2 尽管可以预料供应商应设计其包装物，但 SPI 材料工程师——包装或制造工程师
经要求或在其他情况下，可协助开发可接受的船运集装箱，但包装的最终性能仍
为供应商的职责所在。
1.0.3 SPI 将批准包装设计。包装设计批准可能包括一份已经签署的包装形式。供应商
可使用其自己的包装形式或 SPI 的供应商包装形式（SRM 6.6）提交包装建议。
1.0.4 任何不符合零件特性规定的下列包装和识别要求或偏离情况，在报价时，应予以
识别并要求获得材料工程师——包装或制造工程师的批准。

1.1

一般包装要求
1.1.1 所有货物必须按照公共承运人的要求妥善包装、标记与发货，在确保发出产品完
整性的同时实现最低的运输成本。
1.1.2 包装应遵守所有政府与运输条例的规定。
1.1.3 不建议使用无法回收的物料，如果没有其他可代替的物料，则需获得物料工程师
—包装或生产工程师的事先批准。
1.1.4 包装的设计应当支持零部件使用点。应当避免使用多余材料（袋、分隔物、包装
物和捆扎带等），除非为零件保护所绝对需要的材料。
1.1.5 全托盘包装试验应在推出前提交，以便评估/识别潜在的质量问题，除非SPI工厂
或包装工程师放弃。
1.1.6 包装变更。任何包装变更应要求充分的测试和理由，以证明该产品将受到与变更
之前一样的保护。 PPAP要求将会视具体情况而定。任何包装变更将提交，作为
供应商向SPI SDE提交的变更请求。
1.1.7 经具备良好声誉的一方通过包装“船舶和跌落”测试后，包装应视为有效（即美国
内3000英里及海外8000英里）。在包装使用前，包装理由应予以提交并经SPI批
准。

1.2

集装箱准则
1.2.1 SPI的目标是集装箱应至少容纳每日使用量的10%，但对每个标准集装箱而言，
不超过一天。
1.2.2 除非上美另有明确授权，所有零部件必须采用适合人工搬运的容器。
1.2.3 适合人工搬运的容器不得超过30磅或13.6千克。
1.2.4 适合人工搬运的容器应按照AIAG的尺寸要求48" X 45"或32" X 30"设计为组合式
的。如果零部件的尺寸要求包装长度超过48"，需据此调整包装长度，但宽度维
持在45"或32"。特殊出口的适用45" X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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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1.2.6
1.2.7

1.2.8

1.3

手工操作的集装箱不应超过36英寸。如果某个零件要求集装箱大于36英寸，那
么获批后，可使用48"x15"和48"x22"规格的集装箱。手工操作的集装箱的高度不
应超过其宽度。
适当时，集装箱应当经充分密封，以确保操作时不发生故障。
包装设计中应考虑产品准入的简易性，限制使用附加工具打开或处理包装的必要
性（HSC集装箱、片状分隔物和开槽袋等）。在一定情形下，经SPI事先批准，
底部结构可接受U形钉固定。
采用防滑层增量运输的所有箱子应采用HSC，同时，防滑层上覆盖普通盖子。
RSC箱子仅用于单箱（UPS等）装运的零件。

托盘或装载准则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集装箱不应悬于托盘之上。托盘载荷应适应运输和贮存过程中正常堆垛准则。不
可堆垛的托盘载荷必须经SPI批准。金字塔型堆垛是一种不可取的做法。
包括托盘在内的最小载荷高度应为：
25"总高度 (包括 4 英寸的托盘高度)
33"总高度 (包括 3 英寸的托盘高度)
50"总高度 (包括 2 英寸的托盘高度)
如果使用散装集装箱，则应限制为标准的AIAG尺寸。
消耗性托盘应使用耐用材料制造，以免操作时产生安全隐患。
消耗性托盘出入美国必须符合出口准则。木材必须按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进行处理和标记。《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国际植物
检疫措施标准第15号文件，ISPM 15）（参考美国农业部动物卫生检查局
（USDA-APHIS），木质包装材料（WPM）， 2004年9月16日，联邦官报
（FR）55719，案卷编号02–032–3）。www.aphis.usda.gov
不遵守该标准规定的任何准则可能会收到一份物料拒收通知(SRM 6.1 MRN)。

1.4

集装箱标签
1.4.1 所有的部件和材料必须强制性符合 SPI 所选用的标准 AIAG 标签。可从以下网址
中查看所要求标签的规格和样本 www.summitpolymers.com。
1.4.2 可扫描、贴有条形码的集装箱应包括以下：

SPI零件号码

产品数量

SPI采购订单编号

SPI零件描述

SPI工厂换行定位（如有）

唯一序列号

材料批号

供应商名称和配送地址

提单号/装箱单号

SPI工厂名称和地址

原产国声明（如美国制造）
1.4.3 每个集装箱应在相邻的两边贴有一个标签。
1.4.4 样品或新产品更改的装运应注明并适当分离以便于控制。

1.5

主负载标签
1.5.1 包含多个具有同样 SPI 零件号码或一个以上零件号码的多个集装箱的所有托盘必
须符合 SPI 所选用的标准 AIAG 标签。如果托盘上包含一个以上的零件号码，则
每个零件号码要求附上一个主标签。可从以下网址中查看所要求标签的规格和样
本 www.summitpolymers.com。
1.5.2 主负载标签不能替代各个独立的集装箱标签；主标签是对集装箱标签的补充。
1.5.3 可扫描、贴有条形码的主标签应包括以下：

标签上有“主负载”字样

SPI零件号码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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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1.5.5
1.5.6

SRM – 3.2
3.1
3.2

3.3
3.4
3.5
3.6

产品数量
SPI采购订单编号
SPI零件描述
SPI工厂换行定位（如有）
唯一序列号
供应商邓氏编码（DUNS）编号
供应商名称和配送地址
提单号/装箱单号
SPI工厂名称和地址

主标签应固定在集装箱收缩包装之下或绑扎固定托盘之负载。
混合负载应标明“混合负载”的标签。
所有化学材料必须按当地、所在州或地方和国家安全法规进行贴标。

运输和货运
SPI的一般政策是在采购交易中负责安排货运并承担运费，除非供应商可证明其在本职责
上的专业性及被证实的能力可以实现低于或相当于SPI所实现的成本。
供应商路径指导书的发布旨在清楚说明SPI及其供应商在发货和物流方面的职责，并避免
混淆和误解。路径指导书可由SPI公司及其工厂或第三方运输方发布。
SPI 的一家工厂可能向一家供应商发布不止一份供应商路径指导书。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供应商路径指导书格式应指明每份路径指导书所对应的已购物项。
由上美发布的供应商路径指导书按照表格CMM 03.01.01供应商路径指导书（参见SRM
表格 6.3）存档。
对于一家第三方零件物流供应商代表上美发布的供应商路径指导书，则按第三方格式
（参见SRM表格 6.2）存档。
供应商的代表人必须签署并返回所发布的供应商路径指导书。
如果供应商控制运输方法或方式，则标准的交付路径也应当存档于供应商路径指导书，
并由供应商提交给SPI工厂确认。
如果要求采取其他运输方法以在交货日期运至上美处，供应商应通知相应工厂。未经实
现协定，上美不接受其他运输方法所产生的费用。

SRM – 3.3 国际航运
1.0

1.1

1.2

国际航运介绍
本节旨在让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供应商更好地理解其作为出口商和供应商之职责。上美
塑胶有限公司的每个供应商负责使其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进行的相关活动符合所有海关
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本手册所列事项。
国际商业用语
对涉及商品进出口交易中的常见合同条款进行统一解释的国际规则包括以下内容：
 工厂交货（EXW）
 货交承运人（FCA）
 船边交货（FAS）
 离岸价（FOB）
 成本加运费（CFR）
 成本、保险和运费（CFR）
 运费付至（CPT）
 运费和保险费付至（CIP）
 目地港交货（DAT）
 目的地交货（DAP）
 完税后交货（DDP）
仓库和存货要求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断货的风险，并支持精益制造，供应商可能在海外制造，但他
们预期可能会进口到自己国内的仓库或配送中心。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将在制定的国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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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6

1.7

厂收取货物。当这一要求必要时，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将视具体情况决定并通知供应商实
施该要求。
报关行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已制定报关行代表其让货物通关。必要时，供应商必须根据上美塑胶
有限公司办公室规定的路径指导书使用所指定的报关行。
国际货运文件
供应商负责为所有国际货运提供完整、准确的文件。每次跨境货运必须发送文件。
1.填写完整的提货单，注明承运人、收货人和报关行的姓名和地址。必须与ASN的提
货单#一致。
2.填写完整的装箱单
3.根据上述准则填写完整的商业或形式发票。
4.完整的原产地证书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证书
5.完整的附件18和制造商证书，以将金属片、钢管和纺织品（面料、拉链、暖风机、
皮革）运网墨西哥。
6.完整的供应商出口墨西哥的出口申报单或允许墨西哥报关行填写表格的授权。
7.完整的纺织品声明，仅用于向美国仅为发运轧制货物或布。
商品估价
供应商负责根据其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达成的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在发货前说明产品
的合适价值。包括对产品合适的分类用以确定合适的关税。
商业或形式发票
每次向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工厂出口时，应附上一份商业或形式发票（见附录）。发票内
容和通用要求如下：
1.商品到达目的地的入境口岸。
2.收货人完整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工厂编号。
3.承运人的完整名称和地址，包括税号。同时包括联系人姓名和联系电话。报关行的完
整名称和地址。
4.运送日期
5.商品详细描述，包括符合适合的HS分类和NAFTA资格的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零件号码。
6.所发运商品的数量、重量和计量单位。
7.以购买货币计量的购买价格。
8.以购买货币计量的单项价格。
9.货币类型。
10.按类别和数量详列的商品的所有费用。
11.商品出口时所允许的所有逐项退款、退税和奖金。
12.原产国
13.辅件、金属模、模具、工具、工程工作及相关成本。
14.关税分类编号。
15.国际商业用语，参见本节第4.2部分。
16.发票编号
17.真实性声明
发票和所有附件必须为适合进口国的语言。发票不包含上述内容时，此批货物的清关会
延迟。很多时候，如果货物没有标明价值、描述和原产国，海关会标记该获取以备检查。
原产国标记
每项国外生产的货物（或集装箱）应根据进口国的法规进行标记。

SRM – 3.4 EDI 和 EFT
1.0
1.1
1.2

电子商务要求-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和我们汽车客户要求所有供应商在整个供应链中使用
EDI (电子数据交换) 。
SPI网址上提供EDI实施准则，该准则以EDIFACT标准为基础。
http://www.summitpolymers.com/supplier/info
为建立EDI通讯，请使用以下联系信息
EDI Helpdesk
Techn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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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5

1.5.4

6715 South Sprinkle Road
Portage, MI 49009
(269) 324-9330 x50198
edi@summitpolymers.com
所有供应商必须为其主要的EDI系统开发一套应急计划，以便在主要系统因任何原因而出
现故障时，我们得以保持产品和信息畅通。有关和上美塑胶有限公司使用EDI的具体细节，
敬请联系贵方采购员。
预先发货通知(ASN)
1.4.1 预先发货通知是供应商发给客户的发货数据电子汇兑。客户工厂按以下三种方式
使用预先发货通知所包含的信息：
 决定并确认在途货物。
 收到产品时确认货物。
 如果供应商获批使用ERS（评估收货结算），预先发货通知则作为电子发
票，从而向供应商付款。
1.4.2 为了保持和相关存货记录、物资需求计划/供应商列表和发票付款的完整性，必
须保证准确性。预先发货通知时效性是信息准确性和功能的关键。
1.4.3 预先发货通知必须在最终确定货物时创立，且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必须在获取离开
供应商发货地点后或在在抵达上美塑胶有限公司（SPI）工厂前较早的一个小时
内收到预先发货通知。
电汇（EFT）
1.5.1 为了通过自动结算所（ACH）系统向贵公司付款，则有必要采用电汇（EFT）批
准单（SRM 6.10。
1.5.2 银行验证：除了填写该批准单外，贵方必须按以下三种方法的任意一种方法确认
贵方的银行账户和路由号码：
1) 供应商之开户行，相应栏中载明联系人、手机号码、印章和/或签名，或
2) 供应商之开户行必须使用其自己的抬头纸确认银行路由信息及贵公司的银行
账号，或
3) 提供一份作废支票的复印件，上附有贵公司开户行的银行账户和路由信息。
1.5.3 该批准单授权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及其任何子公司通过电汇为任何现行及将来有效
的采购订单或协议所载之货物和服务进行付款。
汇款通知书：开始付款时，将通过电子邮件向供应商发送一份详细的汇款通知书。在
ACH汇款前一天，供应商应当收到汇款通知书。

SRM – 3.5 需求预测计划
1.0

1.1

1.2
1.3

1.4

预测将根据上美塑胶采购部和供应商之间达成的商业条款批准“成品量”和“原材料耗费
量”。根据客户的批准，SPI将授予供应商“成品量”和“原材料耗费量”的批准。例如，SPI
可能授予4周的“原材料耗费量”和2周的“成品量”，共为4周（即贵方获批改变2周的“原材
料耗费量”，而不是执行另外的4周的“原材料耗费量”。）
预测将通过电子数据交换向供应商提供。根据其发布，部分商品可能被授予不同的标
准。当电子数据交换不适用于通讯时，将按上美塑胶工厂的决定进行使用。偏离标准的
部分必须经SPI批准，并在采购订单及其发布中进行沟通。
供应商将使用这种预测驱动零部件计划/采购，从而满足我们制造工厂所发送的交货信
号。
累计数量的批准并不等同于发货所需的定货与交货间相隔的时间。发货所需的定货与交
货间相隔的时间指承认订单与接收订单之间的时间（包括制造时间和运输时间）。这并
不会直接计入周数，上美塑胶将在累计批准中作出财务承诺。
上美将提供计划信息，使其客户可获得该等信息。认为适合维持计划需求的持续供应
时，供应商有望管理和负责其拓展的供应链。

SRM – 3.6 产能管理
1.0

供应商负责确保有充足的能力支持上美的生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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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SRM - 4.0
1.0
1.1
1.2

1.3

SRM - 4.1
1.0
1.1
1.2

供应商应确保有能力满足平均每周生产量（APW）不超过 5 天，每周最大生产量
（MPW）不超过 6 天。通常，每周最大生产量为平均每周生产量+20%。
在初始 PPAP 文档化过程中，可能要求通过预定能力生产审计进行能力验证（见 SRM
2.6）。
上美可能不是要求以能力研究的形式进行能力验证，从而满足计划量的潜在变化。上美
塑胶将向所列之联系人发送一份受影响零件的详细清单。
一旦取得联系，供应商将在 10 日内提供下列内容：
 确认收到的研究信息
 如果当前能力足以满足所研究的量，予以确认
如果能力策划阶段未能满足 APW 和 MPW 能力要求，供应商将：
1.5.1 提供以下最新信息：
 每天工作5天的详细当前能力
 每天工作6天的详细当前能力（如有，包括相关的加班成本）
1.5.2 制定纠正措施计划，以便供应商（或次级供应商）满足能力要求。
1.5.3 确定任何必要的遏制计划，以便允许供应商（或次级供应商）在规定的时间内满
足能力要求。遏制计划可能包括：
 需要更多时间
 可行的话，将一部分外包
 适当时，租赁更多设备
 如果长期员工人手不够，则雇佣更多的临时工
1.5.4 将纠正措施和遏制计划于能力分析报告一同提交。纠正措施可能包括：
 在一段时间内，提高生产线速度
 在未来使用更多工具和设备
 从共享制造过程中将部分零件移至具有能力或不同位置的另一个过程中
 正式报价单详列的资源，以满足能力，具备可能相关的订货至交货的时间及
成本
上美要求受影响的供应商在所有可能能力研究期间参与其中并做到透明。如果研究对象
供应商在给予的最佳研究时间末没有做出回应，上美塑胶将视其为无反应性，因为供应
商有足够能力满足研究要求。
能力研究的提交并不构成其他成本的批准。成本变化将需要另外批准，且将与上美买家
进行协调。

成本要求
供应商应协助上美降低成本与销售价格。
供应商应保管制定成文的持续降低成本方案并将双方为降低成本所做努力取得的成果同
上美分享。
供应商应分享有关其出售给上美的产品及有关上美或上美客户所拥有的工装的成本信
息。 在有要求时，供应商应主动提供物料、劳力与企业管理费用、销售、行政管理费用
与利润方面的完整成本数据。
供应商应维持生产件价格来提供物料与零部件给上美用于客服件。 供应商应制定计划，
在量产生产周期结束前按最小成本来供应客服件需求。

供应商降低成本建议方案
供应商应填写《供应商降低成本建议表》（ SRM 6.7）并提交给上美集团采购。
上美集团采购应对建议执行初步评审，确认其可行性。 如果建议存在潜在价值，采购应
在与该供应商对应的建议日志中记录下建议。
供应商降低成本建议的审批过程取决于所提交观点的类型。
1.2.1 对于在生产前阶段提交并涉及产品设计的观点，上美集团采购应对建议进行评审，
以便指定的上美项目工程师进行批准。
1.2.2 对于在生产启动后提交并涉及设计或上美工厂的观点，上美集团采购应对建议进
行评审，以便上美工厂总经理进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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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如果建议被否决，原始表格将连同书面解释退还给供应商销售代表。
如果认为建议具有潜在合理性，指定的上美人员将编制评估与执行计划，以获得上美或
OEM的完全批准。

1.5

在完成执行并取得完全批准后，上美集团采购应将总的节省情况填入表格，签字后传达
给供应商。 双方一致同意的总节省情况将记录在上美集团物料部门的供应商降低成本日
志中。
上美集团物料部门可以将供应商的参与情况记录在供应商降低成本建议方案中，作为供
应商绩效评估体系（SRM 6.0）的一项可测量因素。

1.6

SRM – 4.2 供应商持续改善计划/系统
1.0
1.1
1.2
1.3

上美希望所有供应商都能提升其组织内的持续改进理念。理念的焦点是满足与超越客户
在质量、成本、交货、技术、技术支持、快速响应与客户服务方面的期望。
供应商的持续改进方案应包括具体目标、负责人员任命、执行日期与进展记录。
上美可能会要求供应商提供有关其持续改进方案的文件，以展示绩效或项目相关问题。
这些计划将参照 SRM2.2 审核。
供应商可以联系上美集团采购获得这方面的帮助。

SRM – 4.3 RFQ,下单与供货协议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SRM - 5.0
1.0

1.1
1.2
1.3

根据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规定，报价时需使用报价请求单SRM(6.8)。
下单可采用合同预授函、中标函或直接采用购货订单的形式。
根据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规定，对于某些特殊产品，应与供货商签订《供货合同》，用
以确定合同双方的法律地位和合同细节。一旦《供货合同》签订，相关条款将适用于合
同项下的所有产品，并将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有效。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将通知供货商上美有关供货的条款规定和细节要
求。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同意以代工方式出现的第三方采购或多方协议。上美的供货协议与有
关代工协议条款没有冲突。
除非在具体协议中另有明确规定，否则所有协议均应符合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标准条款
和条件（SRM 7.0)。
与增值税相关事项，严格遵守国家相关税法规定。
适用于服务件的供给协议须在产品生命周期上延长10-15年。

供应商多元化
本程序的目的是界定、识别与把握供少数族裔企业、女性商业企业、老兵型小型企业
（MW&V）同上美达成业务合作的机会。上美的方针是给MW&V提供机会在平等的基础
上同其他供应商相竞争。此外，上美还希望能帮助MW&V企业发展并强盛。记录应保存
在SPI以跟进MBE、WBE和VOSB所购物。
工厂与公司层次的上美采购人员应给予MBE、WBE和VOSB报价与提供MRO货物的机
会。
MBE、WBE和VOSB应可完全参与上美提供的供应商开发活动。
上美鼓励上美所有货物与服务的供应商同样也在其组织内部编制一份供应商多元化程
序。上美希望其供应商可按要求提供一份关于其向MBE、WBE和VOSB采购产品的记
录。上美应提供这方面的引导与指示。
MBE(少数族裔企业)是指至少51%股份是由一名或多名少数民族成员拥有、管理与控制
且已经过全美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NMSDC)或地方性委员会认证的公司。
WBE(女性商业企业)是指至少51%股份是由一名或多名女性拥有、管理与控制且已经过
全美少数族裔供应商发展委员会(NMSDC)或地方性委员会认证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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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SB(老兵型小型企业)是指至少51%股份是由一名或多名令人尊敬的老兵拥有、管理与
控制且已经过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认证的公司。

SRM - 5.1
1.0
1.1
1.2

1.3

SRM - 5.2
1.0
1.1

SRM - 5.3
1.0

1.1
1.2

SRM – 5.4
1.0

供应商情况报告
上美应要求供应商至少每年提供一次情况报告信息。 供应商应负责遵守上美标准(随每次
要求陈述)、AIAG标准、政府法律与法规。
新零件订约时、某货物解除合约时或供应商现行证书/文件中信息发生变化时，供应商应
及时将修正后的文件传达给上美告知这些变动。
任何同上美塑胶有限公司有关的问题应传达给公司物料部门，收信地址为：
Summit Polymers, Inc./Tech Center
6715 S. Sprinkle Rd.
Portage, MI 49002
Phone: 269-324-9330
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协助或帮助了解上述法律、法规与报告要求，供应商可以咨询其海关代理
人或法律顾问. 其它联系信息可在SPI网站上查询。

MSDS 提交
供应商应遵守上述联邦法规，按其要求通过MSDS表将有害物质的情况告知上美。
供应商编制与提交的MSDS文件采用的语言应是使用物料、零部件或成品的上美工厂所
在国的母语。

IMDS/CAMDS 限用物质与回收物料报告
供应商需注册登录才能使用由电子数据系统(EDS)开发出来的国际物料数据系统(IMDS)。可
通过 www.mdsystem.com 登录该系统。开发该系统的目的是搜集与报告有关汽车产品中
所用物料/物质的数据，包括回收物料的情况。
1.0.1 供应商可致电 IMDS 服务中心咨询台((765) 854-6501)或发邮件至 imds-edshelpdesk- nao@eds.com 注册登录 IMDS 系统。
1.0.2 IMDS 服务中心将注册供应商的公司并提供 IMDS 系统用户的登陆账号与用户名。
1.0.3 CAMDS – 在中国参与 OEMs ，须保留中国汽车物料数据系统。
1.0.4 CAMDS 的网址是 www.camds.org.cn. 进入 CAMDS 论坛
https://ctc/camds.org/CAMDSForum/.
1.0.5 根据供应商分配的产品，按要求在 IMDS 和 CAMDS 内输入数据。
供应商应培训其员工有效使用 IMDS 系统来编制、发送与接收物料数据表(MDS)。
如果上美集团物料部门有要求，在不迟于 PPAP 到期日之前，供应商应通过电子媒介将
完成的 MDS 通过 IMDS 系统发送给上美。不管本报告是否到期，如果供应商获悉其产品
中的禁用或限用物质超过了规范或标准中规定的阈值，则供应商应尽快通知上美，最好
是在 PPAP 日期之前。
1.2.1 供应商各项产品均需要求对应一份 MDS，即使该产品不含有任何禁用/限用物质与
回收物料。
1.2.2 MDS 必须包括关于组成产品的零部件、物料与物质的详细情况。(注：IMDS 系统
允许用户维持组成成分的机密性。)
1.2.3 必须妥善填写 IMDS 系统中 MDS 的各部分。
1.2.4
对于“收件人资料”部分，除了将上美塑胶有限公司注明为收件人，供应商还需在
“零件/项目编号”栏填写 SPI 零件编号。

供货商订货变更索赔
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将按照客户生产要求在其《最终采购计划》中写明其所需材料或
组件的性能要求，并将其提供给供货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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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如果上美工厂根据其日常生产情况或客户需求情况发现需要对其已下单的材料和组
件进行调整，那么该工厂应向其供货商下发《最终产品发货订单通知》。如果该供
货商向一家以上的上美工厂提供相同的材料和组件，那么该供货商应区别对待，而
不应主观认为该《最终产品发货订单通知》适用于所有的上美工厂。该《最终采购
计划》将按周更新，如果供货商没有按时收到通知，而无法知道相关材料和组件的
准确订货量，那么供货商应主动与相关上美工厂的采购联系人联系并索取该通知。
在收到《通知》后，供货商将根据《通知》的内容填写《订货变更索赔单》。
供货商变更索赔应遵循以下规定：
1.2.6 不受理价值500美元以下的索赔。相关索赔将返还供货商。
1.2.7 不受理未列入《零件提交保证书》的材料和组件。
1.2.8 供货商应在《最终产品发货订单通知》发出后十五个日历日内提交《订货变
更索赔单》。具体开始日期应以《通知》发出之日为准。
1.2.9 索赔数量应基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最终采购计划》中列出的发货数量和经
批准的额外数量。除非供货商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另有协议，否则供货商的
最大索赔额应以“两周的成品量（FAB)”和“实时原材料耗费量（RAW)”为限。
1.2.10 一旦供货商提出索赔，相关材料将冻结，供货商在获得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
授权之前将没有处理相关材料的权利。供货商在获得授权并处理相关材料之
后，已处理的材料将不再纳入索赔范围内。
1.2.11 在获得上美塑胶有限公司的处理授权之前，供货商应按照上美塑胶有限公司
的相关标准保存相关材料和组件。
1.2.12 供货商应自行准备索赔和辅助文档的证据。建议供货商采用电子邮件的方式
提交索赔材料，以确保时效性。
1.2.13 如果上美塑胶有限公司下属工厂拒收其索赔，供应商应与上美塑胶有限公司
的材料部门（买方）联系。工厂的材料部门无权处理有关纠纷。
供货商在填好《订货变更索赔单》后，应将其递交给相关上美工厂的采购联系人。
如果上美塑胶有限公司下属工厂向供货商发出《通知》后，供货商没有提交《订货
变更索赔单》，那么将视为供货商没有需索赔的库存。
相关上美工厂的积压库存分析员将负责接收、审核和分析供货商的索赔。
1.4.1 如果索赔单发生错漏，该索赔单将退给供货商修改。供货商仍需在原15天的
期限内修改并提交索赔单。如果供货商未能如期修改并提交索赔单，那么将
视为弃权。如果供货商对索赔拒收持有异议，那么供货商应向上美塑胶有限
公司的材料部门提出复议申请。
1.4.2 如有必要，工厂分析员将就上美与供货商达成的供货量（包括FAB和RAW)进
行讨论。除非另有协议，否则索赔量将以“两周的成品量（FAB)”和“实时原材
料耗费量（RAW)”为限。
1.4.3 分析员将独立比较并分析上美公司的《最终采购计划》及留存收据和供货商
所提交的索赔单上的数据。（分析员所采用的比较和分析方法，请参见附件
C。）
1.4.4 分析员将确定供货商索赔项目的单价（以美元为单位）。如有必要，上美集
团物料部门将作为顾问参与其中。
1.4.5 分析员将自行确定供货商的索赔总金额，并负责协调解决确定金额与索赔额
之间的差额。
1.4.6 分析员将负责确定是否有必要对索赔范围内的库存量进行审计。如需进行审
计，该分析员将有权要求供货商封存相关库存材料和组件，直到审计结束。
或者，分析员可以要求供货商将索赔材料和组件运至上美工厂进行审计。如
需进行审计，库存分析员和上美工厂财务分析员将联合实施审计，并在审计
报告上签名。签发后的审计报告将留存于上美工厂，并作为索赔的支付依据。
分析员将负责填写《订货变更索赔单》上标注“仅供上美方填写”的内容。
一旦供货商的索赔被受理，工厂库存分析员将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供货方将采用的
库存处置方法，并将其标注于索赔单上。
一旦供货商的索赔得到受理，工厂库存分析员将按照工厂规定的程序并根据索赔金额向
供货商提供订单。
一旦收到上美工厂的订单，供货商将按照索赔金额出具发票。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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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SRM – 5.5
1.0
1.1
1.2
1.3
1.4

一旦收到供货商发票，上美工厂将按照发票金额安排付款，然后整个流程结束。

供应商绩效 – 评估体系
上美应根据现行的《上美供应商绩效评估》(SRM 6.0)每月向供应商提供绩效记录.[上美
南京工厂（SPN）的供应商参照CS-TS-07.0001]。
每年应对可测量指标中的目标进行评审与修订，以推进持续改进(SRM 4.2 持续改善项
目)。
供应商绩效评估应被批准，且最迟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传达给供应商。
按照SRM4.2，针对特殊绩效等级须提出持续改善计划。.
所有与此程序和/或绩效等级评定相关的问题，可直接发送邮件至：
squality@summitpolymers.com.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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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 5.6 供应商绩效——评估标准

S
P
I

供应商绩效评估标准

SPI选取五个大类用来评估供应商绩效。下述为类别及各类的分值，以及相应的得分、丢分说明:
类别
质量

总分值
40

交付

30

领导力

10

PPAP 提交文件

10

成本

10

总分

100

质量：要拿到满分 40 分，供应商必须无材料拒收通知（MRNS）且 0PPM。每收到一个 MRN，扣 2 分。
5 个或 5 个以上 MRN, 扣 10 分。5 个或 5 个以上 MRN, 扣 10 分。每 25PPM 增加至 50PPM，扣 2 分；
50PPM 后每增加 50PPM，扣 3 分。400PPM 或以上，扣 30 分。
交付: 要拿到满分 30 分，供应商必须 100%及时交付。100%及时交付以下每下降 1 个百分点，扣 2 分。
如果及时交付率低于 85%，扣 30 分。
领导力: 要拿到满分 10 分，供应商必须在 SPI 供应商要求手册第 2.7 节规定的时间框架内填制所有所需
EW8D 报告，并且零重复拒收。如果未及时收到 1 个或多个 EW8D 回复，将扣除 5 分。存在 1 个或多个
重复拒收，将扣除 5 分。
PPAP 提交文件: 要拿到满分 10 分，供应商必须在规定日期内提交合格的 PPAP 工作包。
成本: 每年供应商须根据商品和市场条件支持成本降低目标。要拿到满分 10 分，供应商须 100%完成指
定目标。部分完成目标的供应商将得到 10 分的比例值。
月度分值一旦计算出来，就会分配一个报告卡，报告卡结果如下所示：

等级
A
B
C

D

分数
100-91
90-80
79-70

69-0

结果

供应商为所有询价单的首选货源。
供应商可以在非首选的情况下报价。
报价权处于 SPI 材料和采购副总裁的审核之中。
按要求，供应商可能在供应商事务会议上陈述改进计划。
供应商可能经选择接受现场审核。
报价权处于 SPI 材料和采购副总裁的审核之中。
会正式联系供应商上级管理层。
要求供应商在供应商事务会议上陈述改进计划。
选择供应商进行现场审核。
SPI 会将供应商排除在目前计划之外。
供应商会被置于第三方遏制检查之外。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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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0 – 供应商绩效评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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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1 – 材料拒收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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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1.1 – 材料拒收通知描述
所有不合格采购件以及客户自有的与产品质量直接相关的不合格产品必须填写材料拒收通知单（MRN）。
MRN 编号，前 2 位表示发布 MRN 的上美工厂，接下来 2 位表示发布 MRN 的年份，最后 6 位是序
列号，匹配上美 CMS 系统里供应商回复编号。
2. 发布 MRN 的厂家名称和电话号码。
3. MRN 发布日期。
4. 接收 MRN 的供应商名称。
5. 签发 MRN 对应的 SPI 部件编号。
6. 签发 MRN 对应的 SPI 部件名称。
7. MRN 分类（拒收、关注、或累积）。
8. 拒收材料的全部数量。
9. 不合格频率。
10. 可追溯信息，包括生产日期、班次和操作员 (如适用)。
11. 可适用的缺陷代码。
12. 引发 MRN 的不合格品描述和/或示意图。
13. 书面纠正措施要求及回复日期。
14. 不合格材料处置和 RMA 编号。
15. 供应商联络人的姓名，以及如何联络。联系日期和时间。是否寄送样品。
16. 联系信息。
17. 质量成本。
18. MRN 填写者姓名。
1.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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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2 – 供应商发货说明 (Argus Log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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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3 – 供应商路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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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日期:________
最新版本:________
MRN#:__________
日志编号:________
开启天数:_________

SRM 6.4 - EW8D 表单 和 SRM 6.4.1 EW8D 说明

症状描述:

EW8D

D2

D3

D4

D5

D6

D7

描述问题(对象、关注和量化)

症状

发现和验证根本原因

选择整改措施并验证

执行整改措施并验证

防止系统问题

验证

产生原因的途径

发生

发生

发生

日期:

检验

检验日期:

验证日期 :

遗失原因的途径

遗失

遗失

检验

检验

验证

D1 组建团队

遗失

验证
D8 祝贺团队

日期:

SPI 审核 __________ 标题: ________

SRM6.4
修订日期： 1/27/2017

日期: __________

版本日期: 3/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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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症状：说明环境、事件或情况，通过一个趋势表分析说明存在的问题

签发日期:________
最新版本:________
MRN#:__________
日志编号:________
开启天数:_________

EW8D 说明

D2

D3

D4

D5

D6

D7

描述问题(对象、关注和量
要解决问题，必须精确地定义
它。采用下列来构建信息数据
库：

症状
立即说明症状，保护客户利
益。识别行动。

发现和验证根本原因
继续完善信息数据库

选择整改措施并验证
发生/逃逸
继续处理数据库，分析最佳
整改措施，重点放在影响&风
险上。

执行整改措施并验证
根据“工程变更产品/工艺检查
单& 工艺签证表”消除或减少
实施效果。

防止系统问题
发生
识别允许问题产生的系统、
惯例、程序和规范标准。

发生

重新评估团队，确保系统措
施得以实施，并采用排列图
&趋势图评估结果。记录日
期。

在客户处、运输过程中&室内
进行筛选&分类
主体

(成品&工艺记录日期)

涉及的（有缺陷的）对象或部件
检验

重新评估问题描述
产生原因途径
一个问题有两个不同的原因
途径：为什么问题出现在这
个主体上？质疑结论！
检验

地点

行动叫停缺陷

发现主体的场所。即问题的地
理位置（室内&运输过程中）

检验部件&并确认客户满意
记录日期

时间
首次发现问题的时间、发现问题 验定
的其它时间、加工周期中的发现
采取的行动完全有效&在排列
问题时间
D1 组建团队
图上识别行动

建立支持者。

确定差别和变化

发生根本原因（通过故障发
生 和排除来发现).
逃逸原因途径
为什么缺陷逃逸到客户手
上？再次质疑结论，为什
么？

检验
通过故障测试检验整改措施
消除了根本原因，且不会产
生其他影响。记录日期。
发生
选择永远消除发生原因
途径的整改措施

记录日期。

实施措施计划
将整改措施与产品开发工艺
联系起来。
验证
逃逸
实施措施计划

逃逸
采取整改措施，永久性地消
除问题逃逸至客户那里。

逃逸
确定系统范围&制定预防措
施，以持续降低差异化。

检验
验证
逃逸根本原因（通过故障发
生 和排除来发现).

记录日期

如有任何逃逸，则未能正确辨
识根本原因

接着编制年度行动计划&更新

采取去除措施

备注: 1. 采用单独的单页绘制草图和/或图片，以便直观地理解问题。

选择团组成员。
选择团队领导。

2. 需要封存直至原因解决方案得到验证。

D8 祝贺团队
确定适当认可

3.需要下达问题封存通知。EW8D 要求收到 MRN 通知之日起不晚于 30 天。

确实持续按排列图处于问题

SRM6.4.1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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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5 – 供应商偏差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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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6 – 供应商包装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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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7 – 供应商成本降低建议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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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8 – 报价申请 (R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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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8.1 – 供应商成本单价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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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9 – 供应商工程变更标签
SRM 6.9.1 – 北美版本

SRM 6.9.2 – 中文版本

SRM 6.9.3 - Mexico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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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10 – EFT 支付授权单

修订日期： 1/27/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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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6.11 – 供应商联系信息变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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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7.0 –SPI 生产条款与条件
协议认可与修改。向买方提交确认函或者提交全部或部分产品后，本采购订单（PO）即按照本文条款与
条件成为具有约束力的合同。卖方含有销售条款与条件的任何确认函或其他文件不得对本文的条款与条
件内容造成增补、改动或删减。本 PO 内容的任何增补、改动或删减仅在采用书面形式并经过买方授权代
表签字确认的情况下才有效。买方明确表示，与卖方的唯一合同仅依据本 PO 的条款，除非据此进行改动。
对于卖方提出的任何改动，若未有买方的书面同意，买方明确表示拒绝，且不得当作合同内容的一部分。
交货。(a)除非本订单注明属于“总括订单”，否则必须按照指定日期交货。如果本订单注明属于“总括订单”，
则交货只需按照买方出具给卖方的出货放行单中规定的数量与时间执行即可。对于卖方交付的超出买方
订单或放行单中规定数量以外的货物，买方概不负责付款。买方在给出合理通知后，可以随时变更或暂
停出货放行单中指定的发货时间表。(b)除非订单中另有说明，否则(i)卖方应预付所有发货、运费、延误
费、仓储、保险、包装等成本及相关费用，然后，如果买方需对订单条款负责的话，卖方将费用开票给
买方；(ii)所有货物必须按照公共承运人的要求妥善包装、标记与发货，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尽量保证最
低的运输成本，不得向买方收取额外费用。每票货都必须附有装箱单；(iii)卖方应在各份包装上标记订单
号，如果一批货物有多个包装，各份包装都应注明在装箱单、提单与发票上；(iv)为确保满足交货时间表，
卖方应支付所有必要的费用与开支提高交货速度。对于所有逾期的货物，卖方应按照买方的要求自费采
用快速或优先的交货方式出货。
变动。(a)买方可随时以书面形式改动设计（包括图纸、物料与规范）、工艺、包装与发货方式及交货地
点。(b)未有买方的书面同意，卖方不得改动设计、物料、工艺、包装、出货或交货地点。
灭失风险与所有权。不管 FOB 地点如何，所有货物的风险由卖方承担，除非买方授权代表另有书面签字
同意。如果买方书面表示承担灭失风险，卖方必须以买方的利益提供综合灾害险。在买方支付货款或者
在其工厂收到货物之前，以较早者为准，货物的所有权仍归卖方所有。灭失风险并不受所有权转让的影
响。
检验。即使产品的不符合项在生产或加工阶段时才被发现，对于不符合 PO 要求的产品，买方可自行选择
拒收并退货，风险与费用由卖方承担，或者保留并修理产品。卖方应补偿买方因退货或修理产生的所有
成本。
发货与包装。订购的所有产品必须根据发货要求妥善包装与标记。买方无需承担未在本文中单独列出的
包装、标记或装箱的费用。卖方应向买方负责承担因卖方未能提供充分的运输保护措施而造成的损失或
损害。因包装、标记、货物分类、路线安排或发货不当导致买方承受的费用，卖方应负责补偿买方。
发票。支付发票款项时需先减去正面注明的现金折扣。若有任何税项，请单独列出。用于计算款项到期
日与现金折扣的日期必须采用：(a)收到产品的日期；(b)PO 规定的交货日期；或(c)收到正式发票的日期，
以较晚者为准。
保证。卖方向买方及其客户保证，所有货物：(a)满足可销售品质；(b)不存在任何设计、工艺与物料缺陷；
(c)满足其订购所针对的用途；(d)严格符合买方批准或采纳的所有规范、样品、图纸、设计或其他要求
（包括性能规范）。卖方还进一步保证，本订单所收取的价格是卖方就货物向其他客户收取的最低价格。
未有买方副总裁签字的书面同意，卖方企图在接受或履行订单时以确认或其他方式限制、放弃或限定这
些保证条款或者买方的补救措施的行为均属无效。
私有信息。对于买方透露给卖方的或者由买方或卖方因本 PO 主旨事项创作的所有规范、图纸、设计、技
术诀窍、商业秘密、客户名录、销售信息、技术资料、发明或其他私有信息，均属于买方的唯一私有财
产，卖方同意保持这些私有信息的机密性，不得透露给其他人。卖方同意及时将其因本 PO 主旨事项创作
的私有信息透露给买方并将这些私有信息的权利、所有权与利益，包括专利证书申请或其他注册文件转
让给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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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财产。因 PO 关系由买方在非收费基础上提供的所有物料、工具与设备均应视为出于共同利益与所有
权而委托给卖方，仍然属于买方所有。若这些东西出现损失或损伤，卖方应承担责任。对于买方已投保
防止灭失或损伤风险的所有物料、工具与设备，在卖方占有期间，卖方应负责自费维持其价值。卖方同
意将这些财产贴牌或标记为买方财产或者按照买方指示处理。未有买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改动
财产，也不得将财产移至其他地方，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若是如此，则卖方应尽快及时通知买方财产
的修理或移动情况。未有买方的事先书面同意，卖方不得将财产交给第三方保管。对于生产本 PO 涉及产
品所需的各种“工具”（工具、夹具、模子、量具、固定装置、模具与模型等），卖方应自费负责提供、妥
善保管、维护、修理甚或必要时更换。因实施买方授权的设计与规范变动需要所产生的工具改动的成本
将由将由买方承担。卖方应为这些工具的重置价值投保完全火灾保险与附加保险，并在买方要求之际提
供保险证明。在买方向卖方支付协定的 PO 价格减去买方先前支付给卖方的这些工具成本的金额之后，卖
方应将本 PO 所涉及工具的不可撤销的持有选择权与所有权授予给买方，但是，如果这些工具是用来生产
属于卖方标准库存的产品，则该选择权不适用。对于所有图纸、示意图（包括任何技术信息与规范）、
工具、物资、物料、设备与其他物件，如果是因履行本 PO 所需由买方直接或间接地提供给卖方或者如果
是买方补偿给卖方的，则仍然属于买方的财产。卖方需承担买方财产、买方工具与产品及其他财产可能
遭受损失与损伤的风险。卖方应始终妥善保管与维护买方的工具，不得将其用于除履行本 PO 以外的用途。
卖方保证，在产品模型寿命期，将按照 PO 规定的产品数量及客服件要求进行生产。因未符合上述保证条
款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将完全由卖方承担。根据买方指示或要求，卖方应立即将财产归还给买方，承认其
对财产没有所有权，不会以任何方式进行妨碍，并在此放弃其可能对财产所拥有的留置权。财产应按照
买方的指示及时交付给买方，不得带有任何留置权，也无需买方支付任何款项。卖方承认，若未能按要
求将财产归还给买方，会给买方带来不能挽回的损害导致买方寻求紧急的禁令，卖方还同意，如果出现
该违约情况，将支付买方每天 500,000 美元的违约金以及买方因强制实施本条款与收回财产所产生的法律
费用与成本。在提出要求后，买方有权在合理时间内进入卖方的场地取得买方的所有工具与产品及其他财
产。
赔偿与保险。卖方及其继承人、后继者、受让人与法定代理人应始终保护并赔偿买方及其子公司、联营
公司、继承人、受让人、客户与产品用户免于遭受因卖方履行或未能履行本合同所招致的任何赔偿、索
赔、诉讼、诉求或损失等。该义务应包括买方按照联邦、州立或地方法律、命令或条例主动或被动召回、
收回或撤回产品所产生的成本。卖方同意遵守其可能会不定期收到的买方的保险条件并提交这些保险的
证明。目前，上述保险应包括但不限于，一般性责任如合同与产品责任。保险证书必须明确提及业已覆
盖合同与产品责任并带有条款规定由卖方承担责任。卖方同意提供（若需要）车辆责任险，包括自有、
非自有与租赁车辆。
专利、商标与商号。卖方同意赔偿并保护买方及其负责人、代理人、继承人、受让人与客户免于遭受因
本文规定产品的生产、占有、日期或使用实际或可能侵犯了任何商号、商标、版权与专利（除非订购的
产品采用了买方的设计）而产生的所有赔偿、索赔、诉求、律师费与成本等。
客服件与替代产品。卖方将向买方出售必要所需的产品供买方满足当前的模型维修与更换产品要求，价
格依照 PO 的规定。如果产品属于系统或模块，则卖方所出售的用于组成系统或模块的零部件的价格总计
不得超过系统或模块减去组装成本的价格。在买方完成购买当前模型后的 15 年内，卖方将继续销售产品
给买方供买方满足以往的模型维修与更换产品要求。除非买方另行同意，否则上述 15 年期的头 3 年内的
价格应采用当前模型买卖成交时生效的价格。对于 15 年期剩余期限，产品价格将由买卖双方协商确定。
违约。卖方在以下情况下属于违约：(1)未能在本文规定的时间内或宽限期内履行本 PO 中规定的义务；
(2)违反本文中的保证或声明内容；或(3)未能以相关进展或者相关行为或情况向买方合理表明卖方具备履
行本 PO 中义务的能力或意愿。出现违约时，对于买方因卖方违约所遭受的所有损失与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劳力成本与律师费），卖方应负责赔偿买方。根据买方的判断，在保护其客户所需的情况下，卖方
同意买方及其代理人与员工经授权可以进入卖方的场所，使用本 PO 订购的机械、设备、原物料与工装生
产本订单涉及的货物并取得如此生产的货物。除了这些补救措施，按照密歇根州的法律，买方还明确保
留《美国统一商法》中的权利与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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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产品。若订购的货物在任何时候发现存在不符合本订单中要求与保证条款的物料、工艺或其他缺
陷，买方除了其在本订单或法律中所享有的权利与补救措施外，还可自行选择与决定：(1)拒收并退还货
物，费用由卖方承担；或(2)要求卖方检验货物并移除不合格产品，更换为符合本订单的合格产品。若买
方选择第(2)项而卖方未能及时进行检验、移除与更换，则买方可自行检验与修理产品，费用由卖方承担。
终止。(a)买方可随时向卖方给出书面通知全部或部分地终止其购买义务。不管是否存在上文所提及的合
理延迟，买方都拥有上述终止权利。(b)除非买方是因卖方违约提出终止，否则终止时买方需向卖方承担
的义务仅限于支付按照本订单条款交付给买方且符合本订单要求的已完成工件与服务的订购价格。买方无
义务购买或向卖方支付未交付的制成品、在制品或者卖方采购用于履行本订单的原物料。无论如何，终止
时的买方义务都不得超过未发生终止时买方对卖方所负有的义务。(c)在终止日期后一个月内，卖方应向买
方提供卖方的终止求偿书，包含上文中买方需对卖方负有的义务。若卖方未能按照本段规定向买方提供该
终止求偿书，则买方无需向卖方承担本段中的义务。在付款之前或之后，买方可对卖方的账簿进行审计，
对卖方的终止求偿书进行验证。(d)买方若是因卖方违约终止其购买义务，则买方无需向卖方承担任何义
务。
因违约终止。若因发生下列一项或多项订单违约事件或者其他违反本 PO 的事项，买方具有终止本 PO 的
自由权利：(a)买方破产或实施破产行为；(b)卖方提起或遭受主动或被动的破产申请；(c)管辖法院为卖方
指定财产接管人；(d)卖方未能在本 PO 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本订单规定的价格交付合格的产品；或(e)卖方
未能履行本 PO 的其他条款。发生在上述所列事件之后的产品验收或履约行为不影响买方根据本段落实施
终止的权利。
补救措施。买方在本 PO 中享有的权利与补救措施是可以同法律中规定的所有其他或进一步补救措施相
累计或补充的。在不限制前文规定的情况下，若任何产品不符合本 PO 中的保证条款，买方应及时通知
卖方，而卖方则应根据买方要求补偿买方因不合格品造成的附带与间接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卖方产生
的以下成本、费用与损失：(a)对这些不合格品进行检验、整理、修理或更换；(b)生产中断所造成的；(c)
实施召回活动或其他纠正服务措施；及(d)因这些不合格品造成的人身伤害（包括死亡）或财产损失而产
生的索赔。卖方需对违反本 PO 造成的所有成本、费用与损失负责，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附带的或后
续的。卖方文件中任何与之相反的规定在此明确予以否决与弃除。卖方需向买方负责承担因违反本 PO 且
导致终止的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所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买方从其他地方采购类似产品或服务而产生的
额外成本。对于买方因卖方推迟交货造成的任何成本，卖方应根据买方的要求进行补偿。
遵守法律。卖方同意，根据本 PO 生产或提交的产品或服务会根据相关的联邦、州立与地方法律、命令与
条例进行生产或提交。
放弃。放弃严格遵守本 PO 的条款并不构成放弃买方坚持严格遵守本 PO 或以后其他 PO 的条款的权利。
卖方履约。本 PO 发给卖方的基础是卖方认可并履行其职责。卖方同意不得转让本订单或将其履约职责委
托给他人，除非有买方的书面同意。若未有买方的事先书面同意，按照买方的决定，上述转让或委托行
为将促成撤销买方在本文中的义务。
买方场所的工作。若本 PO 中的任何工作需在买方的场所实施，卖方同意保护并赔偿买方免于遭受卖方
在这些工作方面的过失或疏忽造成的人身（包括卖方的代理人或员工）伤亡或财产损失所招致的所有索
赔、损失或赔偿。为使买方避免上述风险，卖方应投保该类公共责任财产损失与职工赔偿险。
使用名称、商号与商标。除非经买方书面授权，否则卖方不得使用买方及其母公司、子公司或联营公司
的名称或商标。如果本 PO 中所规定的产品，不管作为成品或成品中的构件，属于买方的专有设计，或
者产品带有买方的商标或识别标记，则产品不得带有制造商或卖方的商标或其他标记。属于买方专有设
计或带有买方商标或识别标记的类似产品不得出售或处置给除买方以外的其他人。
抵消。买方始终有权将卖方亏欠买方或其联营公司的金额同买方在本 PO 中应付的金额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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