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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发文坚决治理认证乱象

 日前，国办印发《全国深化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重点

任务分工方案》，部署26项任务分工。其

中要求清理、整合、规范现有认证事项和

收费，坚决治理认证乱象。加快推进认证

机构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尽快实现认证

结果的互认通用。

《方案》部署26项任务分工，其中

由质检总局等单位牵头的共3项。其中包

括：清理、整合、规范现有认证事项和收

费，坚决治理认证乱象。加快推进认证机

构与政府部门彻底脱钩，尽快实现认证结

果的互认通用；今年再压减50%的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对管理目的相同或类似的

不同部门许可事项，要加快清理合并；加

快实行巨额惩罚性赔偿制度，建立完善跨

地域、跨部门、跨行业的失信联合惩戒机

制，让违法经营者付出高昂代价。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成立大会在杭州举行

 2017年6月30日，“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以下简称‘国际城市联盟’）”成立大会

在杭州市举行。

 “ 国际城市联盟”致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平台。今后，它将在三方面开展协作：一是共

同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平台建设。“ISO/TC268”授权“国际城市联盟”成员为ISO 37101全

球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与全世界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建立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分享管理经验、互

鉴创新举措，深化城市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城市在全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二是共同参与城市发展

与实施国际标准研讨交流。围绕可持续发展管理体系的要求，推动城市结合自身特色和需求，制定城

市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研究和实践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径和方法举措，为完善城市可持续发展管理体

系提供“样本”，推动“国际城市联盟”成员单位经验交流。三是共同提高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通

过贯彻实施ISO37101，推动“国际城市联盟”成员的城市创新管理能力，

国家标准委公布首批党建标准化试点单位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扎实推进“两学一

做”常态化制度化，用标准化理念不断提高党建科学

化水平，根据《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在部分基层党

组织开展党建标准化试点工作的通知》，结合有关单

位工作基础和自愿申报情况，国家标准委近日印发

《国家标准委办公室关于下达第一批党建标准化试点

单位名单的通知》（标委办党委〔2017〕90号），确

定了首批40家党建标准化试点单位。

首批党建标准化试点单位包括质检总局法规司、

卫生司、食品局、标准法规中心、中国特检院、中国

物品编码中心、内蒙古检验检疫局等直属单位。同

时，国务院参事室机关党委、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机

关党委、光明日报社机关党委、中国计量大学以及中

共四川省自贡市委、中共如皋市委、中共会昌县委和

安徽、江西、山东、云南、陕西等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等单位参加试点。

 通知要求，试点单位要按照试点工作通知的部

署，加强组织协调、认真推进实施，与标准委机关开

展联学联做，圆满完成党建标准化试点工作任务，为

不同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

体系，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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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标准化所启动“全国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标准体系修订”工作

日前，受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委托，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服务标准化研究所正式启动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体系修订”

工作，目前已完成社会保险、劳动定员定额

等方面的初步调研，修订后的标准体系有望

在年内发布。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是国家社会治

理和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内容，服务标准化

研究所曾于2010年支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研究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规

划（2011-2015年）》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标准体系》，并牵头起草《事业单位聘用

合同要求》等部门规章及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指导全国社会保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国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北京

市人社局、吉林省社保局、鄂尔多斯市社保

局等单位标准化建设，为“十二五”时期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准化建设高效推进提供

了有力支撑，是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标

准化研究的领跑者。

 进入“十三五”，伴随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事业“供给侧”“放管服”改革深入推

进，异地就医、机关事业单位参保等新情

况、新问题日益凸显，此番开展标准体系修

订工作，将对新形势下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标准化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为“十三五”

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有序规范发展

奠定坚实技术基础。

中国商飞启动认证认可计划

 6月2日，在国家认监委和上海检验检疫局指导

下，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

飞”）启动《认证认可助力航空产业全面质量管理

升级行动计划》，进一步推动国产大飞机和支线飞

机进入国际航空市场。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商飞将

在国家认证认可机构支持下，采用国际通行的认证

认可手段，依据国际先进标准建立航空产业质量管

理体系（AS9100），对标欧洲EASA、美国FAA等

国际适航认证要求，建立健全适应国际航空产业特

定要求的质量、安全、环境、能源、职业健康安全

等管理规范，加快国际适航认证标准、规范的等效

转化，助推国产大飞机进入国际航空市场。

我国主导制定的ISO首项服务认证国

际标准正式发布

  2017年6月29日，国际标准 I S O/I E C T R 

17028:2017《Conformity assessment -- Guidelines 

and examples of a certification scheme for services》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南和示例）正式发

布。该标准的发布实现了I S O历史上的三项“首

次”：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首次在合格评定领

域制定发布服务认证国际标准，我国专家首次主导

制定合格评定国际标准，中国认证方案首次写入合

格评定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ISO/IEC TR 17028:2017《Conformity 

assessment -- Guide l ines and examples o f a 

certification scheme for services》（合格评定 服务

认证方案指南和示例）主要规定了服务认证方案的

指南和原则，以及阐释相关指南如何应用的示范案

例，其主要内容包含：服务认证基础原则、服务认

证方案的开发和管理、服务认证方案的内容以及附

录部分（示范案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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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家机构所发认证证书在我国境内

无效

  认监委近日发布2017年第18号公告《国家

认监委关于对有关机构非法从事认证活动的公

告》。

 经查证，“C Q S欧亚认证（中国）有限公

司”、“C Q S国际认证服务（中国）有限公

司”、“美国国际标准管理局（ISA）”、“台

湾英日美国际有限公司”、“意大利欧洲认证

组织股份有限公司”、“华睿达认证服务（中

国）有限公司”、“凯达国际标准认证中心”、

“INTECHNICA”、“Mathwea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ion Co.,Ltd.（简称MIC）”和“北京中美

华盛国际信用评价事务所”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认证认可条例》规定，在未经国家认监委批准

的情况下，擅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非法开展

认证活动，并向部分企业颁发管理体系等认证证

书。其颁发的认证证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无

效。

 国家认监委提醒社会各界，应选择国家认监

委批准的合法的认证机构提供认证服务。合法的

认证机构名录可从国家认监委官方网站查询。

　质检总局发布2016年度全国认证

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数据

  7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2016年度全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

数据有关情况和认证认可强国建设情况。

 据介绍，本次统计涵盖了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和认证认可强国建设3个方面的数据。其中在

认证认可强国建设方面，我国建立了比较完备的

制度体系，已有30多部法律法规写入认证认可工

作；国家法律法规2016年中国采信的认可结果

数有17项，高出世界其他国家水平；截至2016年

底，共颁发有效体系认证证书总数为75.1万张，

占全球同类认证证书总量的1／3以上，是名副其

实的认证大国；我国已加入21个认证认可国际组

织，签署13份多边互认协议和115份双边合作互认

协议。

 本次统计数据显示，从整体来看，我国的认

证认可发展水平处在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前列，正

加快迈入认证认可强国行列。

CQC连续6年在社会责任业务领域获得国际认证联盟表彰

 2017年6月15日，国际认证联盟（IQNet）在北京举办了SA8000审核员年度校准会议暨持续培训。

  会议期间，IQNet总经理Alves Pedro对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过去一年在SA8000社会责任业

务领域所做的努力和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并分别授予中心员工潘英“2016年度最佳社会责任业务

管理者奖”、王宾雷“2016年度最佳社会责任业务协调员奖”。至此，CQC已连续6年在SA8000社会

责任业务领域获得IQNet的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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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版速递

 本文以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中提出与组织战略方向有关的要求以及我国现实

社会经济中大多数企业并无明确的战略方向为背

景，提出了为顺利、有效推进现场审核活动，适

当地开展交流、指导最高管理者及时明确企业特

定战略方向的增值审核技巧，然后完成与战略方

向有关条款关注点的查验，并阐述了实施这样的

审核技巧。

 确定并实施适宜的审核关注点和审核技巧

 根据市场吸引力、企业自身竞争力、老总价

值取向或抱负的综合分析与评价的结果平衡考虑

选择出企业的正确战略方向，是一件难度较

大的事情，更不用说在短时间内要想寻找到

被审核企业的战略方向了。

 但是在前述背景的情况下，企业没有或

无明确的战略方向，审核员又必须关注企业

的战略方向，以及企业确定的外部和内部环

境因素、质量方针、质量目标、管理评审输

出的决定措施是否与战略方向相关，与战略

方向一致，并支持战略方向。为了有效解

决企业的现实与审核需求的矛盾，本文提出

先做一次增值审核的审核技巧，即与最高管

理者交流互动（无论是制定战略方向还是制

审核与战略方向有关条款的关注

点和技巧（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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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定战略方案或战略决策，都属于公司最高管

理者的职责），指导企业初步选择确定出自

己的特定战略方向。此种做法既有必要性也

存在充分性，有必要性就是因为许多企业展

示不出战略方向，有的一问到企业的战略方

向，就将企业的一些口号性的东西（如“有

战略方向啊，我们一直在努力把公司做成行

业内的知名品牌”，诸如要彩电报国、做成

行业老大等等）介绍给审核员，说这就是公

司的战略方向。存在充分性是因为公司的老

总了解战略方向的概念后，有意愿对自己公

司的战略方向做出一个初步选择（至少笔者

就经常遇到了这种情况）。需要注意的是，

此时互动出的战略方向，需要得到公司最高

管理者的确认。公司以文件的形式下发给各

职能部门执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可行的确

认方式。

 诚然，在短时间内要寻找到企业正确的战

略方向是一件难度较大的事，但根据笔者的

实践经验，在明白了战略方向概念之后公司

老总往往就能够结合公司的产品和服务市场

的实际经营情况以及公司的发展需求很快地

初步判断出公司的战略方向选择。

 在公司有了明确的战略方向之后，以下的

审核关注点能地体现出来。以公司的战略方

向为维持原有产品和服务市场，公司识别并

确定的一项外部环境因素是信贷可得性，银

行最近出台了银根紧缩政策，要求降低银行

对企业的贷款额度；企业的现行质量方针是

“管材品质稳定，顾客满意”；当年的质量

目标是“产品出厂检验一次合格率100%，顾

客满意率90%”；当年做出的管理评审决定中

提出的其中一项改进决定是“加大与物流运

输单位的沟通，确保交货准时率100%”。

 针对审核员在现场见到的情况，此时，审

核员就可对照ISO9001:2015新版标准相关条款

的要求，予以下列关注和查验。

  1.关注4.1条款

 查识别和确定出的内外部因素与战略方向

的相关性及其影响；询问公司未来一定时期

有工程项目（如企业发展中的技改项目等）

吗？如有，了解项目资金是来自银行贷款还

是企业自有资金；了解公司日常生产运营中

的经营性资金（如流动资金）是来自银行贷

款还是企业自有资金？如实际情况是有项目

资金发生，项目资金和经营性资金来自银行

贷款，则公司的该项外部环境因素信贷可得

性具有相关性和影响。反之，则不具备相关

性和影响。同时，查验公司识别和确定出的

各外部和内部环境因素所影响的业务过程，

以及监视和评审有关这些因素的信息的责任

部门、措施方法和频次是否得到落实。

 2.关注5.1.1b)/5.2.1a)条款

 查验质量方针、质量目标与战略方向的一

致性，质量方针是否支持战略方向。了解公

司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的规定内容，判别其

是否符合战略方向的需求。既然公司现有的

战略方向是维持原有产品和服务市场，这就

要求公司的生产、经营、质量工作保持原有

的态势，产品和服务具有稳定的品质，继续

满足市场尤其是顾客的需求。从公司现有的

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内容来看，是符合战略

方向这一需求的。

3.关注9.3.1条款



    查验管理评审的措施决定对公司战略

方向的一致性。管理评审活动是否能保持与

公司战略方向的一致性，主要是看管理评

审输出的措施决定是否能支撑公司的战略

方向要求。既然公司的现有战略方向是维持

原有产品和服务市场，而市场本身又是一个

多家厂商的竞争体，尤其是在市场经济充分

发展的情况下，这种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尽

管此种战略方向下的市场需求是相对稳定

的，但去满足这些需求的厂商的竞争性一点

也不会减轻，因此，客观上就需要公司不断

地维护和巩固自己所拥有的那部分市场。比

如采取措施不断地满足客户的需求，牢固地

留住客户，确保本公司始终拥有必要的客户

量。因此，审核员就可以判别出该公司“加

大与物流运输单位的沟通，确保交货准时率

100%”的措施决定是能够支撑其战略方向

的。

 需要指出的是，实施上述审核技巧，并

不会犯既咨询又审核的禁忌。因为当细心

阅读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时，会发现在与组织战略方向有关的条款

描述中，标准的设计者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

的技术处理措施（暗置了一个前提条件），

即假设任何组织在使用本标准之前都已经有

了一个自己特定的战略方向。因此，在使用

中只需要确保组织的外部和内部因素、质量

方针和质量目标、管理评审输出的决定和措

施能与组织的战略方向“相关”“一致”“支

持”就满足相关条款要求了。同时，本标准中

从来就无组织的战略方向本身“应”“应当”

的要求描述，甚至连“宜”“可以”的建议、

允许也找不到。因此，战略方向本身在本标准

中并不是作为要求提出，只是作为一种具有对

照作用的标杆或参考系引入，无需担心犯上既

咨询又审核的禁忌。实施这样的审核技巧，犹

如在审核中，审核员有时为了活跃现场审核气

氛，临时说些无关审核话题一样。

当然，能否顺利、有效实施好必要的增值

审核技巧，除了与所遇到组织及其老总的实际

情况有很大的关系外，如企业本身经营发展实

际、老总的个人素质和对问题的领悟能力，还

与审核员本身对有关战略方向、发展战略知识

的掌握与理解程度有直接关系。这就需要审核

员平常就应积累足够的相关知识。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质量管理体

系 要求(征求意见稿）GB/T 19001－2015/ISO 

9001：2015.[EB/OL].2016－10－15.http://www.

iso.org

（文／田永茂）

转版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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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发布以来，在各级政府及

行业协会的共同推动下，已在全国各地得到了充分的

应用，各地政府纷纷设立县长质量奖、市长（政府）

质量奖、省长（政府）质量奖，并且持续推进，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近年来，在各级政府质量奖评审中发

现，不少企业在卓越绩效管理方面，处于刚刚导入或

者应用不充分，对标准理解不透，运用起来不得当，

事倍功半，或者停留在为了获取奖项、荣誉等阶段，

没有真正认识到该管理模式的价值。本文就一些企业

或组织普遍存在的问题，在此做简要剖析。

  五、顾客与市场

 总体来说，存在的不足是营销手段依赖于传统的

做法，围绕着“4P（产品、价格、渠道、促销）”

做文章，以低价竞争为主要手段，忽视了品牌价值

或应有的市场特质，在信息化和互联网时代，对

“4C”“4R”缺乏组合应用，创新不足。“满足客

户需求、帮助解决客户难题”的认知不足，停留在

“多争取订单或多销售产品”的思维模式中。目标客

户群锁定不坚定，往往处于游离状态，产品定位及市

场细分不到位。

顾客满意度测量方法普遍归于简单，填写顾

客满意度调查表，不能做深入跟进和分析，参考

价值不大。顾客关系建设缺少工具，互联网平

台、微信等现代交流手段应用不足。

  六、资源

 人力资源：突出的问题没有把人才作为资源

来开发、保护，而更多的把员工视为劳动力。选

人、用人、育人、留人方法不足，先进的管理工

具缺失，停留在维持现状阶段。薪酬、绩效、招

聘、培训、员工成长、文化建设等方面开展不充

分，甚至存在着与劳动法相违背的现象。

 信息和知识资源：不系统，较零散。信息化

建设处于单项应用阶段，多数在办公系统、财务

系统、考勤系统的应用有限。一方面信息建设人

才不足，另一方面投入不足。知识管理认知不

足，关注不够，只是在少数部门如研发、人力资

源等。

 技术资源：存在着着眼于当下产品的研制、

卓越绩效管理的薄弱环节浅析（二）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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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缺乏前瞻性。同时对上下游资源共享、内外

部资源共享缺乏。对多数中小企业，研发工具、软

件的应用以及验证手段不足。

  七、过程管理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2012版提出的是评价组织的

关键过程，而同时又附加了“适用时，鼓励将组

织的过程分为价值创造过程和支持过程”，而一些

组织对此理解不透，产生了混乱。其实对于组织来

说，应当根据组织的自身状况，识别、设计、实施

和改进组织的关键过程，打造组织的价值链，提高

竞争能力。支持过程也可以是关键过程，比如加工

型组织的设备管理过程、一些组织把财务管理作为

关键过程也同样可以。而过程管理的关键要点是保

证过程的有效性，要考虑的内容包括流程是否优

化、过程中新技术、新工具的应用、过程关键绩效

指标的完整性和科学性。

  八、测量、分析与改进

 要区分产品测量，这里的测量、分析与改进是

指组织的绩效，包括所有部门以及各层次的绩效

以及组织的整体绩效，可以分为月度、季度、半年

度、年度等。而这些测量要形成系统，并且根据结

果对应分析、反馈，并促成业务的改进和创新，形

成闭环管理。存在的问题是测量指标不完整、信息

反馈不顺畅、对应的纠正措施不彻底、改进和创新

意识不强烈。应以绩效结果倒推过程管理，采用逆

向追溯，并检讨过程中存在的变异能否有效控制，

同样所采取先进的方法是否能够展开和再提升，增

强创新能力。

  九、结果

 结果是考量组织的成绩，包括产品和服务、顾

客与市场、财务、资源、过程有效性和领导等方

面的绩效，要反映出当前的水平、近年来的发展趋

势、和竞争对手或者行业标杆对比，进而进行分

析、整合。所表现出的问题一是竞争对手信息不准

确，二是资源结果和过程有效性结果概念混淆。

  十、结论

  卓越绩效评价准则是一个组织自我诊断的工

具，标准本身并没有要求组织按照什么方法去开展

业务，而是从一个组织运行的六大过程提出组织如

何做的，提示组织应该关注的事项，避免可能的疏

漏。在《卓越绩效评价准则实施指南GB/Z19579-

2012》中，提供了一些供组织参考的应用工具或管

理方法，如精益生产、六西格玛、流程优化、统计

技术应用等，组织应该借助这套评价模式（管理

工具），根据组织发展的现状，定期对组织进行

实事求是的诊断，以确定组织的成熟度，重点是找

出不足，采取措施，运用方法-展开-学习-整合的步

骤，持续改进。从全国质量奖、各级政府质量奖评

审综合来看，目前比较好的组织的成熟度一般在

500~650分之间，多数组织成熟度不足500分，距离

满分1000分仍有很大的差距。建议组织在年终总结

或者管理评审中，通过卓越绩效自我评价，不断改

进与创新，持续提升组织的成熟度，促进组织获得

持续发展和成功，达到卓越绩效管理的目的。

[参考文献]

[1]ISO9000:2015.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S].

[2]迈克尔.希特(Michael A.Hi t t),R.杜安.爱尔

兰(R.Duane I re land),罗伯特.E.霍斯基森(Rober t 

E.Hoskisson)著,吕巍译.战略管理{M].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9年(第一版).  

(文／付万师)  

经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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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功略

欧盟限制纺织品等产品使用全氟辛酸铵物质

 2017年6月14日，欧盟《官方公报》刊登

欧盟委员会第2017/1000号规例，把全氟辛酸铵

(PFOA)列入《化学品注册、评估、授权和限制法

规》(REACH法规)附件XVII第68项物品。

 PFOA可防水、防污、防油脂，因此获各行各

业广泛使用。在纺织业中，PFOA用于成衣(例如

防水及防污户外服饰)及家居纺织品(例如地毯、

家具布料)。欧委会根据欧洲化学品管理局辖下

风险评估委员会和社会经济分析委员会的评估报

告，断定PFOA、其盐类及相关物质的制造、使

用或出售，无论是在混合物或物品中作为单一物

质或另一物质的成份，都会对人体健康及环境构

成无法接受的风险。风险评估委员会认为，有效

处理及减低相关风险的最适当措施是全面限制

PFOA在欧盟市场的制造、使用及出售。

 欧盟RED指令生效

 欧盟无线电设备（RED）指令2014/53/EU于6

月12日正式生效。RED指令取代了欧盟颁布的关

于无线电和电信终端设备（R&TTE指令）1999/5/

E C。今后进入欧盟市场的无线电设备不再接受

RTTE旧指令的认证，只接受RED新指令的认证。

原不属于R&TTE指令范围的数字电视机DTV（适

用EN303340标准）、室外卫星信号接收机（适用

EN303372-1标准）、室内卫星信号接收机（适用

EN303372-2标准）、数字收音机（适用EN303345

标准）等产品，今后须符合RED指令要求。

  欧盟批准修改玩具指令双酚A迁移限值

  欧盟委员会日前发出新指令EU 2017/898修改

玩具指令2009/48/EC双酚A的迁移要求。针对3岁

以下的儿童或者意图放入嘴巴的玩具的双酚A迁移

量应从0.1毫克每升降到0.04毫升每升，测试方法为

EN 71-10：2005+EN 71-11:2005。该指令已在6月3

日正式生效，欧盟成员国在2018年11月26日前实施

提醒出口企业应注意的新规范

美国将实施无线电子通讯产品认证新规

7月13日起，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对

无线电子通讯产品新的授权规则和相关测试实验室

的新认可要求将正式实施。要求产品相关认证测试

实验室必须由被FCC认可的国外指定机构认可并由

FCC根据政府对政府互认协议（MRA）的条款进

行认证，所有测试结果须由这些取得认可资质的实

验室提供。FCC将不再接受非MRA国家/地区实验

室获取FCC认可资质的申请。我国与美国目前暂时

没有签订MRA协议。根据新规，我国国内企业生

产的想要出口美国的无线电子通讯产品，相关认证

测试可能无法在中国内地实验室进行。新规直接影

响到我国出口美国的所有无线电子产品，包括：手

机、笔记本电脑、平板、蓝牙耳机、无线基站、无

线网关、无线路由器、遥控器、对讲机等。

 新加坡RoHS6月正式实施

  根据新加坡环境和水资源部（MEWR）发布的

《环境保护和管理法案》的修正案No.S263,自2017

年6月1日起，凡是在新加坡市场上销售的为家庭设

计的空调器、平板显示电视、手机、便携式电脑、

冰箱和洗衣机（无论是否用于任何非家庭用途）应

遵循有害物质限制要求。新加坡RoHS管控的六种

有害物为：质镉及其化合物、六价铬、铅及其化合

物、汞及其化合物、多溴联苯、多溴二苯醚。



课程名称 单价 天数 2017年8月 2017年9月 2017年10月

策划菁英——制造业质量管理体系快捷导入（新！） 3980元 2+1天 24~25

策划菁英——服务业质量管理体系快捷导入（新！） 3980元 2+1天 14~15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零基础） 1300元 3天 23~25 13~15 18~20

能源经理人（新！） 3980元 3天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高阶内审员培训（新！） 900元 2天 16~17 21~22 26~27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高阶内审员培训（新！） 800元 1天 28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零基础） 1100元 2天 28~29

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内审员培训 1100元 2天 27、29

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2300元 3天 28~29

HACCP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内审员培训 1300元 2天

计量内审员培训 1550元 3天

ISO50001 能源管理体系

ISO27001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ISO20000 IT服务管理体系

ISO/TS16949 质量管理体系

GB/T50430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QMS 2015版国家注册审核员考前辅导班(NEW!) 2500元 4天 7~10

FSMS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2500元 5天

EMS 国家注册审核员转换 培训 1500元 3天

OHSMS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2500元 5天

OHSMS 国家注册审核员转换 培训 1500元 3天

7S现场管理 （2天）

消防安全与法规 （1天）

质量经理职业培训（4天）

五大管理工具 （4天）危险化学品与放射防护 （2天）

精益物流（2天）

过程审核VDA6.3 （2天）

机械、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2天）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中检上海培训中心  2017年8-10月培训计划
电话: 021-33927452       021-38682856       021-63255018-221/219/218/217
传真: 021-33927476                          Mail:training@ccicshanghai.com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华佗路168号9幢2楼         微信号: 中检上海培训中心

定 制 化 课 程 类（体系建立、内部审核、管理提升、现场操作）

SA8000社会责任

作业许可安全管理 （1天）

政策解读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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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中检认证集团云南公司2017年7月培训计划

培训时间             培训内容

7月18-22日    质量、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及 HACCP内审员培训   

联系人：付庭慧   联系电话：0871-64618131

13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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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