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邦瓷业企业宣传手册 
 

华邦瓷业是以陶瓷生产，设计，开发，制作与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现代国际高新科技型

企业，是湖南醴陵 10 强企业之一，2013 年由国家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已经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企业，行业内首批获得 ISO9001 质量认证及中国环保产品认

证。 

华邦瓷业是专业从事醴陵瓷器，醴陵陶瓷餐具，醴陵釉下五彩瓷器，中国红瓷器，醴

陵青花瓷器，醴陵工艺美术收藏瓷器，醴陵茶酒具瓷器，醴陵花瓶礼品定制瓷器，醴陵陶瓷

酒瓶的瓷瓷! 

作为一家年轻且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华邦瓷业倡导“快乐工作 品味生活”。 
 

公司名称： 湖南华邦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外文名称： Hunan Huabang Ceramics CO.,LTD 

总部地点： 中国湖南醴陵 

公司口号： 陶瓷餐具专家与领跑者 
 

|关于华邦| 

华邦瓷业是以陶瓷生产，设计，开发，制作与电子商务于一体的现代国际高新科技型

企业，是湖南醴陵 10 强企业之一，2013 年由国家商务部认定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企业”，

已经获得“中国环保标志”认证企业，行业内首批获得 ISO9001 质量认证及中国环保产品认

证。主营内容：餐具、茶具、马克杯、调味罐、保鲜碗、水杯、保温杯、刀叉勺筷、密封罐、

卫浴、花插等产品。主营瓷质：色釉炻瓷、骨瓷、釉下五彩瓷等 

 
华邦瓷业色釉炻瓷餐具套件(11 张) 

年营业额： 2000 万 

员工数： 260 

网站： www.huabangciye.com 

电话： 0731-2223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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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 

从产品的策划，到产品送达顾客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华邦 HUABANG 全程负责。 

潜心经营日用陶瓷与家居陶瓷，来让人们使用"与欧美家庭的缤纷家居生活"的华邦发现，

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必须做到以下 2 点：任何人都能够轻松承担的低廉价格，以及质量可

靠，品质优秀的产品，两者缺一不可。 于是，华邦在传统的"制造和零售"产业模式中，加

入了物流能力，确立了全新的产业模式；制造，物流与零售企业。 

为了实现价格低廉生产成本，大部分的产品都在本工厂研发和设计，生产和销售均由

华邦的专业团队完成，独立分工的协调工作，降低了许多运营成本，例如企业进出口与海关

手续，仓存保管和物流运输，传单印刷等广告宣传，甚至公司流程体系的规划和管理，让顾

客选择物美价廉的产品，就需要尽可能消减中间成本。 

从产品策划，资源采购，生产制作，物流和零售，每一个环节都由华邦全程负责和监

控，保证了公司的服务专业，产品卓越的品质，也成为了我们灵活独特的优势。 不仅如此，

由于所有的环节都是在企业内部完成，因而大大缩短了从产品决策到进入生产的周期，才能

及时为顾客提供他们想要的产品。 

高效率生产价格低廉，品质可靠地产品，极力消减了各种中间成本，并将产品以最快

方式送达顾客手中。华邦并非简单的追求价格低廉化，而且希望顾客能够自始至终地享受"

购置家居陶瓷的乐趣"，这些一直都华邦在努力奋斗的期望。 

|产品品牌| 

华邦瓷业重视高端陶瓷行业的产品创意，包装设计，品牌策划，网络分销，电子商务，

仓储物流；分别致力于不同市场的市场定位和价格体系，以华邦 HUABANG 为代表的出口

外贸高端日用陶瓷、以邦窑为代表的销售奢侈高端釉下五彩瓷和以乐邦邦为代表的中外创意

色釉日用家居餐具。 

1.： "邦润瓷" 生产华邦的陶瓷餐具系列时尚, 优美, 人性化设计, 能满足高端客户的个

性化定制需求。设计上始终坚持原创精神，拥有国外多名设计师和一支思想前卫具有创新能

力的设计师队伍。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和开发，把美学、人体功能学的原理及独特概念巧妙

地融合在一起，已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设计风格。 以最合理的价格、最完善的服务,提供

最优秀的产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 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为目标, 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和设计理念, 为客户带来更为全面的解决方案。 

2.： "邦窑";生产华邦 HUABANG 旗下品牌的釉下五彩系列产品，源于 1905 年清末官

窑，迄今逾百年历史，创烧了独步天下的釉下五彩工艺，曾于 1915 年在美国巴拿马万国博

览会上，与国酒茅台同膺金奖。其烧制的釉下五彩瓷因瓷质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瓷面光滑

莹亮，银光如镜；瓷胎轻薄如纸，光亮通透；瓷声清脆悦耳，有钟磬音等特点蜚声海内外，

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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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乐邦邦[2]"; 生产华邦 HUABANG 旗下品牌的清新系列产品，原产地为中国|醴陵

色釉炻瓷系列茶具和餐具，其特色更符合年轻化的产品，色彩鲜亮，瓷器设计时尚，形状可

爱，使用起来更具手感。店铺产品均以色釉炻瓷餐具 4 件套为主（杯子，碗，碟，盘），

以及儿童餐具和早餐具，为您的家庭多了一个选择，为您的家人增添了几分色彩的缤纷，让

你的用餐点缀了许多乐趣。 

|商业模式| 

华邦 HUABANG 产品生产全部采用无铅釉，集实用性、装饰性、艺术观赏性于一体，

非凡品味，尊贵品质，同时具备白瓷生产和彩瓷装饰整套生产能力，其技术装备、产品质量

均属全国一流水平，是我国建筑陶瓷行业质量好、档次高，品种多、配套全的日用陶瓷专业

生产厂家。 

|团购业务| 

华邦瓷业为企事业单位推出专业定制营销服务，通过建立和 分析企业的礼品需求，向

企业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部门和人员提供全面的、个性化的 产品创意设计，来全

方位地倾听企业的内在需求，以 准确通过企业所定制的礼品，从而达到企业来建立和维持

一系列与顾客之间互动 共赢关系，好更快捷地为企业的形象公关品牌力，增加企业价值。 

通过完善客服中心，提高运营效率和顾客满意程度。 与顾客打交道的不只有连锁门店。

通过电话向顾问解答疑问，提供建议的客服中心也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华邦

HUABANG，从顾客的询盘，到客服的导购，订单的处理，绝不会造成顾客的等待，同时也

愉悦了顾客的购物体验的，减少了业务的流失，提高了客户的专业能力。 

|研发设计| 

华邦瓷业与多家海外设计中心多次跨界产品设计合作，吸纳了世界知名的 12 位德国产

品设计和英国的 13 位世界顶尖人才，专门负责承接陶瓷产品创意与设计工作。 澳洲专家

彼得就是其中的一员，凭借彼得在业内的知名度. 2008 年，华邦瓷业成功进驻了澳洲最大的

商超中心陶瓷专柜。 

几年来，海外设计中心为华邦瓷业在技术、品牌、市场、管理和高端人才方面上台阶

提供了重要的支撑，新诞生的自主知识产权新技术数十项 ，多品牌的商业模式与产品预算

精确，让华邦瓷业在现代陶瓷行业中, 成为了世界国际化的新生代海归创业餐具专家与领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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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转型| 

华邦 HUABANG 工厂充分发挥"中国瓷谷"优势， 吸收深厚的陶瓷文化，引进先进的生

产管理模式及高素质的人才，本着以人为本，审时度势，凭借传统、成熟的生产加工艺术优

势，尝试二次创业转行，试运营淘宝电子商务的内销平台，开拓了陶瓷网络品牌的专业化团

队。 
1   

|产品定制| 

为了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持续提升网站使用价值和客户粘性， 华邦

瓷业移动结合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的礼品福利需求，整合行业人脉资源，连续推出了个性化、

定制化的服务、高端的福利礼品。 

自 2009 年来，华邦瓷业礼品定制团队，先后与交通、酒店、政府及事业单位，旅游、

金融、医疗等合作伙伴，开发了 480 个福利单位礼品、156 个唯一设计礼品、34 个专利设

计、客户询盘日均增加 300 余瓷。 华邦瓷业定制以客户为中心打造全新的“个人定制礼品”，

唯一性、个性化的 创意设计，第一时间展示客户的需求，着力提高 产品时尚唯美的关注性。 

|零售专卖| 

如果您有创业的动力和激情，热爱生活，对当地家居市场有一定的了解，并且愿意为

成功付出行动和改变的想法，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创辉煌，成为家居行业的领头羊。 

零售专卖加盟的基本条件要求: 1、需提供营业执照，国税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

资信状况。2、如是当地有同等渠道资源等人士，则需提供个人身份证及如上 1 条。 

|联系我们| 

湖南华邦瓷业有限责任公司[3] 

电话: +86 -0731-2223-6667 传真: +86- 0731-2235-0235 

电子邮箱: sales@huangbangciye.com 网站：www.huabangciye.com 

QQ 团购：2459750908 礼品定制: +86-0731-2237-5697 

工厂地址：中国湖南省醴陵市陶瓷产业园 邮编: 412200 

电子邮箱: exhibition@huangbangciye.com 

在线企业 QQ 咨询：2459750908 
 



姓名 曾用名 出生日期

性别 婚姻状况 出生地点

民族 政治面貌 身份证号码

最高学历 所获学位

籍贯 户口所在地

家庭地址 邮编

户口地址 邮编

户口性质 有何特长/爱好 血型

移动电话 E-mail

健康状况 身高cm 体重kg

类型 备注

称呼 姓名

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职务

获得的荣誉：

联系电话

获得的学业证书名称：

学校/机构

招聘信息来源 □公开招聘     ■推荐        推荐人：         电话：         所在单位：

工作单位或职业

通讯地址

  ■良好         □一般

  □城镇         ■农业

华邦瓷业|求职应聘表

专业/内容

病史说明（近两年内如有一个月<含>以上病休请具体说明）：■无         □有：

起止时间

受教育、培训情况

固定电话(含区号)

照片

获得的专业技能证书名称：

社会关系

获得的其他技能名称：

家庭成员

出生年月

联系电话



姓名 与本人关系

姓名 与本人关系

职务 离职原因

                                 签名（手写）：            日期：

自我评价：

申明：本人在此表格上所填写的一切资料均为真实有效，本人允许和接受对上述内容的审查，若有隐瞒或不真实情况，公
司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支付任何补偿。

您未来5年的个人发展目标：

举例:在以往工作中获得的成功案例：

举例:在以往工作中获得的失败案例：

单位名称

1                2

1               2 1                   2

证明人及联系方式

是否有亲属或朋友在本集团工作：   ■是      □ 否

工作业绩：

工作职责：

入司前工作经历（由近到远）

是否有亲属或朋友在经销商处工作： □是      ■ 否

起止时间(年月)

1                    2

工作业绩：

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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