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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认协培[2010]139号

关于发布C C A A 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大纲的通知

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发布的 《关

于开展 2010 年度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国认可

[2010]32 号），依据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公布的《CCAA2010

年度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方案》(中认协培[2010]111号)，CCAA

制定了《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大纲》（以下简称《培训大

纲》，见附件 1），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为确保相关认证培训机构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顺利

进行，CCAA重申以下要求，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和认证培

训机构应严格遵循：

一、培训实施

CNCA批准、CCAA确认的培训机构，应依据CCAA制定和发布的《认

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招生通知》（见附件2）和《培训大纲》实施

招生和培训。

二、培训教师

http://www.cnca.gov.cn/cnca/zwxx/xwdt/zxtz/260383.shtml
http://www.cnca.gov.cn/cnca/zwxx/xwdt/zxtz/260383.shtml
http://www.ccaa.org.cn/ccaa/tzgg/tz/images/2010/06/12/6362FBC53C5FEAA88A7C57C015675F85.pdf
http://www.ccaa.org.cn/ccaa/tzgg/tz/images/2010/06/12/6362FBC53C5FEAA88A7C57C015675F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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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工作的培训机构，要在7月底之

前将参加培训或确认的教师名单报CCAA，申报的教师应具备：

1．CCAA培训教师注册资格，并需参加CCAA举办的继续教育

教师培训研讨并通过考核；

2．讲授相关继续教育课程的能力（可以不具备CCAA 培训教

师注册资格，但应具备丰富的理论和教学经验），并需经CCAA 确

认。

2010 年8月底前CCAA将完成对继续教育教师的培训和确认。

三、培训计划

培训机构应根据学员情况安排培训计划，并于2010 年7月26

日前将“CCAA-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申请表”（电子版）报

CCAA培训开发部； 2010年7月31日CCAA将公布第一批培训计划，

并于2010年8月31日公布第二批培训计划，不在计划中的培训CCAA

不予承认。如果培训机构需要更改日期、地点、人数或教师等，应

提前一周向CCAA培训开发部申请。

四、培训教材

培训机构如使用CCAA统一编制的讲义（版权属于CCAA），应依

据CCAA提供的电子版本完成讲义的印制；培训机构如使用选择或自

主开发的教材，应覆盖《培训大纲》要求的培训内容并经CCAA确认 。

培训机构应确保每位学员获得一套完整的纸质教材。

五、培训管理

相关认证培训机构应按要求选择有能力的教师实施培训，并严

格对培训班的管理；培训机构应要求学员参加培训的全过程，并组

织其认真填写“CCAA-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表”（考虑到与

人员注册工作的衔接，此表增加了相应栏目，见附件3）并按《培

训大纲》要求完成学习心得；培训机构应按要求准确报告培训信息 ，

妥善保管继续教育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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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培训证书

培训证书由CCAA统一格式，各培训机构应根据CCAA发放的证书

模板和编号要求及参加培训学员的详细信息印制证书并向学员发

放。

证书号：CCAA-XXX(各培训机构确认号)-DT-2010-XXXX（各培

训机构证书流水号）。

七、培训收费

培训费为450 元/人（用于支付教材费、培训场地费、教师劳

务费、证书费等），由培训机构收取，CCAA按相关规定收取部分管

理费。

八、监督管理

CNCA和CCAA将不定期组织对继续教育培训实施工作进行抽

查，并将组织人员对培训资料进行验收，以保证培训质量和培训结

果的真实性。凡经抽查或举报核实后发现有违规者，CCAA将取消其

2010年实施继续教育培训的资格，对问题严重者，如：编制虚假

记录、使用没有资格的教师、缩短培训时间甚至不培训就发证书等 ，

CNCA和CCAA还将做出进一步的严肃处理。

特此通知。

附件：1. 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大纲

2.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招生通知

3.CCAA-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表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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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大纲

1111．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本大纲依据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发布的 《关

于开展2010年度认证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国认可[2010]32 号）

和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公布的《CCAA2010年度认证人员继

续教育实施方案》(中认协培[2010]111号)制定，旨在规范继续教

育培训的内容和实施过程，切实贯彻落实 CNCA和CCAA对认证人员

继续教育的相关要求，全面提高认证人员的法律意识、职业道德、

专业素质和执业能力。

2.2.2.2.培训要求培训要求培训要求培训要求

2.12.12.12.1 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培训对象培训对象

本培训适用于2009年12月31日以前所有取得CCAA 注册资

格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食品

安全管理体系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的级别审核员。

2.22.22.22.2 培训方式培训方式培训方式培训方式

培训原则上采用面授的方式。

2.32.32.32.3 培训时间培训时间培训时间培训时间

全部内容应在为期两天的连续培训过程中完成，培训机构应确

保所有学员到达培训现场并完整参加2天的培训，任何学员不得缺

席或减少培训时间。

序号 培训内容 时 间 分 配

1 风险管理
概述 术语和定义 风险管理原则 风险管理框架 风险管理过程

0.5小时 2小时 1小时 1.5小时 3小时

2 法律法规
概述 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 职业道德

1小时 3小时 3小时 1小时

http://www.cnca.gov.cn/cnca/zwxx/xwdt/zxtz/260383.shtml
http://www.cnca.gov.cn/cnca/zwxx/xwdt/zxtz/260383.shtml
http://www.ccaa.org.cn/ccaa/tzgg/tz/images/2010/06/12/6362FBC53C5FEAA88A7C57C015675F85.pdf
http://www.ccaa.org.cn/ccaa/tzgg/tz/images/2010/06/12/6362FBC53C5FEAA88A7C57C015675F8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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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2.42.4 培训教材培训教材培训教材培训教材

培训机构如使用CCAA统一编制的讲义（版权属于CCAA），应依

据CCAA提供的电子版本完成讲义的印制。

培训机构如使用选择或自主开发的教材，应经CCAA确认。

培训机构应确保每位学员获得一套完整的纸质教材。

2.52.52.52.5 培训班规模和教师培训班规模和教师培训班规模和教师培训班规模和教师

每期培训班人数不得多于100人，培训机构应指派1 名以上具

备CCAA培训教师注册资格并参加CCAA 继续教育教师培训研讨经评

价合格的教师或经CCAA 确认并具备讲授继续教育课程能力的人员

为培训班授课。

2.62.62.62.6学员评价和记录学员评价和记录学员评价和记录学员评价和记录

课程结束时，每位学员应按CCAA指定题目向培训机构提交一

篇1000字以上的手写学习心得。

培训机构应填写“CCAA-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表”，并

要求学员在相应栏目签字。培训记录表和学习心得应在培训结束后

由培训机构提交CCAA。

2.72.72.72.7培训证书培训证书培训证书培训证书

培训机构应向CCAA 提交每期培训班所有学员的学习心得和

“CCAA-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表”，作为发放证书的依据。CCAA

负责对培训结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者准许发放统一的培训证书。

3.3.3.3.培训内容培训内容培训内容培训内容

3.13.13.13.1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风险管理

3.1.13.1.13.1.13.1.1 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a. 风险管理的意义与目的

b. 风险管理相关国家和国际标准简介

3.1.23.1.23.1.23.1.2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术语和定义

风险、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框架、风险所有者、风险管理计划 、

风险管理过程、利益相关者、风险评估、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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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价、风险准则等

3.1.33.1.33.1.33.1.3 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原则风险管理原则

a．风险管理创造和保护价值

b．风险管理嵌入组织的管理过程

c．风险管理支持决策过程

d．明确风险管理涉及的不确定性

e. 风险管理是系统的、结构化的和及时的

f．风险管理基于最可用的信息

g．风险管理是定制的

h．风险管理考虑人文因素

i．风险管理是透明的和包容的

j．风险管理是动态的、迭代的和适应变化的

k．风险管理有利于组织的持续改进

3.1.43.1.43.1.43.1.4 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框架风险管理框架

a．总则

（1）组织如何运用风险管理框架实施风险管理

（2）风险管理框架的要素及相互关系

b．指令和承诺

c．风险管理框架的设计

（1）理解组织及其环境

（2）建立风险管理方针

（3）职责

（4）嵌入组织的过程

（5）资源

（6）内、外部沟通和报告机制的建立

d．实施风险管理

（1）实施风险管理框架

（2）实施风险管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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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风险管理框架的监测和评审

f．风险管理框架的持续改进

3.1.53.1.53.1.53.1.5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过程

a．风险管理过程组成活动

（1）沟通和协商

（2）明确环境

（3）风险评估

（4）风险处理

（5）监测和评审

（6）记录

b．沟通和协商的内容

c．明确环境的内容

（1）外部环境

（2）内部环境

（3）风险管理过程环境

（4）确定风险准则

d．风险评估的过程

（1）风险识别

（2）风险分析

（3）风险评价

（4）常用评价技术和方法（情景分析、FMEA、风险矩阵等）

e．风险处理要求和措施

（1）风险处理措施选择要求

（2）制定和实施风险处理计划

f．风险管理的监测和评审

g．记录风险管理过程

3.23.23.23.2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3.2.13.2.13.2.13.2.1概述概述概述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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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我国的法律体系

（1）法律的表现形式

（2）立法体制

（3）法律体系和法律部门

b. 我国法律的运行机制

（1）法律效力

（2）法律的适用原则

（3）法律责任与法律制裁

（4）法律监督

3.2.23.2.23.2.23.2.2 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法律法规

a.《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1）适用范围

（2）产品质量的监督

（3）生产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4）损害赔偿

b.《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1）适用范围

（2）法定计量单位

（3）计量检定

（4）计量器具管理

（5）计量监督

（6）法律责任

c.《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1）适用范围

（2）标准的制定

（3）标准的实施

（4）法律责任

d.《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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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2）食品安全标准

（3）食品生产经营

（4）食品安全事故处置

（5）监督管理

（6）法律责任

e.《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1）适用范围

（2）认证机构

（3）认证

（4）认可

（5）法律责任

3.2.33.2.33.2.33.2.3部门规章部门规章部门规章部门规章

a. 认证及认证培训、咨询人员管理办法

（1）适用范围

（2）注册制度和执业要求

（3）行为规范

（4）法律责任

b. 认证培训机构管理办法

（1）适用范围

（2）管理要求和行为规范

（3）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c. 认证咨询机构管理办法

（1）适用范围

（2）管理要求和行为规范

（3）监督管理和法律责任

d. 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管理办法

（1）宗旨和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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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认证证书和认证标志的含义

（3）监督检查和管理要求

3.2.43.2.43.2.43.2.4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

a. 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

（1）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

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的基本经验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

和工作原则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主要工作

（2）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

年工作规划》

--制定和实施《工作规划》的重要意义

--《工作规划》的总体要求

--《工作规划》的主要内容

（3）《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

--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任务

b. 社会主义荣辱观

（1）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由来和意义

（2）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

（3）贯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点

c. 审核员的职业规范

（1）GB/T19011标准“审核原则”的规定

（2）GB/T27024标准“审核员行为规范要求”的规定

（3）CNCA和CCAA有关审核员的行为规范



— 11 —

附件2：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招生通知

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

根据国家认监委(CNCA)《关于开展2010 年度认证人员继续教

育的通知》（国认可[2010]32号）和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2010 年

度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方案》（中认协培[2010]111 号）的有关

要求，协会决定自2010年8月至11月开展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

作，培训由协会统一组织，认证培训机构承担具体培训任务。现就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班招生事宜通知如下：

一、总体安排：

依据《CCAA2010 年度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实施方案》的指导思

想和基本原则，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统一发布《2010年认

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计划》，面向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由

CCAA确认的培训机构承办、CCAA确认的培训教师授课。

为保证培训的落实和培训质量，各相关认证人员应全过程参加

培训并接受评价；各培训机构及培训教师应遵照相关要求实施培

训，并严格对培训班的管理；CCAA将不定期组织对继续教育培训实

施工作进行抽查。欢迎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认证培训机构

给予监督，并向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举报各种违规行为。

联系方式：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培训开发部

联系人：张燕霞 陈春瑜

电 话：010-65994472/65994468 传 真：010-65994261

信 箱：zhangyx@ccaa.org.cn/chency@ccaa.org.cn

二、培训内容及时间：

见《2010年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大纲》；

培训应在连续的两天内进行。

三、培训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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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AA统一组织编写的讲义或经CCAA确认的教材。

四、培训收费：

培训费为450 元/人，由培训机构收取。其中：320元用于支付

讲义印制费、培训场地费、教师劳务费等；130元用于支付教材开

发费、证书费、管理费等；培训费不含学员食宿费、交通费。

五、报名方式：

各相关认证人员、认证机构请参照CCAA发布的《认证人员继续

教育培训计划》中的培训时间、地点及承办培训的培训机构，选择

适合的培训班，向承办相应培训班的培训机构直接报名。

六、培训证书：

CCAA 负责对培训结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者准许培训机构发

放统一的培训证书。该证书将作为注册人员年度确认、升级注册和

再注册的证明资料，对无正当理由未完成继续教育的人员，CCAA 将

暂停其相应注册资格直至完成培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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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C C A A -认证人员继续教育培训记录表

注：如序号不够可继续延伸，每天使用一张记录表。

培训

机构

名称

（盖章）

日期 地点: 培训班号: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 执业机构 签字（日期） 培训证书号 注册号（Q.E.O.F.I）

1 Q（ ）/E（ ）/O（ ）/F（ ）/I（ ）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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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继续教育△ 大纲 通知

抄送：国家认监委认可监管部；
本协会：存档（2）。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0-07-20日印出
录入：龚 正 校对：张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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