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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世界标准日中国主题活动

在京举行

 10月14日是第48个世界标准日。国

际电工委员会（I E C）、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国际电信联盟（ITU）三大国际

标准组织共同将今年的世界标准日主题确定

为“标准让城市更智慧”。结合实际，中国

的主题确定为“标准化助力质量提升”。

 支树平局长代表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

向全国标准化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并作重

要讲话。他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重

视质量和标准化工作。今年9月，习近平总

书记在致中国质量（上海）大会的贺信中指

出：“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

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

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

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

中国服务。”还是在9月，国务院召开常务

会议，专题研究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

进全面质量管理工作。尤其是9月5日，党中

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的指导意见》，部署全面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质量工作的

纲领性文件，这在我国质量发展史上尚属首

次，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

他强调，质量提升，标准先行，标准化

是质量提升行动的“牛鼻子”。要增强标

准“牵引力”，引领质量升级；要织牢标准

“过滤网”，严格质量监管；要架设标准

“高速路”，优化质量服务；要奏好标准

“交响乐”，推动质量共治；要扩大标准

“朋友圈”，深化质量合作。

质检总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

开展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

见》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进重要产品追溯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办发

〔2015〕95号），加强重要产品追溯标准化工

作指导和统筹协调，有序推进重要产品追溯标

准体系建设，近日，质检总局、商务部、中央

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信部、公安部、农

业部、卫生计生委、安全监管总局、食品药品监

管总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重要产品

追溯标准化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

意见》）。《指导意见》明确了重要产品追溯标

准化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任

务、工作对象和保障措施，为全面开展重要产品

追溯标准化工作提供了全面科学的政策支持。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

国家、行业、地方、团体和企业标准相互协同，

覆盖全面、重点突出、结构合理的重要产品追溯

标准体系。一批关键共性标准得以制定实施，追

溯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得到规范统一，全社会追溯

标准化意识获得显著提高。追溯标准实施效果评

价和反馈机制初步建立，有效开展重要产品追溯

标准化试点示范，发挥辐射、带动和引领作用，

实现标准化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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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CNAS发布《管理体系审核员确认准

则》

 从9月1日在京举行的全国“质量月”活动启动

仪式上获悉，今年全国“质量月”期间，质检总局

在“质量月”正式启动质量技术服务中小企业活

动。全国质检系统将积极行动起来，把质量技术服

务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扎实推进，着力推动中小企业

质量水平和竞争力提高，进而促进我国产品和服务

质量不断提升，让广大中小企业切实增强质量获得

感。

此次活动以“服务零距离、质量零缺陷”为主

题，简称“双零”活动。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摸

清企业质量需求、帮扶企业升级质量基础、服务

企业技术创新、支持企业品牌建设、助力出口企业

质量升级、强化服务型中小企业质量管理、宣传贯

彻质量政策、开展质量培训咨询、优化质量政务服

务、实施“一站式”质量服务10项内容，把全面质

量管理夯实到企业一线，把计量、标准等质量基础

工作沉到企业一线。同时，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质检系统京区相关单位还将结

合各自职能，直接展开17项具体帮扶举措。

ISO/IEC17025:2017即将正式发布

 最新消息，ISO/IEC FDIS 17025:2017已正式

通过国际化标准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的投票表决。

 I S O有91个正式成员参与了投票，赞成票

为90票，赞成率达99%。I E C有34个正式成员

参与投票，赞成率为100%。在投票过程中，

I S O和I E C也收到一些编辑性修改意见，目前

ISO秘书处正在处理这些意见，对ISO/IEC FDIS 

17025:2017进行编辑性修改，力争2017年11月

正式发布最终标准。可以预计正式标准 I S O/

IEC17025:2017与ISO/IEC FDIS 17025:2017相比

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变，因为按照I S O规则，在

FDIS投票表决后，只能进行编辑性修改，技术

要求不允许有调整。根据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

组织（ILAC）的决议，ISO/IEC 17025:2017过渡

转换期为标准发布之日起三年，因此所有认可实

验室应在2020年11月前完成认可转换工作。目前

CNAS已启动相关文件的修订工作，并正在拟定

ISO/IEC17025:2017的过渡转换政策。

  ISO 45001 国际标准最终草案 (FDIS) 预计下月发布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已于近日确定 ISO 45001 国际标准最终草案 (FDIS) 的暂定发布日期为今年11月27

日。针对 ISO 45001 新职业健康安全国际标准 DIS2 草案的投票已于今年7月结束，草案获得了通过，这标志

着 ISO 45001 标准的发展将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我们预计2018年上半年将公布 ISO 45001 的最终定稿。

  ISO 45001标准公布之后，将取代 OHSAS 18001 标准。目前拥有 OHSAS 18001认证的组织会有3年时间

内将其所有的 OHSAS 18001认证过渡到 ISO 45001认证。

  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 (OH&S) 管理体系将成为全球首个 ISO 职业健康安全标准，它将帮助企业为其

员工和其他人员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防止发生死亡、工伤和健康问题，并致力于持续改进职业健康

安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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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C颁发首张无动力类游乐设施产品

联盟认证证书

 2017年10月19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简称

CQC）在上海参加无动力类游乐设施产品联盟认

证颁证新闻发布会。无动力类游乐设施产品联盟认

证是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为依据，根据

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特点而实施的自愿性产品认证，

拟与中国玩具与婴童用品协会采用“你推荐，我认

证”的合作模式，依靠CQC的认证技术优势和协会

的推广渠道优势开展合作，帮助优质企业提升市场

竞争力，推动行业产业升级。

 无动力类游乐设施产品是以3-14岁儿童为主要

玩耍对象，包括小型滑行、蹦跳、攀爬、摇荡、旋

转、穿钻、翻滚、综合组合等产品，使用场所集中

在幼儿园、小区。随着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越

来越多的公立幼儿园通过政府采购配置了滑梯、

秋千等必备的游乐产品，私立幼儿园和一些早教机

构、小区也都通过自主采购的方式配备了游乐产

品，同时此类产品的安全问题也被广泛关注。

欧盟家电和电动工具EMC新版测试标

准发布

 近日，欧盟发布了针对家用电器、电动工具

和类似器具的电磁兼容（EMC）新版标准，即EN 

55014-1：2017版。

 EN 55014-1：2017标准涵盖的产品主要为家用

电器、电动工具、使用半导体装置的调节控制器、

电动机驱动的电疗设备、电动玩具、自动售货机以

及电影或幻灯投影机等。并覆盖了电池、交流、直

流供电的以上产品，将于2017年10月28日生效，目

前使用的版本EN 55014-1:2006+A1:2009+A2:2011将

于2020年04月28日失效。

5

贯彻落实《指导意见》 传播质量管

理知识——CQC举办ISO 9001：2015
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训

 日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京举办了I S 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标准培训。中检集团领

导、中心主任陆梅,中心副主任李国振，以及中

心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员工12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向学员全面讲解了ISO 9001:2015 《质

量管理体系  要求》，重点阐述了“组织环

境”“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措施”“组织的知识”

等与2008版的主要内容变化，并分享了教学案

例、和学员进行良好互动、解答有关问题，受到

了学员的一致好评。

 此次培训契合了国家推进质量认证体系建

设、深化大质量格局以及着力提升质量供给水平

的重要精神，并旨在加强中心质量公益宣传、推

动新版标准普及，提高中心员工质量意识。

 目前，质量认证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

已经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中心

积极贯彻落实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

动的指导意见》(简称“指导意见”)，还组织行

业专家研发了《ISO 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审核

员培训教程》，并于10月出版发行。



政策解读

 在 I S O9001中对风险的处理总是隐含的。

ISO9001的许多要求，都是为了防止风险，因此风

险与ISO9001并不是一个新的组合。以前版本的ISO 

9001包括预防措施的条款，其目的是防止不符合的

发生。

 ISO9001规定：组织要理解其所处环境，并确

定风险作为策划的基础。基于风险的思维对风险和

机遇两方面都予以考虑。

 ISO 9001：2015的引言和附录A对基于风险的

思维做出了解释，包括对风险和机会的概念的澄

清。更全面的信息可以在有关基于风险的思维论文

中找到（www.iso.org/tc176/sc02/public）。

对组织“基于风险的思维”的审核不能作

为一个独立的活动，而是应暗含于对QMS的全

部审核中，包括对最高管理者的面谈。审核员

应按照下列步骤收集客观证据：

 ■哪些输入被组织用于确定风险和机遇？

  这些输入应包括：

  √ 对外部和内部事项的分析

  √组织的战略方向

  √与QMS有关的相关方，以及其与QMS有

关的要求

ISO 9001审核实践组指南

——基于风险的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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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QMS的范围

√组织的过程

 ■审核员应注意，组织应确定为“基于风险的

思维”的应用提供客观证据所需的文件化信息的

程度。对于如何文件化风险和机遇确定的结果，

ISO9001:2015中没有具体要求。

  ■一个组织对于文件化信息的程度和类型的

需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环境，如其规模，

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性质、适用的法律法规要

求，或客户对产品风险的要求，等等。

  ■在考虑以上情况时，组织如何确定其风险

和机遇呢？客观证据可以有多种形式，例如：

 √会议纪要

 √SWOT分析

 √顾客反馈的报告

 √头脑风暴活动

 √竞争对手分析

 √关于一些过程的计划，分析和评估活动，例

如战略计划、设计开发、市场、产品和服务提供、纠

正措施等等

√管理评审

√风险确定或评价记录，是否适用和需要由组织

确定

√其他

 ■组织如何处理其确定的风险和机遇呢？可以采

取不同的措施，例如：

√旧目标的修订，或新目标的设立

√行动计划

√在职培训

√工作说明

√改进指标和项目等

■组织是否对上述措施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估？

审核员应确认在内部审核和绩效评价活动中是否

考虑了基于风险的思维的应用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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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阅读

 戴明、朱兰和克劳士比三人，并称世界质量管理

运动的领军人物。纵观三人各自的质量管理思想，

可以发现，他们的思想有异有同。

 这三位大师根据各自的特点提出的质量管理思

想，都已经成为质量管理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不

可否认，三位大师的质量管理思想有着惊人的相

似，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第一，在对质量内涵的理解上，三人都一致认为

质量不仅仅意味着相应的规格和标准，更重要的是

顾客的需要。戴明认为，真正的质量是立足于用户

需要，追求不断提高用户满意程度而形成的。朱兰

提出了质量的“适用性”这个概念。克劳士比认为

质量要符合要求，而这个要求就是用户的需求。

第二，三人都对以往质量与成本正相关的观点予

以彻底颠覆。以往人们普遍认为，高质量必然导致

高成本，他们三人从各自不同角度论证了高质量不

但不会导致高成本，反而会降低成本，提高生产能

力。

第三，三人都认为质量不能完全依赖检验。戴

明和克劳士比都提出了事先预防的重要性。不同的

是，戴明侧重在组织中建立系统改善；克劳士比提

出用“零缺陷”这个质量工作标准来实现；朱兰则

认为检验对于质量的提高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认

为质量的人事方面是关键。

 第四，三人都认为主要的质量问题是源自系

统，而不是源自工人。戴明认为85%的生产失误责

任在于管理者而不是操作者。据说，福特公司曾经

派质量副总裁去请戴明做顾问，却被戴明拒绝。

被拒绝的原因是：戴明认为质量是高管层尤其是总

裁决定的，所以他有一个规矩，非总裁来请决不出

山。朱兰的 80∶20法则也是针对管理者因素提出

的。克劳士比也认为零缺陷管理最重要的是自上而

下的推动，高层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三人都提出质量改进是一个持续过程，

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和一朝一夕的短期工作。

戴明认为，解决当下问题并不是改善，充其量不过

是恢复常态。克劳士比设定的预防过程，就是一个

持续的质量改进过程。朱兰的“质量环”和“突破

历程”也论证了这一点。

第六，三人都强调质量改进应该打破部门隔

世界三大质量大师：戴明、朱兰

和克劳士比的思想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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阂，在把企业当作一个整体的条件下进行。戴明“管

理十四点”中的“打破部门之间的隔阂”、朱兰的

“质量环”及“三部曲”、克劳士比的零缺陷管理和

四项原则，都从不同角度印证了部门之间的合作对质

量改进的重要性。

第七，三人都强调质量改进过程中“人”的重要

性，都反对见物不见人的传统质量观。

    然而，三位大师的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以及人

生感悟各不相同，因此，他们提出的质量管理思想不

可避免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使质量管理理论异彩纷

呈。

 戴明坚信，应用统计方法是解决质量问题的重要

工具。戴明甚至反对举办有关“全面质量控制”的研

讨会，他认为统计质量控制就已经很“全面”了。日

本科技联盟的常务董事小柳认为，戴明在统计方面很

杰出，但他缺乏实践经验而且“没有把质量作为整

体来把握”。小柳在1964年6月22日给朱兰的信中写

道：“坦率地说，戴明好像在工业生产中的经验不

足，并且他从未把‘质量’当作一个完整的包括产

品、流程和操作（包括人力操作）的实体来看待。”

 戴明过于重视统计的倾向，也受到了朱兰的批

评。朱兰认为统计的确是必不可少的，但除此之外还

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他甚至认为戴明的观念“狭

隘、自私”。朱兰指责戴明过多地运用了统计学理论

而不是管理学理论。在他的自传中，朱兰这样描述戴

明：“当一些方法不多的数学家到工业界中开阔了眼

界时，戴明却没有。他固守自己的狭隘的专长，这是

他专长中最好的一个，但他的思想看上去对其他事物

都是封闭的”。

 朱兰的方法与戴明的方法相比，少了几分机械

性，对人际关系的强调更重一些，这可能恰恰与他在

实际生活中不擅长此项有关。正是人际关系处理上的

挫折，使朱兰对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铭记在心。朱兰一

直对他的教训念念不忘，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遇到了无数的人际关系问题，不仅仅是自己的，而且

是普遍存在于其他人之间，存在于客户的经理们和雇

员之间类似的问题”。因而，朱兰将人性尺度加入到

质量范畴之中，他以人际关系扩展了质量的内涵，将

质量管理从狭隘的统计范畴扩展到管理范畴。

  朱兰与戴明观点还有截然相反的地方，比如戴明

“管理十四点”中的“消除员工的焦虑”，鼓励员工

在企业中放开手脚和思路，减除员工的思想负担。对

此，朱兰极为反对，这很有可能同朱兰一生的种种伤

痛和磨难有关。也许，在朱兰眼里，适度的焦虑能够

使人体验到生命的真谛。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戴

明和朱兰各偏向了一个极端。

克劳士比注重用超前的思想指导行为实践，强调

用管理和组织过程而不是用统计学科的方法来改善企

业的状况，这一点与戴明极为不同。他运用医学和商

学的交叉思维来解构质量，从整体的需要和行动的目

的出发，提出了“完整性”的“质量哲学”。同朱兰

相比，克劳士比更像一个智者。

 总的来说，戴明和克劳士比更多地从哲学角度来

阐述质量问题，并主张公司应将质量作为一种概念来

接受。而朱兰一直致力于质量体系的计划与实施，他

的研究范围侧重在质量管理的方法论上。

  正是因为他们的质量管理思想有着各自不同的风

采，他们之间的争论也从未间断。身为“理论学派”

代表的戴明，固执地认为接受“实践学派”克劳士比

学说的那些经理们是容易受骗上当的，而不接受统计

方法培训的管理高层是愚蠢的。克劳士比的门徒们反

击道，戴明把数学和统计学的意义赋予了质量，朱兰

致力于质量的工程学和数理方面的挖掘，但他们的思

想充其量只是“数量哲学”，而克劳士比的管理思想

才是“完整性”的“质量哲学”。克劳士比的后继者

显然认为自己推崇的宗师要比戴明和朱兰更加技高一

筹。但这不过是一家之言。不管有多少争论，这三位

大师以及他们运用各自的聪明智慧提出的质量管理思

想，都为质量管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海外攻略

印度尼西亚法律法规体系与市场准入要求

印度尼西亚的标准化主管部门是印度尼西亚国家

标准总局（BSN）。BSN负责起草、制定、颁布、实

施和协调印度尼西亚国家技术标准（SNI）并采取以

下措施确保SNI 技术标准在国内的地位。

（1）将SNl 技术标准采编入技术法规。

（2）其他标准化机构、政府部门和国家认证认

可委员会配合BSN 完善SNI技术标准。

（3）组建MASTAN（印度尼西亚标准协会） 在

促进SNI 的应用。

（4）通过应用SNl 技术标准，政府开始接受并采

用国际实验室认可合作组织(ILAC)、亚太实验室认可

合作组织（APLAC）和国际认可联盟多边互认协议

lAF/ MRA、亚太地区多边互认协议(PAC/MRA)等认

证体系。

B S N所有关于认可和认证的活动都是由印度尼

西亚国家认可委员会（K A N）执行。目前印度尼

西亚与中国还没有签署实验室认可多变互认协议

（MRA），所以不认可我国国内实验室对产品的测

试，测试也就不能在国内进行。

适用产品范围

印度尼西亚贸易部于2009年12月21日公布标记规

范NO.62/M-DAG/PER/12/2009，并于2010年5月21日

修定，法规中明文规定多项产品需附印度尼西亚文标

记的要求。该法规于2010年9月1日正式针对范围内的

产品强制实施。

 印度尼西亚规定的产品范围分为4类。

 产品合格评定模式

 印度尼西亚SNI产品认证体系主要采用第五种产品

认证模式，即：产品测试+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申请认证的流程为：制造商或进口商在印度尼西

亚进行产品商标注册；向SNI认证机构提出申请；制造

商、进口商以及SNI签署协议；SNI 派官员对制造商工

厂进行初次审查、抽取样品；产品送至印度尼西亚国

家实验室完成测试；初审和产品测试通过后，提交相

关技术文件审核；SNI 颁发证书；SNI 授权制造商在其

认可产品上加贴标签；监督，定期抽检。

 认证标识/标志

 所有进入到印度尼西亚的管制产品都必须贴有

SNI标志，否则产品不能进入印度尼西亚市场。

认证/检测机构

Sucofindo是目前印度尼西亚最具规模和声誉的商

印度尼西亚产品认证制度及

准入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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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公司，该机构于1956年成

立，是印度尼西亚的本土化认证

公司。很多印度尼西亚进口商指

定要Sucofindo机构出具的认证报

告。印度尼西亚工业部材料和技

术产品中心（B4T)，主要从事汽车部件产品的印度尼

西亚SNI认证活动。印度尼西亚工业材料和技术产品

检验所（B2T），主要从事瓷砖、建材类产品的印度

尼西亚SNI认证活动。

注意事项

申请印度尼西亚SNI认证时，企业需提交以下技术

文件，内容如下。

商标注册证；粘贴产品标记的方法说明及照片；

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进口商详细联系信息；

产品做过认证的证书及测试报告；如果以前做过SNI

认证的企业，提供相关证书及技术文件资料；申请

型号的产品技术图纸（包括产品和外包装的设计图

纸）；质量管理代表人员个人简历；各型号的生产线

数量；公司员工信息；生产流程图；

公司组织结构图；生产设备清单；公

司质量管理手册；体系证书；产品照

片；公司word文档抬头（便于进行认

证文件的制作）；产品目录/产品说

明书（宣传册, 手册为英文）；质量

计划及质量检验记录（原材料，半成

品及成品）；测试设备校准证书及校

准记录等。 

申请印度尼西亚SNI认证与其他国

家的认证要求有很多不同，如证书对

于商标、型号、生产工厂、进口商的

规定都与其他国家不一样。产品申请

SNI认证时，必须要有商标，并且必

须在印度尼西亚商标局提出申请，取

得商标受理通知函。在通过认证后，

SNI证书只能用于该商标，不能贴牌

生产其他品牌的产品。

印度尼西亚SNI认证对代理人的规定也与其他认证

不一样。必须指定一家印度尼西亚当地公司为证书的

代理人，负责联系沟通印度尼西亚法规变化及产品在

市场的反馈，并且增加不同的进口商都需要得到代理

人的许可，需要在印度尼西亚工贸部完成备案手续方

可进口工厂的货物。

此外，印度尼西亚SNI认证，还有以下几个特殊要

求。

（1）产品检测需送样到印度尼西亚当地实验室做

测试。

（2）工厂检查也需要印度尼西亚认证机构直接派

人到国内进行审核。

（3）申请公司在印度尼西亚要有法定代理人。

（4）申请商标需在印度尼西亚当地注册。

（5）工厂需有ISO 9001或类似体系认证。

（文／林彬 顾宏伟）

印度尼西亚规定的产品范围分为4类

明细

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烘干机、空调、家用冷冻柜、电动水

泵、热水器、抽油烟机、微波炉、饮水机、搅拌器、混合器、电

水壶电饭锅/及其组合、烤面包机、果汁机、电吹风、电熨斗、真

空吸尘器、家用炉子/烤箱、烤箱/烤面包机、煤气灶；电视机、机

顶盒、CD/VCD/DVD录像机和播放机、投影仪、放大器、家庭影

院放大器、扬声器、麦克风、电子琴、迷你无线电收录机、汽车

磁带、内容光盘、空白光盘、照相机；笔记本电脑、传真机、计

算器、计算机显示器、键盘、打印机、复印机、多功能设备；无

绳电话、移动电话。

镀锌钢板、钢筋混凝土、平板玻璃、卫生陶瓷、纤维板材/水泥

板、水泥、稀释剂、陶瓷砖。

轮胎（汽车与摩托车车轮）、电池/汽车电池、轴承、盘式刹车片

和机动车制动器、插头、制动液、汽车镜、汽车拉杆球头、过滤

器、安全玻璃、化油器、汽车点火线圈、离合器及零件、汽车螺

母、汽车边框、汽车叶片（弹簧）、汽车语音报警装置、伸缩式/
液压减震器、活塞、汽车散热器、汽车链、皮带、汽车安全带、

汽车照明系统及其零件。

鞋类、皮革制品（外套、手套、皮袋和皮箱）、眼镜架、洗涤

剂、农药/杀虫剂、钟表、电线、针织袜、复印纸、打火机、木

制火柴、电能表、灯、小型断路器、开关、插头插座、玩具、男

人和男孩服装、妇女和女孩服装、其他纺织服装、餐饮设备（餐

具）、家庭用塑料制品、化肥、印刷油墨、油漆。

 范围

家用电子产品，电信及IT设
备（共有46项）

建筑材料（共8项）

汽车材料零件（共24项）

其他商品（共25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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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培训

课程名称 单价 天数 2017年11月 2017年12月 2018年1月

策划菁英——制造业质量管理体系快捷导入（新！） 3980元 2+1天 7~8

策划菁英——服务业质量管理体系快捷导入（新！） 3980元 2+1天 20~21 8～9

ISO9001：2015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零基础） 1300元 3天 20~22 20~22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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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 14~15 18～19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高阶内审员培训（新！） 900元 1天 15 25

ISO14001：2015环境管理体系内审员培训（零基础） 1100元 2天 15~16 25～26

GB/T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内审员培训 1100元 2天 14、16 24、26

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2300元 3天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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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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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中检上海培训中心  2017年11月-2018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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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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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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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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制作：《质量与认证》杂志社

          扫描二维码关注

《质量与认证》官方微信

对本刊有任何意见或者建议请扫描二维码直接回复即可

       扫描二维码关注
    慧眼消费  购物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