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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实施小微企

业质量管理提升行动

日前举行的第十六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

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

管司介绍，通过质量认证等多种方式推动中小

企业高质量发展。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

了16份质量管理体系建设指南文件，并开发了

百万企业全面质量管理培训平台。目前已有11

万名企业员工获得了免费质量管理培训，涉及

350多个地级市，2300多个县。下一步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将针对小微企业集中领域加快推行高

端品质认证，尤其在食品农产品、消费品、装

备制造、服务业等领域，重点开展有机产品认

证、智能产品认证、绿色产品认证以及健康、

养老、电商等服务认证。

广东开始颁布实施我国首部化妆品

安全监管地方法规

 7月1日起，《广东省化妆品安全条例》开始

正式施行。该《条例》是我国第一部化妆品安全

监管地方法规，有望在全国率先通过地方立法的

方式，完善相应监管制度，切实保护化妆品消费

者利益。目前国家化妆品监管专业法规是《化妆

品卫生监督条例》，近30年未修订。

中检集团溯源公司组织制订《跨境

电商商品溯源服务规范》

 中国检验认证集团（CCIC）溯源公司日前

组织编制了《进口商品质量溯源服务规范-跨境

电子商务》。该《规范》涵盖溯源信息采集、业

务流程规范、国内外公司职责、执行表单和证书

报告格式等内容，对申请人条件、业务组合设

计、产品合规性要求、法律责任规避、页面展示

规范、售后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提出要求。

CQC发起全国高质量康养服务协同创新

行动计划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与清华大学、国际老龄

科学研究院、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在京共同举办老年康养

民生政策与公共服务国际研讨，现场进行了全国高质量

康养服务协同创新行动计划启动仪式。此行动计划由中

国质量认证中心现代服务业评测业务操作中心、清华大

学—北京市组织学习与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和国际老

龄科学研究院联合发起。今后，CQC将积极参与中国健

康养老事业建设，通过专业技术和能力打造高标准的健

康养老服务标准，并采用认证评测手段推动健康养老机

构和人员能力提高，提升服务质量。

中标协开展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

 为有效发挥GB/T 35778-2017《企业标准化工作 

指南》等五项国家标准在企业标准化工作中的基础支

撑和引领作用，中国标准化协会日前在全国开展企业

标准化良好行为试点评价工作。中国标准化协会已经

指定方圆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协会和山

东省标准化研究院三家单位为第三方试点评价机构。

中国标准化协会编制了《企业标准化良好行为评价细

则》，第三方评价机构及评价专家依据细则进行试点

评价工作，证书由中国标协与评价机构联合颁发。

ISO首部品牌评价国际标准发布

 ISO日前发布首部针对品牌评价的国际标准《ISO 

20671：2019品牌评价——原则和基础》。这项标准

是第一项关于品牌评价的标准，主要针对那些在各个

行业中希望提升品牌价值的企业，为他们进行更高层

次的规划和管理提供基础，这其中就包含品牌管理和

报告的最佳实践方法。ISO 20671的制定受到奥地利

标准协会于2006年发布的ONR 16800无形资产品牌评

价方法标准的启发，由ISO/ TC 289品牌评价技术委

员会制定。ISO/ TC 289由我国承担秘书处工作，秘

书处设在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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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8D培训教材（简短易懂有案例）

文／上海质量管理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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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 & ECN是每个SQE最不喜欢听的词语，但是偏偏在制造型的工

厂里面，这两个词语又占到了工厂90%的问题词语。今天和大家分享

一份不错的8D培训教材，供大家参考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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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交流

ISO 14001：

2015认证审核常见问题点，供参考！

ISO 14001：2015认证审核常见问题点大集合，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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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养老服务认证发展现状分析

深阅读

 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活水平提高和医

疗卫生条件不断完善，全球呈现出明显的老龄化趋

势，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高峰的到来，我国

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养老问题日益突出。现实需

求和国家政策的支持促使了我国养老服务业快速发

展。养老服务已经成为老龄化社会的基础性公共服

务，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本文通过对养老服务认证

的现状分析，提升养老服务组织对养老服务认证的

重视，为养老服务质量发展抛砖引玉。

            养老服务认证开展的背景

                     养老行业基本形势

 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

全国总人口的17.9%，预计到2025年，老龄人口数量

将达到3亿，占比约为23%；到2050年，60岁周岁及

以上老龄人口将突破4.68亿，总人数占比将超过30%

以上，而80 岁以上老人超过 1 亿，失能老人增加到 

9750 万。《2018年民政事业改革发展情况》显示，

截至2018年底，全国养老服务机构近3万个，养老服

务床位746.4万张，其中养老机构床位数392.8万张，

社区养老床位数353.6万张。

 据国家统计局2 0 1 8年统计数据，我国每千

名老年人口拥有养老床位约2 9 . 9张，距离完成

“十三五”规划每千名老人35~40张的目标差距较

大。随着养老服务市场的全面放开和国家各项政策

的支持，这一局面正在发生改变。目前，我国已取

文／李永波   姚芩   包艳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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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养老机构的设立许可，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土

地、消防资金投入等方面加强合作，出台相关政

策，同时鼓励公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公建民

营”模式。国家及地方对推进养老服务行业的发展

下达了诸多文件及扶持政策，促进了我国养老服务

业及各类养老机构的快速发展。居家、社区、机构

养老共同作用和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正在加

快形成，老人家能选择的养老方式更加丰富，较好

地满足了老年人生活照料、保健康复、精神慰藉等

方面的基本需求，养老行业已成为一个朝阳行业。 

 养老行业存在的问题

 由于国家对养老服务组织政策扶持及大量资金

的投入，使得养老服务组织数量增长快，行业发展

迅速，但也带来了其他相关问题，如：硬件建设、

人员队伍建设、管理水平、运行机制、服务标准体

系、服务质量等方面，目前还不能适应养老行业的

快速发展需要。国家民政部、公安部、卫计委、国

家标准委、老龄办等六部委联合开展养老院服务质

量专项行动，对全国养老院进行拉网式排查。截止

目前，共整治养老院隐患36万个，依法取缔、关

停、撤并安全隐患严重、无法有效整改的养老院

2000多家。这些问题和隐患的存在，与养老服务质

量标准体系在自我检查、自我评价、自我预防、自

我改进方面缺乏标准化、系统化、科学化的管理机

制密切相关。

 养老服务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投资经营规

模小、整体上产业化发展程度较低、养老服务标准

体系不完善；管理水平、服务质量及服务能力较

低，缺乏科学的管理手段及个性化服务（对老年人

也只停留在以医、食为主的的服务照顾上，不能为

机构养老的老年人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特殊性的

服务）；养老服务人员流动性大、专业水平低、

（养老服务人员多是外来人员，服务态度差，只能

做一些简单的日常护理和家政服务，对老年人身体

护理、心理疏导、精神关爱不到位）；对养老设备

设施、环境、服务等缺乏专业化管理，一些私立养

老机构严重两级分化，低端质量堪忧，高端负担

不起，低端民营的福利院设施条件差、服务意识不

足、护理水平低，高端民营养老机构条件虽好但收

费较高，仅能满足少部分高收入家庭需求。 

 上述问题从属性上可以归结为：养老行业发展

理念、养老行业资本投入及养老行业科学化、专业

化、系统化及服务质量管理方面的问题。在养老发

展和服务理念方面，通过科学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通过导入认证制度管理是最好的有效途径。通过养

老服务认证促进养老机构科学化管理，提高管理和

服务水平，实现养老行业的持续改进。

  养老服务认证发展现状

 服务认证是指运用合格评定技术对服务提供者

的服务及管理是否达到相关要求提供第三方证明的

活动。服务认证依据国家标准GB/T 7635.2《全国主

要产品分类与代码第二部分不可运输产品》划分为

22个认证领域。实施服务认证应着力突破服务业发

展质量和能力的瓶颈问题，提升服务及其顾客满意

度水平。养老服务认证属于其中的“SC18卫生保健

和社会福利服务”范围，是服务认证在养老行业中

的应用。

 我国从2004年开始开展了绿色市场认证、体育

服务认证和信息安全服务资质认证等服务认证工

作。经过10余年的技术探索和努力，初步形成一些

规范、规则。迄今为止，已经在体育服务、商品售

后服务、金融服务、养老服务等领域开展了服务认

证。截至2019年5月，共颁发20326张有效“服务认

证”证书，获证组织18890家，较2018年底增加了

7824张。我国十多年服务认证工作的经验，为养

老服务认证工作的开展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基

础。

 2017年，按照党的十九大“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11



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

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的精神，落

实民政部、原质检总局等六部门《关于开展养老院服

务质量建设专项行动的通知》中关于“加快养老院服

务质量标准化和认证建设，建立全面涵盖养老院服务

质量的标准化和认证工作体系，探索开展养老院服务

质量认证工作”要求，开始推进我国养老服务认证工

作。

 2017年9月，按照国家和相关部委的工作要求，

在全国养老服务机构标准化建设试点基础上，认证机

构开展了养老服务认证的相关工作。2017年12月23

日，在国家认监委和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的

指导下，江苏省邳州市养心居养老服务中心获得全国

首张养老服务认证证书，成为养老服务认证的重要起

点。此后，全国各地又有多家养老服务机构通过了服

务认证，成为行业内最早一批获证机构。这些养老服

务机构覆盖多种类型，如养老服务中心、社会福利

院、老年养护院、医养结合的康养中心、护养中心

等，同时获得养老服务认证的机构还有近年来出现的

社区养老驿站，如北京市昌平区民乐养老服务中心。

由此可见，全国的养老服务组织已经逐渐认识到养老

服务认证的作用，积极寻求建立养老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自身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这对整个养老行业服

务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认监委的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获得服务认证证书的

养老服务机构数量已经达到40余家，证书数量逐年较

快增长。

 从当前的整体状况来看，养老服务认证还处于初

始孕育阶段，由于起步晚、认证依据少，认证技术

有待深入研究，养老服务认证的推广和采信还需获

得更大更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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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ISO发布最新国际标准 ISO 27701

该标准建立在ISO/IEC 27001要求的基础之上，在

隐私方面提供了必要的额外要求。规定了建立、实

施、维护和持续改进隐私相关所特定的信息安全管

理体系的要求。换句话说，就是保护个人信息的管

理体系（以下简称PIMS）。

ISO/IEC 27701标准的正文由8个条款组成，其

中：

条款1-4，给出了标准范围、术语、定义等

条款5给出了ISO 27001相关的PIMS要求

条款6给出了ISO 27002相关的PIMS指南

条款7给出了针对PII控制者的ISO 27002扩展指南

条款8给出了针对PII处理者的ISO 27002扩展指南

附录A，针对PII控制者的PIMS特定的控制目标和

控制措施

附录B，针对PII处理者的PIMS特定的控制目标和

控制措施

附录C，与ISO/IEC 29100的对应

附录D，与GDPR的对应

附录E，与ISO/IEC 27018和ISO/IEC 29151的对应

附录F，如何在ISO/IEC 27001和ISO/IEC 27002的

基础上实施ISO/IEC 27701

ISO 27701的前身为ISO/IEC 27552，由ISO/IEC

技术委员会ISO/IEC JTC1/SC 27, Information security, 

cybersecurity and privacy protection第五工作组开发，

该工作组由来自世界各地的数据保护机构、安全机

构、学术界和工业界的专家组成。

几乎每个组织都处理个人身份信息(PII)，保护PII

不仅是法律要求，也是社会需要。随着与隐私和数据

保护相关的投诉和罚款数量的增加，对这一标准的需

求现在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保护个人资料独立监察机

构国家资讯及自由委员会的Matthieu Grall是SC 27的

积极参与者，并对该标准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说，

随着越来越严格的数据保护要求和法律，我们看到了

对这一标准的强烈需求。此外，组织需要给他们的监

管机构、合作伙伴、客户和雇员带来信任。这样的标

准将有力地促进这种信任。

2019年8月，ISO组织正式发布了ISO/IEC 27701，安全技术-扩

展的ISO/IEC 27001和ISO/IEC 27002-隐私信息管理要求和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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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

2019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立项计划公布

为贯彻落实“最严谨的标准”要求，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

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2019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的通

知》（以下简称《通知》），计划制修订牛奶蛋白、发酵酒及其

配制酒等57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通知》要求，为做好标准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应当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依据，以保障健康为

宗旨，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客观实际需要，可参考相关国际标准和风险评估结果，深入调查研

究，确保标准严谨，指标设置科学合理。项目牵头单位负责组建标准起草协作组，确保各项目承担单位

分工协作、密切配合、优势互补，并充分调动发挥监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科研院校和专业机构等

相关单位和领域专家的作用。

2019年度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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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

认证认可在“一带一路”

促进贸易便利化中的作用

“一带一路”作为我国首倡的具有全球意义的

局域合作平台，为中国产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国际

市场。随着我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步伐

的加快，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产品出口量的不

断增高，提升产品质量，使中国产品和中国品牌获

得“一带一路”国家消费者的认可和欢迎，已经成

为走向“一带一路”国家的中国企业的重要战略。

合格评定依据标准要求，通过认证检测的手段

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提升企业品牌竞争

力，从而有效提高市场供给质量，一直是国际通行

的质量评价和管理手段。在全球经济和贸易发展彼

此依赖和互补的大趋势下，以技术法规、标准和合

格评定为核心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也已经逐渐取代行

政手段和关税政策等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壁垒，

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经济贸易，推动经济发展

方面意义重大。相互认可表现为对技术法规、标准

和合格评定这类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互承认。之

前，由于各国认证制度不一致和认证结果不能互

认，供应商为使产品进入各国市场，需要在多国反

复申请认证，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现在，“一

带一路”国家的互认避免了重复认证，降低了流通

成本，提高了贸易自由化程度。

共享合作成果，促进互联互通。从本期开始，本刊特别推出《认证服务

“一带一路” CQC在行动》专栏，为你带来“一带一路”典型国家的部分产

品进行市场准入制度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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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在“一带一路”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认证可以有效消除“一带一路”各国标

准、合格评定程序、技术法规差异带来的障碍。随着

全球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各国的

贸易措施已得到大幅度削减，但各国标准、合格评定

程序、技术法规及相关规则上的差异带来的冲突逐步

成为贸易发展的新问题，而认证作为国际通用的质量

评价手段，通过协调实现国际互认，有效协调、化解

相关措施。

第二，认证可以提高贸易自由化水平。以往进口

国不认可出口国认证机构出具的报告，增加了国际贸

易的交易成本。通过国际互认则可有效解决上述问

题，只对产品检测认证一次，所有市场都承认检测认

证结果，不仅大幅降低重复检测认证带来的高昂成

本，而且避免了不同国家在合格评定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贸易和技术措施，实现“一个标准、一张证书、区

域通行”的目标。国家间互认机制形成以后，各自合

格评定机构的结果被互相承认，同时也降低了商品检

测认证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促进了贸易自由化和

便利化。

第三，认证促进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认证作

为国际通行的合格评定方式，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的润滑剂。互认制度一定程度上开创了区域经济一

体化建设的新路径，顺应新形势下全球化的内在要

求，也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动能。“一带一路”

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差异较大。但国际互认

制度正视差异，允许各国保留自己的制度和规则，求

同存异，通过互认这一相对弹性较大的贸易机制来最

大程度减小彼此间的差异，实现以最小成本取得较大

收益的初衷，实现了双赢甚至多赢。

第四，认证促进了企业和产品“走出去”。认证

认可是国际通行的技术性措施和贸易便利化工具。通

过国际互认，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出口产品面临的重复

检测、重复认证等问题，降低贸易成本和风险，推动

中国企业和产品“走出去”，架起互信互通的桥梁。

认证服务“一带一路”——CQC在行动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国与“一带一

路”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认证认可领域的

合作前景也更加广阔。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作

为认证行业“国家队”“国字号”，将充分发挥自身

技术优势，履行社会责任， 为我国企业产品走向“一

带一路”国家提供认证认可全方位服务。



“一带一路”典型国家认证制度

  ——马来西亚、新加坡

东盟总体概况介绍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 s i a n  N a t i o n s－A S E A N），简称东盟

（A S E A N）。成员国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

挝、缅甸和柬埔寨10国，总面积约449万平方公

里，人口6.34亿(截至2016年12月)。截止到2018

年，中国连续10年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

盟连续8年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与东

盟双向投资额累计超过2000亿美元，双方互为彼

此的重要外资来源方之一。东盟十国已同中国签

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马来西亚

  认证制度：

 马来西亚电子电器产品认证的法律依据有两

部：《电力供应法（1990）》和《电器设备批准条

例（1994）》，这两部法律都由马来西亚国家能源

委员会（S T）执行。前者针对电力供应规定了电

力安装的许可和控制、配送电力设备的安全以及保

护人身安全等方面的要求，后者则规定了任何制造

商、进口商、展览商、销售商和广告商的电器产品

必须保证符合标准要求，获得认可证书（COA），

并加贴S I R I M标签/标志，否则就不能在马来西亚

市场上销售。PC（Product certificate 是产品证书，

COA（Certificate of Approval ），不同产品COA证书



的主管机构不同。

  认证目录：

 根据1994年马来西亚电气设备批准条例，马来西

亚国家能源委员会ST要求实行强制性认证的产品总共

有34类电子电器产品（附图）。

 许可证认证制度针对不同的产品，许可证认证

包括强制性认证和自愿性认证两种，认证模式采用

TYPE 5 ，即工厂检查+型式试验+监督审核；针对管

制产品，必须通过SIRIM认证后取得PC证书+COA证

书，方可进入马来西亚市场。

  认证标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产品

Plug Top/Plug (15A and below) 插头顶部/插头（≤15A）

SWITCH AND DIMMER   开关和调光器（车辆）

SOCKET OUTLET (15A AND BELOW)  插座（≤15A）

FLUORESCENT LAMPHOLDER/ STARTER HOLDER荧光灯座/启动架

CEILING ROSE  天花板灯线盒

BAYONET CAP AND MULTIWAYS ADAPTOR  卡口灯座及多头适配器

LAMP FITTING  电灯配件

CAPACITOR FOR FLUORESCENT LAMP荧光灯用电容器

BALLAST FOR FLUORESCENT LAMP荧光灯镇流器

CIRCUIT BREAKER INCLUDING AC CURRENT OPERATED EARTH LEAKAGE

 CIRCUIT BREAKER AND MINIATURE CIRCUIT BREAKER 漏电保护器

PORTABLE LUMINAIRE LAMP  便携式光源盏灯

KETTLE INCLUDING HEATING ELEMENTS IF IMPORTED SEPARATELY 

KITCHEN MACHINE厨房用电器

TOASTER / OVEN (COOKING APPLIANCE) 烤箱（烹饪电器）

RICE COOKER电饭锅

REFRIGERATOR电冰箱

IMMERSION WATER HEATER浸入式热水器

WATER HEATER INCLUDING HEATING ELEMENTS IF IMPORTED SEPARATELY

WASHING MACHINE洗衣机

FAN  风扇

HAND OPERATED HAIR DRAYER/HAIRCARE  手动毛发护理器/吹风机

IRON熨斗

SHAVER电动剃须刀

VAPORISER蒸发器

VACUUM CLEANER吸尘器

HI-FIDELITY SET 高保真装置

VIDEO and VISUAL DISPLAY UNIT 视频和显示器

AUDIO and VIDEO PLAYER UNIT 音频和视频播放器

MASSAGER 按摩器

AIR CONDITIONER (up to 4 hp) 空调（up to 4 hp）

CHRISTMAS LIGHT  圣诞树灯

DOMESTIC POWER TOOLS (PORTABLE TYPE) 家用电动工具（便携式）

ADAPTOR / CHARGER 适配器/充电器

WIRE / CABLE / CORD (non-armoured) 0.5mm to 35mm²            

电线/电缆（非铠装）0.5mm² ~35mm²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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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

  认证制度：

 2002年新加坡政府发布了新《消费者保

护（安全要求）注册体系》 (S I N G A P O R E 

C O N S U M E R P R O T E C T I O N (S A F E T Y 

REQUIREMENTS) REGISTRATION SCHEME) 

（简称CPS体系）代替了1991年发布的《消费者

安全保护规定》。

 新体系规定了对45大类的电工，电子等家用

产品在销售，流通和发布广告前必须进行强制性

的安全标志注册，并须由新加坡标准与生产力促

进局（SPRING）对实施安全认证的第三方认证

机构和实验室进行认可和授权指定。

 这就要求中国企业必须了解新加坡《消费者

保护（安全要求）注册体系》或通过

互认结果，才能实现产品的快速通关

和市场准入。

 受控产品列表：

认证标志：

所有属于新加坡政府发布的需要受控并注册

的商品必须在投放新加坡市场之前具有安全标

志。注册的供方应负责和确保他们经注册的产品

具有安全标志并与SPRING的规定相符。必要时

SPRING负责在制造商/进口产品/商人的商船、仓

库、商店等监督抽查。

25



客户服务

技术总工30年的宝贵经验，

控制产品质量的6个建议！

1.不要轻易确定工艺、确定了的工艺不要轻

易更改

（1）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主要因素或者主要表

现。

（2）轻易更改工艺其实掩盖了真正原因和问

题。

  2.过程控制要有量化和追溯的强烈意识

（1）机械零件没有那个因素不影响，不要忽略

任何细节。

（2）任何细节尽可能用数据去控制并记录。

（3）过程细节不进行控制和追溯会误导纠正、

预防措施的制定。

3.解决问题一定要有耐心

（1）不要过多希望一口气吃个胖子。

（2）发现异常情况不要因为与解决的问题好像

没关系而置之不理。

（3）找不出原因和规律的时候不要不行动，可

以把分析的影响因素控制规范起来。

（4）把以前试验和总结的一些经验和规律再复

习复习。

“产品质量，人人有责”，优质产品是生产制造、管理和控制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

来的。

“产品质量的控制是每一个企业头痛的问题”，质量控制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其自身

的规律和独特的控制方法；如果不掌握正确的质量控制方法，就很难控制产品的质量，甚

至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品质问题，给企业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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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旦发现一些经验和规律后，再深入下去把

它上升为理论，哪怕多费点成本也值得。

（6）要知道“千里之堤毁于一穴”，也要知道

“愚公移山”。

4.要建立预防的思维

（1）质量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预防，而不是出了问

题后如何挽救。

（2）任何质量问题出现前一定是有征兆的，就看

你有没有方法、手段和经验去监控和识别。

（3）同一质量问题重复出现第二次时应该引起高

度重视。

（4）应该把每天的过程和结果数据用一定的工具

进行整理，并从整理的结果中寻找规律和变化趋势，

这些规律和显示的趋势是需要不断修正的。

（5）在加工产品之前各个控制要素要尽可能一致

性要高。

5.质量的控制一定要有管理的思维

（1）不要希望直接靠工艺员来实现产品质量的稳

定。

（2）产品质量是制造出来的，不对直接制造者进

行管理，质量永远不能稳定。

（3）所以要观察、关注和研究产品直接制造者

的表现和状态，并针对这些表现和状态进行管理和调

动。

（4）如果产品直接制造者表现和状态没有受控，

一旦出了质量问题你永远分析不准确原因。

（5）不要以为我们现在工艺纪律中规定的过程控

制要求都符合了，产品质量就绝对没问题。

（6）所以我们的过程控制要求要不断完善，同时

也要把人管好。

6.要多听取意见和建议

（1）不要认为别人不清楚实际、不能一下子解决

问题，意见就没有价值

（2）但他们特别是产品直接制造者却能给我们很

多提示和提醒

（3）如果你能解决这个问题，谁的意见和建议都

可以不听；但当搞不掂的时候，建议任何人的意见和

建议都应该听，都应该去尝试和试验，不管你赞不赞

同。

（4）质量管理的思维常常触及到科技的前沿，哪

怕是随意的一句话或一个牢骚等，可能都指引或者暗

示着一个重大技术革新方向，所以专业技术人员要是

重视细节并善于捕捉细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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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服务

CQC标杆级审核员、品牌教师
李惠英，无机化工专业。现任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河南有限公司QMS/

EMS/OHSMS以及工程建设等多领域资深审核员、内审员培训教师。

在大型化工企业先后负责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等管理近十

年，1997年从事认证审核、管理培训等工作，在体系建设、培训和审核

方面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作为组长主持了上百次的大中型企业包括双

汇集团、中国铝业集团、新乡化纤、多氟多化工、龙蟒佰利联集团、金

山化工、神马实业、焦作健康元、乐凯华光、河南联创化工、郑州宇

通、河南平棉集团等企业的审核，担任审核组长组织审核上千次。

 作为第一作者，她编写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内审员通用教

程（2008版）》；在多家刊物上发表论文，如电解槽普通隔膜的吸附

与改进；取得多项科技成果奖，如《G L-400复合型水质稳定剂》，

“HAZOP分析法在风险预控管理中心的研究与应用”获“省安监局”

颁发的“河南省安全生产科学技术奖励证书”三等奖，“合成气压缩机

高压缸合成段与循环段隔板保护系统”获专利，“便携式包裹剂喷涂装

置”获2项专利。

 吴双民，毒物分析硕士研究生，研究员。现任中国检验认证集团陕西

有限公司FSMS/HACCP/乳制品/有机产品等多领域资深审核员和检查员。

 2001年起作为国家认监委HACCP体系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注册

（备案）培训教师以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首批HACCP体系培训教师，

在全国范围内培训相关人员3000余名。同时，检查评审食品、农产品认

证企业1200余厂次。1986年以来接待美国FDA、欧盟和俄罗斯食品安全

官员检查我国食品生产业100余厂次。2012~2014年，在陕西省富县全国

首个创建“良好农业规范（GAP）认证示范县”过程中担任技术指导、

培训和验收评审专家组组长。负责完成国家十五重大科技专项-食品安

全关键技术研究1项，并获原国家质检总局“科技兴检”二等奖。

 同时，他还负责完成了原国家质检总局《食品企业ISO 9001:2000

与HACCP一体化认证审核》子课题-“果蔬汁企业ISO 9001:2000与

HACCP一体化认证审核”的研究工作；负责制修订国家标准《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 果汁和蔬菜汁类生产企业要求》（GB/T 27305-2008）和行

业标准《进出口果蔬汁（浆）检验规程》（SN/T 2803-2011）等3项；

起草国家标准2项，行业标准1项。作为第一作者，他在国家核心期刊

上发表食品安全控制管理文章3篇，其他期刊2篇。

李惠英

（标杆级审核员）

吴双民

（标杆级审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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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仙淑， 质量管理体系资深教师，高级工程师。自1998年起，郑

仙淑从事管理体系培训、研发、认证和管理工作，是国内较早一批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培训教师、CCAA质量管理体系面试考官、CCAA政

研委成员。

 作为专家组成员，她参与了原质检总局的“服务提升”项目，参

与了“地方政府质量工作考核”现场评定工作。她还参与国家认监委

《政府行政机关质量管理体系审核规范》《国家机关质量管理体系和

绩效管理有效结合的研究》项目组，参与组织政研委项目《认证机构

提升服务能力/提升认证价值需求调研报告》等课题和项目研究，并完

成相关编写工作。

 作为项目负责人，组织完成国管局《公共机构能源管理体系操作

手册》、“公共机构推广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试点”项目和“中央国家

机关推广能源管理体系建设试点”项目，以及商务部关于在“全国商

务流通领域开展能源管理体系建设”的推广项目。她还组织完成国家

气象局相关单位质量管理体系建设的初期工作。

作为品牌教师，郑仙淑结合多年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

验，曾组织完成《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系列培训教材的编

制，针对特定企业开发有针对性的定制化课程。

万 勇

(品牌教师)

郑仙淑

（品牌教师）    

 万勇，质量与风险管理、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资深教师。现任中国检验认证集团检验有限公司风控与增值服务项目

部总监，全国环境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07）委员，高级

工程师，Q/E/S/产品认证领域审核员。

 曾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具有大学讲师资格。1998年开始从

事ISO管理体系标准认证咨询、培训与标准研发工作，他是国内早期环境

管理体系认证培训教师和认证认可领域标准研究人员，多次参与原国家

质检总局、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的课题研究工作，作

为技术负责人完成2项国家质检总局科技项目认证认可类课题研究。

 作为品牌教师，万勇主持、参与了CQC管理体系审核员、工厂检

查员培训系列课程的研发，作为主要作者出版了《GB/T 28001-2011职

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标准理解和审核实施》。他是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CCAA）注册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课程设计和课程研发的主要技术专

家，主讲《ISO31000风险管理》等10多门课程。他拥有20多年的认证

检验从业经历，主持了20多门培训课程的研发，讲授了近200期培训课

程，为超过100家大型企业提供了管理体系培训和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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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西评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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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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