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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检集团携手阿里建设“互联网+外
贸”新生态

近日，由阿里巴巴主办的“Illuminate the world

（点亮全球）——中国外贸人巅峰之夜”大型活

动在阿里巴巴滨江园区隆重举行。活动邀请了相

关政府领导、国内供应商、全球买家及第三方服

务商等“互联网+外贸”新生态圈上的各种角色齐

聚一堂，一起见证阿里巴巴和所有外贸人共建的

新外贸生态。中检集团电商运营中心作为阿里巴

巴外贸服务平台第三方质检合作伙伴受邀出席活

动。

 本次活动上，阿里巴巴“互联网＋外贸”的

新生态模式首度全球发布，并且以五大展馆的方

式现场体现，向与会人员诠释了未来新的“互联

网+外贸”模式。中检电商作为阿里巴巴外贸服

务平台优秀的第三方质检服务商，始终以专业的

服务严把平台出口产品质量关，不断为平台上的

外贸企业提供产品检测、产品认证、体系认证、

技术咨询、质量管理培训等各类服务，与阿里巴

巴共同打造坚实、可靠的外贸生态系统，帮助平

台上的外贸企业适应“互联网+”时代下的外贸市

场。

 未来，中检电商还将一如既往，坚持服务领

先，坚持客户至上，与阿里巴巴携手，让更多的

中国外贸人走出去，走更远。

检验检测认证写入新修订的《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办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月1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

议，决定再推出一批简政放权改革措施，让市场活力

更大释放；确定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使更多

创新型企业得到政策支持。

 会议认为，通过完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办法，加

大对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普惠性政策扶持，激

励市场主体增加研发投入，可以有力推动“双创”，

培育创造新技术、新业态和提供新供给的生力军，促

进经济升级发展。会议确定，修订现行的《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更多向中小企业倾斜。一是

适当放宽认定条件。二是简化认定流程，缩短公示时

间。高新技术企业在资格有效期内跨管理区域整体迁

移的，其资格继续有效。采取随机抽查与重点检查双

结合等方式，优化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管理。三是扩充

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将制造业中的增材制造与

应用等新技术和服务业中的检验检测认证等技术，以

及文化创意、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等领域的相关技术

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剔除一批落后技术，使政策优惠

发挥对科技创新的牵引作用。

CQC与中国电子商会联合发布我国首个

《二维码规范应用评价体系》
 近日，CQC与中国电子商会在京联合发布了《二维

码规范应用评价体系》，中心主任王克娇出席会议并代

表中心与中国电子商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王克娇在致辞中强调，二维码规范应用评价体系是

促进信息技术规范应用和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评

价标准的发布旨在指导二维码应用单位实施规范化管

理，保证二维码生成、应用、管理的完整性、准确性和

安全性，未来中心将进一步加快标准宣贯和业务转化，

适时面向二维码应用单位开展咨询和评价服务。

 会上，中心就二维码规范应用评价体系建设情

况进行了专题报告，并由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就二

维码产业的安全规范化发展进行了专题研讨和应用

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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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将于今

年上半年发布实施
 据国家认监委消息，《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目前已形成了征求意见稿，预计将于2016年上半年发

布实施。

 国家认监委发布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规则》

（以下简称《规则》）自2014年7月1日正式实施以

来，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规范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

动，加强认证行政监管工作，提高认证质量，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2015年，国际标准ISO/IEC 17021-1、ISO 9001相

继换版，新版标准的内容与旧版标准相比，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对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活动的认证程序和

认证要求都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与相关标准规定相协

SA8000新版转换已开启
SA8000：2014版转换期将从2016年1月1日至2017年6

月30日，目前取得SA 8000: 2008®版证书的组织以及寻求

SA 8000: 2014®版初次认证的组织依照下列期限执行：

2016年4月1日开始，所有申请SA 8000认证的新客

户应使用SA 8000: 2014®版来审核且该审核应包括组织

应使用社会责任足迹要求（即Social Fingerprint）的自

我评估及认证机构执行的独立评估；

目前取得SA8000:2008版证书的客户必须在2017年

6月30日前转换为SA 8000: 2014®版。 为了转换成为

SA 8000: 2014®版，客户需完成转换审核，以符合SA 

8000: 2014®版要求（应包括组织使用社会责任足迹要

求（Social Fingerprint）的自我评估及认证机构执行的

独立评估）

2017年6月30日之后，所有的SA 8000: 2008®版证

书一律无效；2016年1月1日开始，如果认证机构接受

SAAS的文件审核并取得许可，该认证机构就可以开始

执行SA 8000: 2014®版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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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13485最新版即将发布
据ISO官网消息显示，在经历为期两个月的投

票后，ISO 13485最终国际标准草案（FDIS）已获

高票通过，新标准预计将于2016年3月底发布，过

渡期初步定为3年，这将对医疗器械行业质量管理

产生重大影响。

ISO 13485全称是《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用

于法规的要求》，该标准由ISO/TC 210-医疗器械

质量管理和通用要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制定，曾

经发布过1996版和2003版，适用于履行国际、欧

洲和本国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医疗产品制造商和服

务供应商，及希望按此标准实施文件化管理体系

的企业；开发、制造和销售医疗设备的企业，和

想要在国际、欧洲和本国市场上展示其竞争和绩

效能力的企业。

   在医院或医疗中心使用的医疗器械要求是

高质量且符合标准的。但对于制造商来说，风险

却是显著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了涵

盖多个领域的超过17,000个国际标准，对于医疗

器械组织而言，这些标准中最为重要的就是ISO 

13485:2003，它提供了国际公认的有关质量管理体

系（QMS）的准则。符合ISO 13485使生产商能够

清楚地表明其有能力提供持续满足顾客要求和适

用的法规要求的医疗器械，为消费者和专业人士

提供信心。

调，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规则》进一步

完善，提高《规则》的应用效果，国家认监委认可

监管部于今年下半年启动了《规则》修订工作。

 目前，已形成了征求意见稿，正在组织相关单

位征求意见。预计，新版《规则》将于2016年上半

年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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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14004进入FDIS阶段
 新版ISO 14001的配套标准ISO 14004《环境管理

体系-实施通用指南》的修订已经进入FDIS国际标准

最终草案阶段，该标准由ISO/TC207/SC 1负责修订。

新版ISO14004的目标是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实

施、保持和改进提供有效指导，帮助企业管理其环

境责任，以系统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新版ISO 

14004标准要求组织把实施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其整体

业务管理系统中。ISO14004：2016计划将在2016年3

月发布。

ISO 14004修订工作的重点内容如同其新标准名称

所述——《环境管理体系 — 实施通用指南 》，帮助

组织机构为高效经营管理并完善像ISO 14001这样的

环境管理体系（EMS）。

  该国际标准修订后内容变化颇多，将考量一个

组织应如何选择去维护并改进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如

何在其整个业务管理体系中实施环境管理。该标准与

近期修订完毕发布的ISO 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 

— 使用指南的要求 》修订内容相呼应。

森林认证机构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新版ISO 14001的配套标准ISO 14004《环境管理

体系-实施通用指南》的修订已经进入FDIS国际标准

最终草案阶段，该标准由ISO/TC207/SC 1负责修订。

新版ISO14004的目标是对环境管理体系的建立、实

施、保持和改进提供有效指导，帮助企业管理其环

境责任，以系统的方式促进可持续发展。新版ISO 

14004标准要求组织把实施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其整体

业务管理系统中。ISO14004：2016计划将在2016年3

月发布。

ISO 14004修订工作的重点内容如同其新标准名称

反贿赂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 37001进
入DIS阶段

反贿赂管理体系国际标准ISO 37001正在制定

中，目前处于国际标准草案（DIS）阶段，具体制

定工作由ISO/PC 278委员会负责。为配合ISO 37001

的实施，需要对审核人员能力的特殊要求制定一个

新标准，该标准将发展成为ISO/IEC 17021-9。ISO/

P C278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合格评定委员会（I S O/

CASCO）已成立了一个联合工作组（JWG47），目

前正在对《ISO/IEC 17021-9反贿赂管理体系审核和

认证的能力要求》进行为期3个月的新工作项目提案

（NWIP）投票表决，投票截止期为2016年2月9日。

    ISO 37001《反贿赂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廉正

透明的具备合规性的文化，帮助组织机构抵御贿

赂。虽然这项国际标准不能保证做到“零贿赂”，

但可以帮助组织机构采取高效的措施预防并解决贿

赂问题。ISO 37001将为管理机构、投资者、商业协

会、个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保障，组织机构

可以采取正当合理的措施预防贿赂问题的出现。该

标准预计2016年年底正式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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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环境管理体系 — 实施通用指南 》，帮

助组织机构为高效经营管理并完善像ISO 14001这

样的环境管理体系（EMS）。

  该国际标准修订后内容变化颇多，将考量一个

组织应如何选择去维护并改进环境管理体系，以及

如何在其整个业务管理体系中实施环境管理。该标

准与近期修订完毕发布的ISO 14001:2015《环境管

理体系 — 使用指南的要求 》修订内容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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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版速递

ISO9001:2015形成文件之信息

要求的指南（一）

 在客户和我们的互动中，一些企业的质量管

理者向我们询问了类似的问题，比如建立了OA系

统，是不是就可以不用文件了？无纸化办公和程

序文件怎么统筹分配？在新版标准中，对文件的

要求有哪些？本文以标准的条款为依据、逐层深

入的解读，我们将分两期和大家分享。

ISO9000系列标准中最重要的两项目标包括：

（1）开发可以对小型组织和大中型组织均可

实施的系列简化标准；

（2）该系列标准中文件的数量和细节与组织

过程活动预期结果更有关联。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已经达成

了这些目的，这一附加指南的目的是——对新标

准中形成文件的信息予以特殊对待的内容进行解

释。

ISO9001：2015允许组织以其选择的适应方式

来文件化其质量管理体系。这使得每个独立组织

可以根据完成有效的策划、自身运行与控制以及

其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实施和持续提升的需求

来决定形成文件的信息数量。

需要强调的是，I S O9001要求（且通常被要

求）有“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而非一个“文

件”系统。

什么是形成文件的信息？定义和参考信息？

术语形成文件的信息在常见高等级结构

（HLS）及管理体系标准（MSS）常见术语中被

加以介绍。

形成文件的信息的定义可以在ISO9000条款3.8

中找到。

形成文件的信息可以用于交流信息，提供策划

实际完成情况的证据，以及知识共享。

无论组织建立的是否是常规的质量管理体系，

以下都是组织形成文件信息的主要目标：

（1）信息沟通

 信息沟通是信息传递和沟通的工具。形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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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信息类型和内容取决于组织产品和过程的特

性、沟通体系的正式化程度、组织内部交流能力的

水平，以及组织文化。

（2）一致性证据

提供证明策划得以实际实施的证据。

（3）知识共享

（4）宣传及保护组织的经验。典型案例是可以

作为新产品或服务设计开发基础的工艺指标。

ISO9001：2015附录A中提供了与形成文件的信

息相关的常用术语和定义表。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ISO9001：2015条款7.5.3形

成文件的信息要求的控制，文件可以通过各种形式

或类型的媒介进行存贮，ISO9000：2015条款3.8.5中

“文件”的定义给出了以下范例：

(1)纸张

(2)磁盘

(3)光盘或其他电子媒体 

(4)照片

(5)标准样品

3 ISO9001：2015文件要求

 ISO9001：2015条款4.4质量管理体系及其过程要

求组织“在必须限度内维持信息文件化以支持过程运

行，在必须限度内保持信息文件化以确认过程根据策

划进行实施。”

条款7.5.1总则阐释，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应包括：

（1）此国际标准所要求的形成文件的信息；

（2）组织确定的为保持质量管理体系效力所必需

的形成文件的信息。

这一条款后的注释进一步阐明，由于以下因素，

组织之间质量管理体系形成文件的信息范围有所区

别：

(1)组织的规模及其活动、过程、产品和服务的类

型；

(2)过程复杂性及互相作用； 

(3)人员能力。

所有构成质量管理体系的形成文件的信息均应根

据条款7.5形成文件的信息要求进行控制。

（未完待续）



客户服务

轻松认识CQC体系证书

根据以往发布的2014年度全球I S O管理体系

认证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管理体系证书全球共

发布1609294张，其中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1138155张，占比第一。而增速最快的为能

源管理体系，增速达40%，其中德国又以50%的

证书发布数量，位居首位。而企业最终都希望取

得的“证书”中又透露了哪些信息呢？除了获证

企业名称和有效期外，还有哪些你不知道的“秘

密”？我们特别邀请了CQC资深质量管理体系老

师，以CQC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为样本，为大

家解答。无论是专职的体系从业者还是企业中的

普通一员，都应有所了解。

（按照证书从上到下的顺序，依次说明。）

1. CQC为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英文简称；

2.证书编号“xxxxxQxxxxxxRxx/xxxx"中隐藏

的秘密：

（1）第1-3位“xxx”为“001”，是国家认证

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授予CQC的认证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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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编号，这可是国内第一批中的第一家；

（2）第4-5位“xx”为初次审核或最近一次再认

证审核年号，如您公司是2015年实施初次审核或最

近一次再认证审核是在2015年，则为15,以此类推；

（3）第6位“Q”为质量管理体系表示方法；

（4）第7-12位“xxxxxx”为证书的顺序号；

（5）第14位“x”表示认证周期，“0”表示初

次认证，即表示您公司第一次获得CQC颁发的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1”表示您公司再次获得CQC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现在您已经成为CQC三年以

上的铜牌客户，“2”表示您公司第三次获得CQC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现在您公司已经成为CQC六

年以上的银牌客户，以此类推；

（6）第15位“x”表示获证组织的规模，即体系

覆盖人数，“S”表示50人（含）以下、“M”表示

50（不含）——1000（含）人、“L”表示1000（不

含）以上；

 3.  ISO9001为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号；

 4.“20xx”为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年号，2015年9

月15日，ISO组织正式公布ISO 9001:2015版标准，过

渡期为三年，即截至2018年9月14日，ISO 9001:2008

版标准将废止，大家一定要及时换版呦；

5.GB/T19-001为质量管理体系国标号（我们国家

的GB/T19001等同采用ISO9001）

6.20xx为质量管理体系国标号的年号；

7.认证范围是指获证组织管理体系所覆盖的活

动、产品和服务；

8.“首次发证日期”是指您公司第一次获得CQC

管理体系证书的日期；

9.“本次发证日期”是指您公司获得本份证书日

期；

10.“有效期至”是指您公司持有的本份证书到

期日期（需要注意的是：您公司在获证期间内应始终

接受CQC的监督，并在规定的限期内接受CQC的监督

审核，即在一个为期三年的认证周期内，监督审核应

在初次审核或再认证现场审核结束后的每12个月内进

行一次,且每次审核间隔期不能超过12个月。）

11.监督审核合格通知书：在一个监督周期后，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必须与CQC签发的监督审核合格

通知书合并使用方可有效。

12.IAF是国际认可论坛的英文缩写，它是由有关

国家认可机构参加的多边合作组织。其主要目标是协

调各国认证制度，通过统一规范各成员国的审核员资

格要求、培训准则及质量体系认证机构的评定和认证

程序，使其在技术运作上保持一致，从而确保有效的

国际互认。

13.CNAS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

写。该机构是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授

权设立的统一负责全国认证机构（包括各类管理体系

认证机构和各类产品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工作的管理

机构。

14.IQNet是国际认证联盟英文缩写。IQNet致力于

通过各种可行、适宜的措施推动、支持其成员机构推

进质量管理，特别是对各个成员机构颁发的证书在所

有成员范围内予以承认。目前拥有来自33个国家和地

区的36个正式成员，它们分别来自亚洲的中国、马来

西亚、日本、韩国、以色列，欧洲的西班牙、法国、

葡萄牙、土耳其、塞浦路斯、比利时、意大利、捷克

共和国、德国、希腊、匈牙利、挪威、爱尔兰、奥地

利、波兰、芬兰、斯洛文尼亚、瑞士、罗马尼亚、俄

罗斯、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和美洲的墨西哥、巴

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这

些成员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拥有200多家分支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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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质量管理

你有问自己这些问题么？

 每日我们沉浸在质量的海洋中，时刻绷紧了自

己的那根弦。但是不论多么疲惫，每日请在下班前

给自己留十分钟，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今天

我有很好的完成工作吗？今天我遭遇了哪些质量挑

战？当然，这是简单的思考。也有些质量人们，会

在每天下班的时候按照5W3H的方式来回顾自己一

天的工作。这是我们常用的质量管理手段。但是，

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原来5W3H对于我们的自我管

理也是很有用处的。

 说到5W3H，具体指的是：What、Where、

When、Who、Why、How、How much、How feel。

一、做质量管理，如何用5W3H将问题描述清

楚？

 Who：人——什么人发现了问题？如制程人员、

客户、供应商。

 W h a t：事物——什么东西出现了问题？例如

产品、半成品、机台、人员、软件、服务（注意不

是“事件”是“事物”，很多人经常会描述成发生

了什么事情，应该只需要描述发生了问题的“事

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意思是说：我每天多次

反省自身——替人家出谋划策而不忠诚吗？和朋友交往不够诚信吗？老师传授的知识不复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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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Where：地点——在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

如地点、位置、方向。

When：时间——什么时候发生的问题？问题

发生持续的时间段、或者客诉的时间点。

W h y：原因——为什么这个成为了一个问

题？例，一般与标准、规格、目标进行比较，如

果存在差异则成为了一件异常问题。

举个例子吧，说一只没有把手的杯子是坏

的，在描述Why的时候，就应该表达成，因为这

种型号的杯子是有把手的，而目前这一个（或一

批）没有把手，故这个杯子为不良品。

H o w：方法——用什么方法量化异常的程

度？

注意：不是如何制订对策，如何改进问题，

因为这个5W3H仅仅是描述问题，而不是解决问

题。（这个非常容易混淆）

How much：问题发生量——问题发生的程度

有多大？

例，问题发生在哪些产品中？发生的量有多

大？问题持续了多长时间？问题造成了多大的损

失？可以用图表来表达How much。

How feel：客户感受——该问题对客户造成

了怎么样的满意度上的影响？

二、做质量管理，如何用5W3H将做某件事

情描述清楚？

Why：为何——为什么要做？为什么要如

此做（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做这项工作的原

因或理由）？

What：何事——什么事？做什么？准备什

么（即明确工作的内容和要达成的目标）？

Where：何处——在何处着手进行最好？在

哪里做（工作发生的地点）？

When：何时——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

完成？ 什么时候检查（时间）？

Who：何人——谁去做？ （由谁来承担、

执行？）谁负责？谁来完成？（参加人、负责

人）？

How：如何——如何做？如何提高效率？

如何实施？方法怎样？（用什么方法进行）？

How much：何价----成本如何？达到怎样的

效果（做到什么程度）？数量如果？质量水平

如何？费用产出如何？

概括以上内容，5W3H是指为什么？是什

么？何处？何时？由谁做？怎样做？成本多

少？结果会怎样？也就是：要明确工作/任务的

原因、内容、空间位置、时间、执行对象、方

法、成本。加上工作结果（how do you feel）：

工作结果预测。怎么样，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质

量管理过程与步骤？如果您能系统的坚持并活

学活用5W3H，还愁工作没业绩吗？不信就试

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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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8000/SEDEX社会责任核查

• 企业质量管理成熟度评价

•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价

• TS16949汽车供应链管理体系符合性评价

•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 内部审核员培训

• 管理提升类培训

• 法规、工具类培训

ISO9001/ ISO14001/ ISO18001/ ISO22000/
ISO27001 /ISO20000/ ISO13485/ ISO50001 /
TS16949 /SA8000 /GB/T50430

认证服务
•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  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  OHS1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ISO27001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  ISO20000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认证

二方评价

核查业务

培训 

技术服务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张江华佗路68号9幢
联系人：鲁一鸣  021-63255018-251    顾龙慧  021-63255018-223
上海公司网址：www.ccicshanghai.com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  ISO13485医疗器械管理体系认证

•  ISO50001/GB/T23331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  SA8000/IQNET SR10社会责任管理体系认证

•  TS16949管理体系认证

•  ISO10015认证管理体系认证

• EICC电子行为守则符合性评价

• CSR评价

• 商超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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