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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

划（2018—2020年）》发布实施

 2017年12月22日，《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

路”行动计划（2018—2020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新闻发布会在国家标准委召

开。质检总局党组成员、国家标准委主任田世宏

出席会议并讲话。

 田世宏在讲话中指出，以标准化助力“一带

一路”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要决策

的有效举措。自《标准联通“一带一路”行动计

划（2015-2017）》实施以来，在“一带一路”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筹推动下，拓展了

沿线国家标准化合作，联合研制国际标准，开展

标准比对分析，建设海外农业标准化示范区等十

项工作任务的实施取得了积极成效。田世宏强

调，新时代赋予标准联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

新使命新任务。各有关方面要以标准化的开放合

作，促进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联

互通；要以中国标准“走出去”，促进沿线各国

的技术交流和产能合作；要以标准互认的深化拓

展，促进沿线各国标准体系相互兼容；要以中国

标准品牌效应的培育提升，为“一带一路”建设

贡献中国智慧。

今年3月起认证机构审核须依据新版

管理体系标准

日前，国际认可论坛（IAF）在网站发布公

报，将新版ISO9001和ISO14001转换截止日期

确定为2018年9月15日，如果获证组织在截止日

期前仍未完成新版标准转换工作，原认证证书

将自动作废。

公报指出，从2018年3月15日起，合格评

定机构实施相关初次认证审核、监督审核和

再认证审核时，必须使用ISO 9001:2015和ISO 

14001:2015这两个新版管理体系标准。

据介绍，新版 I S O  9 0 0 1 : 2 0 1 5和 I S O 

14001:2015在旧版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合理改

进。ISO 9001:2015标准强调了领导在质量管

理体系中的重要性、基于风险的思维以及质量

方针和质量目标与组织的战略方向保持一致。

ISO 14001:2015标准则对保护环境、提升环境绩

效，生命周期观点和领导在环境管理体系中的

作用提出更高要求。

ISO 45001国际标准最终草案 (FDIS) 已正式发布

 职业健康安全 (ISO 45001) 国际标准最终草案 (FDIS) 已正式发布。

 ISO 45001是全球首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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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O 45001标准被写入高层次结构中，对组织而言，它代表着一次将其整合到其他管理体系标

准，例如，质量管理 ISO 9001或者环境管理 ISO 14001，并实现高效的绝佳机遇。我们预计2018年3

月左右最有可能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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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时间过渡到 ISO 45001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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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质量诚信体系建设成效明显

12月8日，2017年全国质量诚信工作座谈会

在北京召开。从座谈会上获悉，近年来，质检系

统全面推进质量诚信体系建设工作，取得明显成

效。截至目前，全国质监部门已归集200多万家

企业的质量信用记录和6000万种规格产品的质量

信用基础信息。

据质检总局质量司有关负责人介绍，党的

十八大以来，质检总局成立了全国社会信用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质量信用分技术委员会，发布

了《企业质量信用等级划分通则》等9项国家标

准。先后印发了《质检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快质量

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质检总局关于加强

严重质量失信企业管理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

件，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6个部门签署了《关

于对严重质量违法失信行为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

合作备忘录》，质量诚信建设支撑体系不断巩

固。

在质量信用信息化建设方面，先后建立了

“全国企业质量信用档案数据库”和“产品质量

信用信息平台”，全国质监部门已归集200多万

家企业的质量信用记录和6000万种规格产品的质

量信用基础信息。同时，质检总局在官方网站设

立“企业质量信用记录”专栏，集中发布企业基

础信息、企业自我声明信息、监管信息、行政许

可信息等，质量信用信息化建设不断完善。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正式发

布

2017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已经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次会议修订通过，依据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民政部制定

了《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并经国务院标

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

过，于2017年12月15日印发。

《团体标准管理规定（试行）》由中国标准化

研究院等单位参与研究制定，是为了配套《标准化

法》，从团体标准的制定、实施和监督等方面提出对

《标准化法》有关规定的细化落实措施。《规定》的

出台将会促进《标准化法》的贯彻实施，为规范、引

导和监督我国团体标准化工作提供有力支撑。

认证中心召开2017年度体系认证管理评

审会

12月5至6日，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在北京召开体系

认证管理评审暨管理体系认证技术分委会会议。认

证中心副主任李国振出席会议，来自认证中心和中

检集团35个地方公司的60余名代表、30余名技委会

委员参加会议。

管理评审会议通报了2017年度体系认证管理体

系运行情况、分析了目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围绕

近期认证风险识别及应对措施、证书转机构报备注

意事项、管理体系认证规则、整合管理体系评价业

务、结合行业特点的质量管理体系分级评价业务等

内容进行了专题报告；技术分委会会议对2017年开

展的技术活动进行了总结，提出了2018年度的工作

计划，针对管理体系认证关键技术、突出问题、新

业务开展情况等进行了研讨，并报告了认证中心级

科研课题完成情况，对申报的2018年度认证中心级

课题建议进行了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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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牵头制定的ISO水回用国际标准获

关键性进展

    2017年11月23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水回用技术委员会（ISO/TC282）城镇水回用技术

分委员会（ISO/TC 282/SC2 Water Reuse in Urban 

Areas）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了第7次全体工作会

议。从会议获悉，清华大学、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和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负责编制的3

项国际标准均获得关键性进展。

《Water reuse in urban areas— Guidelines for 

centralized water reuse system —Part 1:Design 

principle of a centralized water reuse system集中式水

回用系统设计》(ISO/FDIS 20760-1)已经完成终稿，

目前正在进行审批程序。

《Water reuse in urban areas— Guidelines for 

centralized water reuse system —Part 2: Management 

of a centralized water reuse system集中式水回用系统

管理》(ISO 20760-2)已进入发布阶段，预计2017年

底出版发行。

《Water Reuse in Urban Areas— Guidelines for 

Water Reuse Safety Evaluation: Assessment Parameters 

and Methods再生水安全性评价指标与方法》(ISO/

DIS 20761)的最终稿在本次会议上得到各国专家的

高度认可，一致同意该标准进入最终稿批准阶段。

两项国际认证制度新纳入国际认可

互认体系

 日前，2017年国际认可论坛（IAF）成员大

会通过决议，批准了特殊饲料成分质量安全体系

（FAMI-QS），以及国际人员认证协会（IPC）管

理体系审核员认证两项国际认证制度纳入IAF多

边互认体系。IAF还批准了与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GFSI）签署协议，根据这一协议，GFSI关于食

品安全认证的比对承认体系依托利用IAF认可互认

体系，IAF采信利用GFSI的食品安全认证比对承

认结果，通过GFSI比对承认的食品质量安全认证

制度在纳入IAF认可互认体系的过程中可以减少重

复评价，这是IAF互认体系与工商业界用户相互合

作的又一个重要进展。

I A F多边互认协议的目标是通过消除技术壁

垒，进一步促进全球贸易便利化。FAMI-QS、IPC

管理体系审核员认证两项制度纳入IAF多边互认协

议，使相应的认证制度所有者能够利用IAF互认成

员的认可来确保认证的一致性和有效性，从而使

经认可的认证结果得到更广泛的采信。

近年来，I A F加强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协作。

2014年，全球良好农业规范（GlobalG.A.P.）认证

制度加入IAF互认体系。下一步，IAF还将在充分

评估后，进一步将有关制度纳入互认范围。

5

两家机构因非法从事认证活动被查处

今天（12月28日），从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了解到，上海局目前完成对台湾英日美国际有限公司和

MIC公司两家境外认证机构未经国家认监委批准在华从事非法认证一案的查处。

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借助泛长区域认证监管一体化合作机制，共计出动认证执法人员40余人次，对

12家涉案获证组织和6家认证及相关单位开展系统的执法调查，查明该两家境外机构开展非法认证的违法事

实，处罚1家国内认证机构，发出行政警示通报12份。截止目前，国家认监委已向社会公告机构违法事实，

并由中国认证认可协会通报相关审核员的违规情况。此外，为集中更大力量加强认证市场事中事后监管，通

过国家认监委管理体系认证“双随机”监督检查专项工作，上海局今年还对2家涉嫌严重虚假认证的境内机

构进行了查处，对5家涉嫌违反认证基本规范和认证实施规则行为的认证机构实施了行政处罚，共处罚金近

30万元，有效打击了上海地区认证违法行为，维护了认证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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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ASK1：接受审核的组织，其过程会是因

为审核组审核而产生、存在的吗？

 答:不会。任何一个已存在的组织，其过程均

已存在。

ASK2：组织未明确识别出过程。目前依

部门编排计划进行审核，是不是受审核的部门

就不存在过程？组织就不存在过程方法的运

用？审核组也不能开展过程方法审核？目前

依部门安排计划实施审核，假设想要依过程

方法审核，你又打算怎么开展？

 答：鉴于现在新标准的应用存在水平不一

的情况，部分客户未明确识别出过程，导致审

核时仍会出现按“部门”编排计划。即使这

样，受审核方的过程依然存在，组织也存在过

过程方法审核的十问十答

6



程方法的应用。审核组依然可以应用RB/T180-

2017《基于过程的审核指南》。

ASK3：谈论“过程方法审核”，可以

脱离实际存在的人、机、料、法、环、测等

进行审核？

 答：谈论“过程方法审核”，不能脱离受

审核方提供的“过程”，实施审核时，切不可

脱离过程相关的人、机、料、法、环、测等。

所有审核，应当在过程活动发生的现场。坐在

会议室审核车间的生产控制，不是“现场”；

过程方法审核，审核员不可随心所欲，应当

围绕所审核的过程展开，围绕过程绩效、输

入、输出和过程控制措施的实施情况等，结合

PDCA、CADP或其他形式有的放矢地展开。

ASK4：过程的风险是否客观存在？审

核时是否需要关注？

 答：过程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新标准审

核时需关注。不同的过程风险不同，同样的过

程在不同的组织、不同的时期、所处的区域不

同，其面临的风险也不尽相同。现场审核时，

需充分了解，再将其融入到审核中。

 在对每个过程审核时，需要审核其风险及

其控制情况。审核员可要求过程所有者介绍过

程的风险及现有的控制措施，做出相应的评

价。如采购过程存在的主要风险，包括但不仅

限于不能如期交货、合同欺诈、货币汇率的变

化、单一供应商等风险，审核受审核方如何控

制这些风险，还需要审核其针对风险实施控制

的效果。针对控制所取得的有效性，审核组需要

加以验证、确认。

 ASK5：过程方法实施审核，组织的过程

运行和控制方式，是需要依审核组成员认为的

过程运行方式实施？

 答：不行，忌讳以审核员的观点来要求企业

如何实施运行，审核员需要尊重受审核方确定的

过程及控制方式落实审核，审核该组织的过程策

划、实施状况及效果。审核组需要根据受审核方

实际的过程，依其顺序、相互关系实施审核。

 ASK6：过程方法审核，是否需要关注过

程的输入、输出，及其将输入转换成输出的

“过程活动”。过程方法审核时，受审核方使

用的规范或要求如何引用？

    答：过程方法审核，需要关注输入源、

输入、输出、接收方， 对如何将输入转换成输

出的“过程活动”进行审核， 依据受审核方所

策划的控制措施（规范或要求）， 审核其符合

性、有效性，以及输入源、输入的充分性，输出

的完整性、接受方的满意情况等相关内容。

 ASK7：过程的角色或所有者，其职责、

权限，该如何审核？ 
 答：新标准注重过程所有者对角色的胜任，

关注能力，抽样验证组织是如何对过程所有者进

行能力确认的，如：能力矩阵表, 审核中需要对

角色的职责、权限的定义是否明确、有无得到沟

通进行审核和验证。过程所有者应参与并接受审

核，切不可随便找个人来应付审核，需要审核其

7



政策解读

对过程控制的参与程度，以及对自身和该过程相关

人员工作的掌握程度。能力验证，可通过观察、交

谈、必要时抽样实操等进行，观察并验证其能否正

确地做事和把事情做好。

ASK8：过程方法审核时，过程运行所需的设

施/设备，可以忽略不审？

 答：不可以，应该审核。在实际的审核过程

中，对于与制造相关的设施、设备、工装模具，审

核员往往会重视审核。但在其他一些过程，如采购

过程、培训或人力资源管理过程，此类过程的资源

在审核时，往往会忽略。如采购过程所用到的办公

电脑、办公系统、ERP/SAP等基础设施和软件的维

护、管理、故障或失效的应对等也需要进行审核；

又如培训过程用到的投影、会议室等，对其维护与

管理也要进行验证、确认。

 ASK9：过程方法的审核，重点关注哪些内

容？过程方法的审核，若遇有审核时间较紧张时

如何处理？过程方法的审核应关注需求、关注现

场、考虑有效性及效率和深度审核？

 答：过程方法审核，需要注重对过程有效性和

绩效的审核，关注过程的增值，针对与顾客关联的

过程和绩效表现不佳的过程应优先审核，针对未能

实现的绩效，需要关注其改善措施及落实。过程方

法审核，需要审核过程是如何实现顾客及相关方的

要求。审核应在过程活动发生的“场所”进行，不

可在一个会议室完成所有的审核工作。部分项目的

审核人天数紧张时，可优先关注绩效的完成情况，

再关注过程的控制，以及输入、输出等。

A S K10：过程方法审核过程中，发现了问

题，就当未看见，可以忽略，跳过问题继续往下

审？

答：不可以。必须要审核，可适时调整审核计

划或审核思路，结合发现的问题，运用P D C A或

CAPD等方法，从人、机、料、法、环、测等方面

进行完整的审核，查出问题的根源。初次审核通常

采用PDCA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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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何贤伟 安钢 张国武)    

客户之声

对于刚刚步入质量圈的新兵来说，经常遇

到一些看似相似，实则不同的质量岗位称谓，

比如QC与IQC, IPQC有何区别，QC与QA又是

怎么回事？今天，小编就和你一起来认认这些

头衔。

1.  QC与QA

QC：Quality Control，品质控制，产品的质

量检验，发现质量问题后的分析、改善和不合

格品控制相关人员的总称。一般包括：

IQC（Incoming Quality Control）意思是来料

的质量控制，简称来料控制。

IPQC（In Put Process Quality Control）中文意

思为制程控制，指产品从物料投入生产道产品最

终包装过程的品质控制。

FQC（Finish or Final Quality Control）成品质

量检验

OQC（Out Quality control）成品出厂检验

DQC（Design Quality Control）设计品质控制

MQC（Manufacture Quality Control）制程品检

质量人常见的QC, IQC, IPQC,

 QA， 怎么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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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之声

10

QA：Quality Assurance，品质保证，通过建立

和维持质量管理体系来确保产品质量没有问题。一

般包括：

IDQA（Design Quality Assurance）设计品质保

证，如DQA经理（设计品质认证经理）

QE（Quality Engineer） 质量工程师

JQE（Joint Quality Engineer）客户端品质工程

师，即供应商花钱雇佣的为客户工作的品质工程

师，是客户SQE的眼睛和耳朵。

SQE（Supplier Quality Engineer）供应商品质工

程师。

2.  IPQC与IQC

QC有IPQC与IQC之分，

IPQC：IN PROCESS QUALITY CONTROL 过

程质量控制 

IQC: IN COME QUALITY CONTROL 进料质量

控制

其职责如下：

IPQC职责： 

1．对生产过程中的产品进行检验，并作好记录

2．根据检验记录填写检验报告 

3．对检验发现的问题提出改善对策

IQC职责:
1．严格按检验标准检验原材料

2．如实填写检验记录表 

3．检测设备的维护、保养

4．原材料异常的呈报

5．原材料的标识 

6．负责对货仓物料员检验报告的签收 

7．对生产线投诉的物料质量问题，要负责对货

仓库存物料进行重新检查

QA是质量监督/监控

1.负责本部门全面工作，组织实施GMP有关质

量管理的规定，适时向企业领导提出产品质量的意

见和改进建议。

2.保证本企业产品是在符合G M P要求下生产

的。

3.对全企业有关质量的人和事负监督实施、改

正及阻止的责任。

4.对有利于生产配置的指令在本部门的指定人

员审核签署后进行复核批准。 

5.对检验结果进行复审批准。

6.对新产品研制、工艺改进的中试计划及结论

进行审核。

7.审核上报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有关技术、质

量书面材料。

8.审定批记录，作出成品是否出厂的结论。 

9.负责组织制定原辅料、包装材料的质量标准

和其他文件。

10.审核不合格品处理程序。 

11.因质量管理上的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编

写新的技术标准或讨论修正技术标准。

12.审核各产品的生产工艺规程和批生产记录、

批包装记录，决定成品发放。 

13.处理用户投诉的产品质量问题，指派人员或

亲自回访用户。对内召开会议，会同有关部门就质

量问题研究改进，并将投诉情况及处理结果书面报

告企业负责人。 

14.定期（至少每年一次）会同总工办、生产部

对企业进行全面GMP检查，并将检查情况及时报告

企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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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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