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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东北认证 Ⅰ

　　　     

                                 提升审核员能力
 为顾客创造价值

                                                                                                          

     如何理解认证审核的价值，对于一个认证机构来说是对每一个审核项目的策划，

通过对顾客从初次颁证、监督审核、再认证审核这样的认证服务锁定顾客，为社会提

供信任。但要长期锁定顾客，审核员通过审核活动将给顾客带来的价值是顾客考量的

关键。

   作为审核员主要是通过现场观察、查阅文件和记录、提问与交谈、追踪验证等方

法去获取信息，评价体系运行的符合性、有效性。如果审核人员只停留在查阅文件、

记录上，将完成审核工作仅定位在形成合格的审核文档上，忽视对顾客现场动态观察，

与顾客在新技术、新理念上的交流，及对体系管理方面提出改进的建议，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审核人员的能力与顾客要求的差异。

   当今每一个行业都在飞速发展，这就要求审核员不断提升审核能力，以满足顾客

的需求。纵观近年来对审核员开展的网络、面授培训，既有法规上的如认证认可条例、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方面的课程，也有专业方面的如质量统计技术应用、风险管理、污

染治理技术等专业课程。作为一名紧跟现代管理技术脉搏的审核人员不仅要参与国家

规定的相关培训，还应实时关注相关领域产品标准、指南、规则、技术方案的变化，

不断获取新知识，才能将新理念、新方法带给顾客。在为顾客提供高水平的审核服务

的同时，充分体现东北认证有限公司的经营理念：顾客价值及为顾客创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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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范围 

　　本文件明确了在环境管理体系（EMS）审

核及认证过程中的人员的附加能力要求。是对

CNAS-CC01 中现有要求的补充。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适用于本文件。 

　　ISO14050 环境管理—词汇 

　　CNAS-CC01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3、术语和定义 

　　ISO14050 和 CNAS-CC01 中的术语以及下列

术语适用于本文件。 

3.1 EMS 技术领域 

　　具有相似的活动、产品或服务及相应的环境

因素为特征的领域。 

4、通用能力要求 

　　认证机构应确定每个相关 EMS 技术领域以

及认证活动中每个认证职能的能力要求。认证机

构应考虑与其确定的 EMS 技术领域有关的本文

件 5、6、7 条款中所规定的所有要求。表 A.1 和

表 A.2 列出了认证活动中特定的认证职能中人员

的能力要求概要。 

5、EMS 审核员的能力要求 

　　所有实施 EMS 审核的人员应具备一定的能

力水平，能力包括 CNAS-CC01 中描述的通用能

力以及 5.1 至 5.10 条款中描述的 EMS 知识。 

　　注 1：在确定任何一个职能应具备的知识水平时，

还需要考虑风险和复杂程度。 

　　注 2：审核组中的每一个审核员不一定都需要具

备相同的能力，然而审核组的整体能力需要足以实现

审核目标。 

5.1 环境术语 

　　具有某一 EMS 技术领域使用的与环境相关

的专有名词、定义和概念等知识。 

5.2 环境计量 

　　具有适用于 EMS 技术领域和适用法规要求

的，量化环境输出的知识。 

　　示例 : 直接的、规范化的、总量的、标志性

的以及加权的测量；模型；物料平衡。 

5.3 环境因素及环境技术领域适用的环境监视和

测量技术 

　　具有与环境因素和 EMS 技术领域相适宜的

环境监视和测量技术以及分析方法的知识（包括

校准和仪器维护）。 

　　示例：连续采样、周期采样和人工采样；异

常状态下的观察。 

5.4 识别和评价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及其环境重

要性的技术 

　　具有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及其环境重要性由

来的知识。 

5.5 设计中的环境因素 

　　具有包括在产品生命周期中组织可控制或可

施加影响的环境因素评价在内的设计过程的知

识。这包括与选择和使用输入材料相关的因素（例

如：产品生产过程中对 原材料和循环材料、组件、

能源、水以及其他资源的使用），也包括输出相

关因素（废弃物和排放物），以及来自产品的配送、

使用和最终处置中的因素。 

环境管理体系审核及认证的能力要求                     

CNAS-CC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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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ISO/TR14062 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生态化设计

的信息。 

5.6 环境绩效评价 

　　具有环境绩效评价方面的知识，包括环境绩

效参数，足以判定组织的环境绩效是否达到了其

管理者设定的目标和指标。 

　　注：ISO14031 提供了更多关于环境绩效评价的

信息。 

5.7 法律法规及其他要求 

　　具有用于判断组织是否已经识别所有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并评价了其与法律法规和

其他要求符合性的相关知识。 

　　注 1：法律的、法规的、规章的和标准的要求及

紧急状态时政府发布的通知文件等即为法律法规要

求。 

　　注 2：其他要求可能包括自愿性的国家的、国际

的以及行业特定的环境报告协议。 

5.8 应急准备和响应 

5.8.1 具有足以判断组织是否已经识别了潜在的

紧急情况并针对诸如下列的事件策划相关响应措

施的知识： 

　　a) 向大气、水体和土地的事故排放和（或）

泄漏； 

　　b) 事故排放对环境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特定

影响。 

5.8.2 适用时 , 具有足以评价组织在试验其应急

响应措施，以及紧急情况发生后采取的应急措施

的有效性方面的知识。 

5.9 运行控制 

　　具有运用与组织重要环境因素相适宜的运行

控制的相关知识，包括利用合同方来实现目标和

指标，并确保与组织的环境方针和对污染预防和

持续改进的承诺相一致。 

5.10 与场所相关的要素 

　　具有与场所相关的要素的知识。这些要素可

能影响到组织的环境因素对周围区域、生态系统

及社区的潜在影响。场所相关要素包括地理、气

候、水文地质、地形地貌、土壤以及其他相关的

物理条件。 

6、针对特定因素的 EMS 审核能力要求 

　　审核组的任命应确保其审核成员的组成（需

要时配备技术专家）能够整体满足实施审核能力

的要求。认证机构应确定与其运作所涉及 EMS
技术领域相适应的每个环境因素相关的，并与6.1

至 6.7 条款所述要求一致的特定能力准则。 

　　注：当确定一个审核组应具备的知识水平时，还

需要考虑风险和复杂程度。 

6.1 向大气的排放 

　　向大气的排放是由诸如下列活动所产生的：

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过程；产生或使用能量

的过程；需要使用化石燃料的车辆提供服务的过

程。这些排放可能包括气体和颗粒物 , 并通过物

理、化学或自然的方法加以控制，以将其减少至

可接受的水平而避免污染。 

6.1.1 气体和颗粒物 

　　具有各种类型的向大气排放（逃逸型排放、

点源排放、面源排放）的气体、烟尘或颗粒物的

相关知识【例如：挥发性有机物（VOCs）、恶臭、

酸性气体、碱性气体以及温室气体】。 

6.1.2 运行控制 

　　具有用于控制大气排放的技术知识，例如：

过滤技术、除尘技术、催化氧化技术等。 

6.1.3 监视与测量 

　　具有废气排放监视技术的相关知识，例如：

观测排气筒的排放、在线监测和人工采样监测、

空气采样和分析以及物料衡算。 

6.2 向土地的排放 

　　向土地排放固体或液体的情况，可能来自于

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过程；产品的生产或处

置过程；提供服务的过程；或者来自于自然灾害

或意外情况。这些排放通常通过物理法（如淤泥

收集器、压力水管）、自然法（如堆肥）或化学

处理法（一级、二级或三级）以及生物修复（植

物的、厌氧的）等方法予以控制。 

6.2.1 液体或固体的排放 

　　具有向土地排放的知识，包括但不限于：重

金属、多环芳烃（PAH）、石油产品、卤代烃、

杀虫剂、除草剂以及动物废弃物。 

6.2.2 运行控制 

　　具有用于控制向土地排放的技术知识，例如

初级的或二级的隔离装置（围堰）和扩散（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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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率）。 

6.2.3 监视和测量 

　　具有与向土地排放相关的水及土壤的监视、

测量和分析技术的知识。 

6.3 向水体的排放 

　　向水体的排放，包括工业废水、生活污水和

扩散型的径流（如农药或杀虫剂因降雨而产生的

转移）等的排放。这些污水可能会排入污水处理

设施，也可能在处理前或处理后就直接排入了地

表水和地下水。 

6.3.1 地表水和地下水 

　　具有有关地表水和地下水流动和特性的知

识，包括水容量、悬浮的和溶解的固体、沉淀物、

液体粘稠度和密度、挥发、酸化和富营养化的知识。 

6.3.2 运行控制 

　　具有EMS技术领域典型废水知识（如有机的、

无机的）以及废水处理技术方面的知识（如好氧

以及厌氧处理技术）。 

　　具有控制地表水排放（如天气原因）的技术

以及地表水和地下水治理技术的知识。 

6.3.3 监视与测量 

　　具有测量参数知识以及监视废水处理过程和

（或）其他排放的技术知识，例如参数包括生化

需氧量（BOD）或化学需氧量（COD）、采样和

分析、过程监视设备和检验。 

6.4 原材料、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 

6.4.1 上游管理 -- 自然资源的使用 

　　具有资源消耗方面的知识，包括可再生和不

可再生材料的获取、水资源短缺、森林消失以及

土壤退化。 

　　具有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能源的知识，将其转

化为可用能的技术及环境影响的知识（包括气候

变化、生物多样性），以及其应用限制因素等方

面的知识。 

6.4.2 下游管理 

　　具有与源削减、消耗、减量化、资源回收以

及处理实践和过程相关的工艺和技术知识。 

　　具有组织活动对环境，包括生物多样性的影

响方面的知识。 

6.4.3 运行控制 

　　具有针对不同 EMS 技术领域用于控制、监

视和测量材料利用率的技术知识。 

6.4.4 监视和测量 

　　具有与 EMS 技术领域相关的能源控制和监

视技术知识，包括运行和工艺技术及低碳技术方

面的知识。 

6.5 能量释放 

6.5.1 能量释放源 

　　具有释放热、光、电磁辐射和电离辐射、噪音

和振动等源的知识及其潜在的环境影响的知识。 

6.5.2 运行控制 

　　具有能量释放的测量、管理和控制方法的知

识，包括过程管理及能量释放的削减和消除。 

6.6 废弃物 

　　具有组织活动可能产生废料的相关知识。废

物处理的相关知识，包括在考虑最终的处置方案

前，通过对过程的更改而实现避免、减少废物的

产生，再利用或循环利用废物。 

6.6.1 废物源 

　　针对某一 EMS 技术领域，具有相关活动产

生废物的知识，包括废物的特性及其潜在的环境

影响的知识。 

6.6.2 运行控制 

　　具有适用于 EMS 技术领域的有关消除、源

削减和废物最小化的方法学知识，包括废物的再

利用、循环利用、处理及处置实践和过程的知识。 

　　具有有关固体和液体废物的运输和处置方法

的知识，包括处理、焚烧以及在批准的垃圾填埋

场进行填埋的知识。 

6.7 物理属性 

　　具有有关建筑物、构筑物以及设备的物理属

性（尺寸、形状和颜色）与当地环境之间相互作

用关系的知识。 

7、其他人员的能力要求 

　　认证机构应确定 7.1 和 7.2 中不同认证职能

人员的能力要求。这些职能可能由一个或多个人

员承担。 

7.1 对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审核组能力要求、选

择审核组成员并确定审核时间人员的能力要求 

7.1.1 环境术语 

　　具有环境专有词汇和定义的相关知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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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识别和评价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及其环境

重要性的技术 

　　具有环境因素以及相关环境影响的知识。 

7.1.3 场所相关的因素 

　　组建一个有能力的审核组，应具有与受审核

方场所相关因素的知识，包括可能受组织活动影

响的周边的敏感环境（例如，湿地、植物群、动

物群以及人类社区）。 

7.2 对审核报告的评审并作出认证决定的人员的

能力要求 

7.2.1 环境术语 

　　具有相关 EMS 技术领域的环境专有词汇和

定义的相关知识。 

7.2.2 识别和评价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及其环境

重要性的技术 

　　具有环境因素、环境影响及确定其重要性过

程的相关知识。 

7.2.3 环境绩效评价 

　　具有环境绩效评价的相关知识。 

　　注：ISO14031 提供了更多的有关环境绩效评价

的信息。 

7.2.4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具有适用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的相关知识。 

5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
EMS 审核和认证应具备的知识

   表 A.1 和表 A.2 给出了 EMS 审核和认证需具备知识的概要，因为这些要求只是识别了特定认证

职能需具备的知识面，因此这些内容只是资料性的。

    每一认证职能的能力要求已经在本文件的正文中进行了阐述，下表给出特定要求的参考。

表 A.1-EMS 审核和认证需具备的能力

知识

认证职能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审核组能力

 要求，选择审核组成员，并确定

 审核时间

 评审审核报告并作出认

 证决定
审核

 环境术语 √（7.1.1) √（7.2.1) √（5.1)

 环境计量 不适用 不适用 √（5.2)

 环境因素及环境技术领域 

 适用的环境监视和测量技

 术

不适用 不适用 √（5.3)

 识别和评价环境因素、环

 境影响及其环境重要性的

 技术

√（7.1.2) √（7.2.2) √（5.4)

 设计中的环境因素 不适用 不适用 √（5.5)

 环境绩效评价 不适用 √（7.2.3) √（5.6)

 法律法规和其他要求 不适用 √（7.2.4) √（5.7)

 应急准备和响应 不适用 不适用 √（5.8)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5.9)

 与场所相关的因素 √（7.1.3) 不适用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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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

认证职能 

 实施申请评审以确定审核组能

 力要求，选择审核组成员，并

 确定审核时间

 评审审核报告并作出

 认证定
审核

 因素

 向大气的排放（6.1）

 气体和颗粒物 不适用 不适用 √（6.1.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1.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6.1.3)

 向土地的排放（6.2）

 固体或液体的排放 不适用 不适用 √（6.2.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2.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6.2.3)

 向水体的排放（6.3）

 地表水和地下水 不适用 不适用 √（6.3.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3.2)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6.3.3)

 原材料、能源和自然资源的使用（6.4）

 上游管理-自然资源的使用（例

 如，化石燃料、水生植物、动物、

 土地）

不适用 不适用 √（6.4.1)

 下游管理（源削减、最小化、

 使用、循环再利用以及处理实

 践和过程）

不适用 不适用 √（6.4.2)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4.3)

 监视和测量 不适用 不适用 √（6.4.4)

 能量释放（热、光、电离辐射、振动、噪音）（6.5）

 能量释放源 不适用 不适用 √（6.5.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5.2)

 废弃物（6.6）

 废物源 不适用 不适用 √（6.6.1)

 运行控制 不适用 不适用 √（6.6.2)

 物理属性（6.7）

 物理属性 不适用 不适用 √（6.7)

 注 1：上述环境因素反映了 ISO14001：2004 附录 A 所列的内容。

表 A.2- 特定因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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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认证业务范围管理实施指南

CNAS-GC18

1、目的与范围 

　　本文件根据 CNAS-CC18《食品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机构要求》的要求 , 为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FSMS）认证机构实施认证业务范围的管理提

供指南。 

　　本文件适用于 FSMS 认证机构实施认证业务

范围的管理。 

2、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

本文件的条款。以下引用的文件，注明日期的，

仅引用的版本适用；未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的

最新版本（包括任何修订）适用。 

　　CNAS-CC18:201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机构要求》 

　　CNAS-CC01:2007《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无

4、总则 

4.1 对认证业务范围的管理是认证机构的责任。                

   针对认证业务范围的管理，认证机构应根据

CNAS-CC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建立和实施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并配备与其认

证工作相应的资源。 

4.2 认证机构的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至少包括以

下活动： 

    1）根据对认证业务范围专业特点的分析与风

险评估 ,确定认证业务范围的分类； 

    2）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确定认证人员资

格准则； 

    3）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分析相关认证人

员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培训需求； 

    4）针对不同认证业务范围，分析专业审核指

导性文件编制的需求； 

    5）相关认证人员管理能力和/或专业能力的

评价、培训和监督的实施； 

    6）认证实施过程中的管理能力和专业能力的

管理。

    7）认证业务范围的扩大和缩小的管理； 

    8）认证机构的相关利益方（符合 CNAS-CC01
的 6.2 条要求的委员会）对认证业务范围发展的

意见。 

4.3 认证机构应为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制定相应

文件，并保持充分的能力分析和评价记录。 

4.4 认证机构应具有程序就申请认证业务范围的

认可做出规定。 

4.5 CNAS-CC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要求》仅对审核员、认证决定人员和合同评审人

员与技术专家的专业能力提出了要求，认证机构

的能力分析系统还应考虑其他认证人员的管理能

力和专业能力要求。 

4.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工作应符合《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实施规则》等法规的相关要求。

 

5、认证业务范围的管理 

5.1 认证业务范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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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机构宜根据 FSMS 认证的特点，对认证

业务范围进行分类管理。 

   CNAS-CC18《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

求》附录 A 的食品链分类为认证机构的认证业务

范围分类提供了分类方法。认证机构宜在此基础

上，进行分析和评估，进一步的补充和细分，对

认证业务范围实施分类管理。 

5.2 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管理 

　　认证机构应对各类认证人员（如：从事合同

评审、审核方案管理、审核实施、认证决定、认

证人员能力评价、培训指导与管理等工作的人员）

根据其所承担的任务和认证机构对认证业务范围

特点的分析，确定其管理能力和（或）专业能力

的资格准则，并进行评价、聘用、培训和监督。 

5.2.1 认证人员专业能力 

　　CNAS-CC18 为认证机构评价食品安全管理

体系审核员、技术专家、认证决定人员、合同评

审人员提供了资格准则。认证机构应按照 CNAS-
CC18 的要求对这些认证人员进行评价和管理。 

　　CNAS-CC18 所要求的 FSMS 审核员高等教

育知识（普通微生物学、普通化学、与审核的食

品链行业类别相关的专业课程）的传授，应由国

家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具有出具学历证明的相应

资质的机构进行，课程的内容、时间等应能够得

到相应行业的认同。 

5.2.2 技术专家专业能力 

　　认证机构可以使用技术专家作为审核组的成

员，为审核组提供技术支持；也可以使用技术专

家为认证业务范围分类、认证决定、审核方案的

管理、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评价和相关专业技术

培训等活动提供技术支持。认证机构应确保技术

专家在相应的认证活动中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持。 

　　技术专家的专业能力要求不宜低于相关审核

员的专业能力要求。 

5.2.3 其他人员的专业能力 

　　认证机构应根据能力分析，除审核员、认证

决定人员和合同评审人员、技术专家之外，对从

事 FSMS 认证其他工作的人员识别可能的专业能

力需求，制定资格准则。 

　　认证机构符合 CNAS-CC01 的 6.2 条要求的

委员会及其他授权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宜考虑

与 FSMS 认证相适宜的行业背景。 

5.2.4 认证人员专业能力评价 

   对认证人员专业能力的评价宜由具有必要专

业识别能力的评价人员按照专业能力资格准则的

要求进行评价。必要时，可辅以技术专家，采用

面谈、专业知识问卷和现场见证等方式进行评价。 

　　应根据 CNAS-CC18 的要求，对审核员和技

术专家的专业能力进行评价，通常情况下可以评

价到本文附录 A 的食品链分类的种类所覆盖的活

动。必要时，还要对认证业务范围中的种类进行

进一步的补充和细分。应确保审核人员在评价的

认证业务范围内（行业类别、种类或更详细的分

类）具有相应的专业能力。 

　　认证机构对认证人员的专业能力评价过程和

结果应予以记录，应有充分证据证明人员能力

满足专业能力资格准则的要求，特别是 CNAS-
CC18 的要求，以支持其评价结果。 

5.3 认证实施过程中的专业能力管理 

　　认证机构应在以下认证阶段，对每个认证项

目的实施过程进行适宜的专业能力管理。 

5.3.1 申请受理和合同评审阶段 

　　根据申请人申请认证的 FSMS 所覆盖的产品

和活动范围的专业技术特点进行评审，确定申请

项目的认证范围的专业类别，认证机构是否具备

相应的专业能力，并对审核组提出相应的专业能

力要求。 

5.3.2 审核前准备阶段 

　　确认审核组的认证审核专业能力是否满足具体

认证项目的需求，确认审核人员的专业能力是否与

其在审核过程中实际所承担的审核任务相适宜。 

5.3.3 审核阶段 

　　确保审核组的认证审核专业能力满足具体认

证项目的需求。 

5.3.4 审核后续阶段 

　　必要时，确保不符合报告及纠正措施的验证、

审核报告的审查过程，由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

员进行。 

5.3.5 认证决定阶段 

　　确保认证决定过程应有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

人员参加，具备相应专业能力的人员应具有相应

的认证决定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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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专业审核指导性文件的编制 

　　认证机构宜针对认证业务范围，分析编制专

业审核指导性文件的必要性。必要时需编制相应

的专业审核指导性文件，并适时进行更新，以保

证审核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5.5 CNAS 对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的认可管理 

5.5.1 鉴于 FSMS 认证与认可活动的高风险性

质，CNAS 对认证机构 FSMS 认证能力的认可到

行业类别中的种类。 

5.5.2 自本文件发布之日起，CNAS 受理认证机

构依据 CNAS-CC18 提出的初次认可申请和扩大

认证业务范围的认可申请。认证机构在申请时应

明确所申请的行业类别中具体的种类及认证所

依据的国家标准和（或）专项认证技术规范，

CNAS 根据有关认可规范对其实施评审和认可。 

5.5.3 由于在本文件附表的食品链分类表的某一

行业类别中，列出的种类仅是示例，并没有覆盖

相应行业类别可能包括的所有种类。认证机构可

以申请认可附表中未列出的种类，但需识别其所

属的行业类别，并提供相应的技术分析资料。 

　　CNAS 将以认可说明的方式对本文件附表不

断进行更新，以补充新的种类。 

5.5.4 CNAS 在为认证机构颁发的认可证书附件

中，标注已认可的行业类别，但不包括需要强制

见证而尚未见证或见证不合格的种类。 

类别代码 行业类别 种类（示例）

A 农业生产 1（动物类）

 A1 畜类养殖 *（含奶牛养殖、奶的生产）

 A2 禽类养殖 *（含蛋禽养殖、蛋的生产）

 A3 鱼类养殖 *（包括海水和淡水养殖）

 A4 养蜂 *

 A5 捕鱼

 A6 狩猎、诱捕

B 农业生产 2（植物类）

 B1 谷物种植

 B2 水果、蔬菜的种植 *

 B3 香辛料的种植

 B4 茶叶种植

 B5 园艺作物的种植

C
 加工 1（易腐烂的动物产品）包括

 农业生产后的各种加工，如：屠宰

 C1 畜禽屠宰及肉制品加工 *

 C2 蛋及蛋制品加工

 C3 乳及乳制品加工 *

 C4 水产品的加工 *

 C5 蜂产品的加工 *

 C6 速冻食品制造

D 加工 2（易腐烂的植物产品）

 D1 果蔬类产品加工 *

 D2 豆制品加工

 D3 凉粉加工 *

附录 A
食品链分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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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代码 行业类别 种类（示例）

E 加工 3（常温下保存期长的产品）

 E1 谷物加工

 E2 坚果加工

 E3 罐头加工 *

 E4 饮用水、饮料的制造 *

 E5 酒精、酒的制造

 E6 焙烤类食品的制造

 E7 糖果类食品的制造

 E8 食用油脂的制造 *

 E9 方便食品 (含休闲食品 )的加工

 E10 制糖

 E11 盐加工

 E12 制茶

 E13 调味品、发酵制品的制造 *

 E14 营养、保健品制造

F 饲料生产
 F1 畜禽饲料的制造*（不包括饲料添加剂的制造）

 F2 鱼饲料的制造*（不包括饲料添加剂的制造）

G 餐饮业  G1 餐饮及服务 *

H 销售
 H1 零售店、商店

 H2 批发商

I 服务

 I1 供水 *

 I2 清洗

 I3 污水处理、废物处理

 I4 产品、过程和设备的设计、开发

 I5 兽医

 I6 虫害控制 *

J 运输和贮藏  J1 运输和贮藏

K 设备制造  K1 加工设备及销售用设备制造

L （生物）化学品制造

 L1 添加剂 *（含饲料添加剂）制造

 L2 维生素及营养剂制造

 L3 清洗剂、消毒剂制造

 L4 驱虫剂制造

 L5 培养基配制

 L6 农药、兽药制造

 L7 肥料制造

M 包装材料制造  M1 包装材料制造
 注：“*”代表高风险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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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指南

    

CNAS-TRC-009 技术报告

1、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以下

简称 OHSMS）认证机构在系统安全工程技术方

面的能力管理。 

　　本文件是基于 CNAS-GC13《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能力管理实施指

南》，对认证机构在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

内容的进一步说明。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文件的引用而成为

本指南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

用于本指南，然而，鼓励本指南的使用者研究是

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

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CNAS-CC01《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CNAS-GC1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机

构认证业务范围能力管理实施指南》 

       GB/T19011《质量和 /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

南》 

        GB/T28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

 

3、术语和定义 

　  CNAS-GC13 和 GB/T28001 中给出的术语和

定义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基于风险管理科学原理，安全科学领域内为

实现系统安全所运用的管理手段和方法。 

    注 1：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具体运用在危险源辨识、

风险评价和控制措施确定的过程中。 

   注 2：从风险管理科学的角度，系统安全工

程技术可被看做风险管理过程技术在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专业领域里的应用。 

3.2 安全评价 

    评价组织整体或部分安全程度的过程。 

   注 1：本文件中的 " 安全评价 " 是指我国安全生

产法律法规所涉及的概念含义。 

   注 2：在安全科学领域，基于危险源在某种

控制措施状态条件下的风险可接受性确定其是否处于

安全状态。 

   注 3：安全评价过程包含危险源辨识、风险 

评价和控制措施确定。 

3.3 对照分析 

　　通过与法律法规或其他要求相对照，以及基

于经验，识别危险源的方法。 

3.4 系统安全分析 

　　通过揭示系统中可能导致系统故障或事故的

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联来辨识系统中的危险源。 

3.5 定性风险评价 

　　基于法律法规或其他要求确定风险准则，对

危险源实施风险评价。 

3.6 定量风险评价 

　　通过对风险关联的因素进行量化处理，对危

险源实施风险评价。 

    注：基于对风险关联因素量化方法的不同，将定量

风险评价方法划分为“相对风险评价”（4.7）和“概

率风险评价”（ 4.8）。

3.7 相对风险评价 

　　通过对风险相关联因素的相对量化打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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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实施风险评价。 

3.8 概率风险评价 

　　通过对风险相关联因素的概率量化方法，对

危险源实施风险评价。 

4、总则 

4.1 OHSMS 认证机构具备相应的系统安全工

程技术方面的能力是认证机构能够有效开展

OHSMS 认证业务的必备基础条件。认证机构应

基于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对系统安全工程技术方

面的能力实施管理。 

4.2 认证机构对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至少

包括以下活动： 

   1) 针对从事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做

出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分

析，并确定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准则； 

   2) 针对从事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做

出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能力分析，并确定人员

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准

则； 

   3) 针对从事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做

出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分

析，并确定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

技能的能力准则； 

   4) 针对不同 OHSMS 技术领域，分析认证人

员在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需

求和确定人员特定知识和技能的能力准则；

    5) 识别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在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方面的培训

需求；

   6) 识别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在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方面的培训

需求； 

   7) 识别 OHSMS 认证领域的认证人员在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技能的能力方面的培训

需求； 

   8) 针对不同 OHSMS 技术领域，分析相关认

证人员在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的能

力方面的培训需求； 

   9) 分析系统安全工程技术方面的审核指导文

件的编制需求，并编制必要的文件；

   10) 实施相关认证人员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

力的初始评价和持续监督，并实施必要的培训； 

    11)在OHSMS认证实施过程中，对系统安全

工程技术能力进行管理。 

4.3 认证机构应基于能力分析和评价系统制定系

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的相应文件，并保持充

分的分析和评价记录。 

5、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 

5.1 认证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 

　　对各类认证人员（如：从事申请评审、审核

方案管理、审核实施、认证决定、认证人员能力

评价等工作的人员）认证机构应根据其所承担的

任务和认证机构对，OHSMS 技术领域特征的分

析与风险评估，确定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

力准则，并进行初始评价、持续监督和培训。 

5.1.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准则 

　　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准则宜包括初

始资格准则、知识和技能准则和行为准则。本文

件仅提出初始资格准则、知识和技能准则的要求。

有关行为准则的要求可参见其他有关认证人员能

力管理的文件。 

5.1.1.1 初始资格准则 

　　为评价 OHSMS 认证人员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能力，认证机构宜定义初始资格准则，并在此基

础上采用适当的方法进一步证实其具备系统安全

工程技术能力。 

5.1.1.1.1 从事申请评审、审核方案管理、认证

决定、认证人员能力评价工作的人员的初始资格

准则宜具备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 

　　a) 安全工程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b)具有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 

　　c)参加满足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

能（见 5.1.1.2.1）培训需求的培训，经考试合格，

并在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的指导下，完成 3 次

完整的相关认证工作任务。 

5.1.1.1.2 三级认证业务范围配备的审核人员的

初始资格准则宜具备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 

　　a) 安全工程类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b)具有安全工程师（安全评价师）职业资格； 

12



东北认证 

政策园地
ZHENG CE YUAN DI

35

　　c) 参加满足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

能（见5.1.1.2.2）培训需求的培训，经考试合格，

并在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指导下，参加过 2 次

以上（含2次）企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审核 /评审工作。 

5.1.1.1.3 二级认证业务范围配备的审核人员的

初始资格准则宜在具备 5.1.1.1.2 资格条件基础

上，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 

　　a) 从事 2 年以上的企业安全工作，并且工作

内容包含企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应用工作； 

　　b)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次以上（含2次）

企业的安全评价工作； 

　　c)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过2次以上（含2次）

企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工作； 

　　d) 参加满足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

技能（见 5.1.1.2.2）和高级知识和技能（见 

5.1.1.2.3）培训需求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并

在有相应技术能力的人员指导下，参加过 2 次以

上（含 2次）企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

审核 /评审工作。 

5.1.1.1.4 一级认证业务范围配备的审核人员的

初始资格准则宜在具备 5.1.1.1.3 资格条件基础

上，满足以下一项或多项条件： 

   a) 在企业安全工作经历中有完整的生产工艺

过程系统安全分析应用工作内容； 

   b)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的企业安全评价工作

经历中有完整的生产工艺过程系统安全分析应用

工作内容； 

   c) 作为项目负责人主持的企业系统安全工程

技术咨询服务工作中有完整的生产工艺过程系统

安全分析应用工作内容； 

   d) 参加满足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

技能（见 5.1.1.2.2）高级知识和技能（见 

5.1.1.2.3）、特定知识和技能（见 5.1.1.2.4）

培训需求的培训，经考试合格，并在有相应技术

能力的人员指导下，参加过 2 次以上（含 2 次）

企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审核 / 评审

工作。 

5.1.1.2 知识和技能准则 

　　认证机构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知识和技能

准则应能确保 OHSMS 认证人员具有应用系统安

全工程技术有效完成其认证工作任务的能力。 

　　本文件的知识和技能准则将系统安全工程技

术知识和技能划分为：一般知识和技能；基础知

识和技能；高级知识和技能；特定知识和技能。 

　　以下给出了各类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和技

能的概要性内容，更为具体的内容可参见附录 A。 

5.1.1.2.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能 

   认证人员需具备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

识和技能包括： 

　　a) 理解掌握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

    b) 理解掌握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术语； 

　　c) 基于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术语

和生产基础常识，能够分析、评审所涉及生产过

程的风险状况。 

5.1.1.2.2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认

证人员需具备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

能包括： 

    a) 理解掌握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 

   b) 理解掌握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术语，

并能结合生产实际进行解析； 

   c) 掌握常用的对照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法，

并能应用于实际生产活动的危险源识别； 

   d) 掌握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并能对实际的危

险源控制措施效果做出定性评价； 

   e) 掌握基于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对危险源采取

控制措施的原则，并能基于实际的风险评价结果

确定对危险源采取的进一步控制措施。 

5.1.1.2.3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技能 

　　认证人员涉及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

和技能包括： 

　　a) 掌握常用的系统安全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

法，能够实际运用系统安全分析方法进行生产活

动的危险源识别； 

　　b) 掌握定量风险评价的基本原理，能够实际

运用相对风险评价方法开展对危险源的风险评价

工作； 

　　c) 能够基于相对的量化风险评价结果，确定

对危险源的进一步的相应控制措施。 

5.1.1.2.4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认

证人员涉及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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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掌握特定行业生产工艺过程适用的系统安

全分析方法，能够运用适用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

针对一级认证业务范围的企业客户进行危险源辨

识； 

　　b) 掌握概率风险评价的原理，能够实际运

用概率风险评价方法开展对危险源的风险评价工

作； 

　　c) 能够基于概率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对危险

源的进一步的相应控制措施。 

5.1.2 认证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评价 

　　认证机构宜对各类认证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

技术能力进行初始评价和持续监督与评价（包括

表现与提高）。

　　认证机构宜基于 5.1.1 所述的系统安全工程

技术能力准则，识别各类认证人员需具备的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能力（以下简称能力）。

5.1.2.1 能力评价是获取被评价人能力的证据，

并将能力的证据与能力准则进行比较，以确定被

评价人是否满足能力准则的过程。能力评价宜保

留能力证据，评价活动和评价结论的记录。 

5.1.2.2 能力的证据宜与能力准则的内容相关，

并且能够为评价结论提供支持。因此，认证机构

宜通过适宜的评价方法获取充分的能力证据。评

价方法的选择宜考虑： 

　　a) 评价所依据的能力准则的具体内容； 

　　b)评价的目的，例如：初次聘用、持续监视、

扩大能力范围、能力要求更新后的补充评价等； 

　　c)已建立的对被评价人能力的了解和信心。

认证机构宜组合使用下列评价方法对认证人员的

能力进行评价。 

5.1.2.3 以下介绍了一些常用的评价方法。这些

方法宜组合使用，以获得关于被评价人能力的充

分证据和全面评价。通常，仅采用其中某一种方

法不足以对被评价人的能力做出全面评价。 

   1) 记录审查：对被评价人的教育、培训、工

作的相关记录进行审查，以获取其系统安全工程

技术知识和技能的证据，获得对其能力的基本了

解。记录审查的注意事项包括： 

　  a) 记录内容宜尽可能详细、充分，以便于识

别被评价人所具有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和技

能； 

   b) 宜通过调查、面谈等方法对记录中的相关

信息进行必要的验证、澄清和确认； 

   c) 在通过记录审查获得对被评价人能力的基

本了解后，宜进一步通过考试、见证等方法对其

能力进行确认。 

   d) 不宜直接根据被评价人的学历、培训和工

作经历等认定其满足相关能力要求。 

   2) 意见反馈：通过被评价人的工作单位、同

事或客户组织等方面反映的意见了解被评价人的

知识、技能、表现等情况。意见反馈宜作为其他

评价方法的补充，不宜仅根据某方面的意见对被

评价人的能力做出判断。 

   3) 面谈：面谈有助于详细了解被评价人的系

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依据能力要求对被

评价人进行结构化面谈。 

　　— 人员招聘时进行面谈，以从人员的简历

和过去的工作经历详细了解其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知识和技能； 

　　— 在绩效考评中进行面谈，了解人员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的具体情况； 

　　— 在见证或审核报告的复核中与审核组成

员进行面谈，以了解审核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知识和技能。 

   4) 考试：包括笔试、口试和实际操作考试。

笔试可以为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提供良

好的文件化证据。对于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技能也可通过适宜的笔试方法获取证据。口试可

为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提供良好的证

据，但在人员系统安全工程技能的评价上作用有

限。实际操作考试的示例包括情景演练、案例分

析、实验模拟、岗位实操考核等。 

   5) 见证：对人员实施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工作

任务的情况进行观察，可以用于认证机构的各类

认证人员。见证可以为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能力提供直接证据。 

5.1.3 技术专家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要求 

　　技术专家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要求不宜

低于审核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要求。 

5.2 认证实施过程中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

理 

　　认证机构应在以下认证阶段对每个认证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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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过程进行适宜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管理。 

5.2.1 申请评审阶段 

　　认证机构从事申请评审的人员应具备相应的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以完成如下工作任务： 

　　a) 根据申请客户提供的相关申请材料，确定

客户的危险源或风险特征，并以此为基础确定申

请项目的认证范围的技术领域类别； 

　　b)评价申请客户的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开

展的情况，评价申请客户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本

能力； 

　　c)评价认证机构开展申请项目的系统安全工

程技术能力； 

　　d)提出对开展审核工作的审核组和进行认证

决定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要求。 

5.2.2 审核前准备阶段 

　　认证机构审核方案管理人员应具备相应的系

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以完成如下工作任务： 

　　a)在审核前准备阶段应确认审核组的系统安

全工程技术能力是否满足认证项目的需求； 

　　b)确认审核人员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是否

与其在审核过程中实际所承担的审核任务相适应。 

5.2.3 审核阶段 

   认证机构应确保审核组的系统安全工程技术

能力满足具体认证项目的需求，以完成如下审核

工作任务： 

　　a) 审核认证客户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

制措施确定程序和方法的适宜、充分性； 

　　b) 通过审核认证客户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

和控制措施确定的文件信息，确定客户危险源辨

识、风险评价和确定控制措施的充分性； 

　　c) 通过审核认证客户 OHSMS 的相关过程和

工作场所，确定客户危险源辨识、风险评价和控

制措施确定的有效性。 

5.2.4 审核后续阶段 

　　必要时，认证机构应确保不符合报告及纠正

措施的验证和审核报告审查过程有具备相应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的人员参加，以完成如下工作

任务： 

　　a)确保对认证客户出具的不符合报告在系统

安全工程技术专业原理上的准确性； 

　　b)验证认证客户对不符合报告采取的纠正措

施符合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专业原理； 

　　c)审查审核组提交的审核报告涉及系统安全

工程技术内容的充分性。 

5.2.5 认证决定阶段 

　　认证机构应确保认证决定过程有具备相应系

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的人员参加，以确定从申请

评审至做出认证决定前的行动的认证过程满足系

统安全工程技术的专业内容。 

5.3 审核指导性文件的编制 

　　认证机构宜根据其系统安全工程技术能力分

析评价结果确定编制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审核指导

性文件的必要性，并编制相应的系统安全工程技

术审核指导性文件并适时进行更新，以保证审核

的一致性和有效性。 

   对于 CNAS-GC13《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认证机构认证业务范围能力管理实施指南》

附录中一级风险的业务范围，认证机构宜编

制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审核指导文件。系统安

全工程技术审核指导性文件的内容宜包括： 

    a)技术领域适用的危险源辨识和风险评价方法；

　　b)运用适用危险源辨识方法得出的风险和危

险源的逻辑推理关系及文件表述形式； 

　　c)运用适用风险评价方法的风险程度表述形

式，可接受风险的确定准则及风险评价结果的文

件表述形式； 

　　d)技术领域涉及的主要职业健康安全风险。 

附录 A:（资料性附录）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知识和技能 

　　本文件的知识和技能准则将系统安全工程技

术知识和技能划分为；一般知识和技能；基础知

识和技能；高级知识和技能；特定知识和技能。

   本附录为各类知识和技能涉及的具体内容提

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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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能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一般知识和技能包括如下

一些方面。 

A1.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 

　　a)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的背景知识； 

　　b) 基于风险管理科学原理的系统安全工程技

术原理； 

　　c)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在OHSMS中的运用原理。 

A1.2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术语 

　　a) 事件、事故、未遂事故； 

　　b) 危险源、危险因素、有害因素、不安全因

素、事故隐患； 

　　c) 危险源辨识、危险 /危害因素识别、事故

隐患排查； 

　　d) 风险、可接受风险、安全与危险； 

　　e) 风险评价、安全评价与危险评价。 

A1.3 实际生产活动风险的分析和评审 

   a) 基于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术语

和生产常识，分析出所涉及实际生产活动相关的

主要风险。例如，建筑施工活动的高处坠落、坍塌、

物体打击等。 

   b) 评审出所涉及案卷中的风险识别和控制的

基本状况。例如，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案

卷中的风险识别和控制的基本状况。 

A.2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包括如下

一些方面。 

A2.1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原理 

　　此部分内容同 A1.1。 

A2.2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术语的理解和解析 

    a)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的基础术语同 A1.2。 

　  b) 基于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术语的理解，

结合生产实际对术语做出解析。例如，生产活动

中所发生的事故与未遂事故。 

A2.3 对照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法的掌握和应用 

　  a) 掌握常用的对照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法。

例如，现场观察；工作分析；检查表等。 

　  b) 运用对照分析方法开展实际生产活动的危

险源识别。 

A2.4 定性风险评价方法的掌握和应用 

　　掌握定性风险评价方法，并能对实际的危险

源控制措施效果做出定性评价。 

A2.5 危险源控制措施确定原则的掌握和应用 

　　掌握基于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对危险源采取控

制措施的原则，并能基于实际的风险评价结果确

定对危险源采取的进一步控制措施。 

A.3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技能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高级知识和技能是在掌握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增

加如下方面的内容： 

A3.1 系统安全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法的掌握和

应用 

　　a) 掌握常用的系统安全分析的危险源辨识方

法。例如，故障树分析（FTA）危险与可操作性

分析（HAZOP）等。 

　　b) 实际运用系统安全分析方法进行生产活动

的危险源识别。 

A3.2 定量风险评价原理、方法的掌握和应用 

　　掌握定量风险评价的基本原理，能够实际运用

相对风险评价方法开展对危险源的风险评价工作。 

A3.3 危险源控制措施的确定 

　　能够基于相对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对危险源

的进一步的相应控制措施。 

A.4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特定知识和技能是在掌握

系统安全工程技术基础和高级知识和技能的基础

上，增加如下方面的内容： 

A4.1 特定行业系统安全分析方法的掌握和运用 

　　a) 掌握特定行业生产工艺过程适用的系统安

全分析方法。例如，石油化工生产工艺过程适用

的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

　　b) 实际运用适用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针对一

级认证业务范围的企业客户进行危险源辨识。 

A4.2 概率风险评价原理、方法的掌握和应用 

　　掌握概率风险评价的原理，能够实际运用概

率风险评价方法开展对危险源的风险评价工作。 

A4.3 危险源控制措施的确定 

　　能够基于概率风险评价结果，确定对危险源

的进一步的相应控制措施。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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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质监系统于 2013 年 5 月 29 日至 30 日

在沈阳地区开展了对企业认证有效性网格化监督

检查工作，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有 18 家获证企业

被抽查。据被抽查企业反馈，抽查结果令人满意。 

   本次抽查内容有获证组织基本情况，如主导

产品名称、主导产品执行标准、主导产品行政许

可等内容；认证合同、公正性、审核计划、审核

实施（认证机构开具的不符合项内容、组织已对

不符合项实施了整改，建立了预防或纠正措施、

审核报告等）；审核人员在现场中行为准则遵守

情况。

   获证组织主要变更情况，如质量 / 环境 / 职

业健康安全事件、产品召回、严重违反国家产品

质量/环境/安全生产等管理相关法律法规行为；

顾客及相关方重大的申投诉；受到有关执法监管

部门或消协组织的处罚和通报；法律地位、经营

状况、组织状态或所有权发生变化；组织和管理

层、经营地址及场所发生变化；获证管理体系覆

盖的运作范围、管理体系和过程发生重大变更。

管理体系综合情况，如按照认证标准和自身

实际编制体系文件、最高管理层对方针目标进行

分解及实施情况；最高管理者组织管理评审，按

规定对管理体系进行评价，对目标绩效进行考核

并形成报告；内审、管理评审报告、记录客观真实，

与组织实际运行一致；证书及标志使用情况、证

书覆盖领域、产品和内容没有超出获证组织的合

法经营范围及其应具有的资质要求；产品、包装、

说明书和宣传材料上正确使用认证证书或标志。

质量管理体系情况，如主导产品的行政许

可 /法定资质证书；质量目标展开并跟踪考核；

制定了有关工艺文件；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

特性设置了质量风险控制点；关键质量风险控

制点制定了操作控制程序；关键质量控制点记

录完整；检验检测能力符合法定要求；产品监

测按照规定执行；不合格品处置符合有关规定

要求；县级以上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管理人员、

员工了解组织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员工了解

本岗位的质量控制、质量目标要求。

环境管理体系情况，如组织的“环境因素

/ 重要环境因素清单”覆盖了四种状态、三种时

态和八个方面、体现组织的典型污染问题、考

虑了供方和合同方在给组织提供产品和服务时

产生的环境因素，组织的适用法律法规及其他

要求清单是否包括法律、法规、排放标准、有

关要求等，新、扩、改建项目办理了“环评”

手续；环保设备符合法定要求；相应环保设施、

装置处在正常运行状态；建立了应急预案并能

定期进行演练；危化品库房管理状况符合要求；

环境监测、测量结果符合预期；县级以上环保

部门监测不合格的情况。

职业健康安全体系情况，如“适用法律法

规及其他要求清单”包括以下内容：危化品、

有毒物作业场所、特种设备和消防等法律法规；

组织的“危险源 / 重大危险源清单”包括的信

息基本齐全；清单包括了典型职业健康安全问

题；清单考虑了供方和合同方在给组织提供产

关于 2013 年辽宁省质监系统
对沈阳地区涉及东北认证获证企业

认证有效性网格化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蒋宏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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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和服务时产生的危险源；危险源 / 重大危险

源识别覆盖了体系范围内的常规和非常规的活

动、所有进入工作场所的人员、所有的设备；

组织定期进行风险评价，对风险采取了控制措

施；组织的风险评价记录和风险控制措施及内

容充分；有关通风、防爆照明、防晒、调温消

防设施和器材、防泄漏的设施和器材满足要求；

化学危险品配备了专业技术人员实施管理；化

学危险品有标志、标签和安全技术说明书；按

行业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的要求对有关噪

声、粉尘、有毒、有害气体进行了监测；对化

学品、特种设备、特殊工种、职业病进行了监控；

没有县级以上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监测不合

格情况。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积极配合本次检查活动，

对涉及的企业检查情况进行了动态跟踪，被查

企业均顺利通过了监督检查；通过检查活动反

映出被抽查的获证企业体系运行正常，东北认

证有限公司提供的认证服务是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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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过程方法编写程序文件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任晓勇

       ISO 9001 标准鼓励在建立、实施质量管理

体系以及改进其有效性时采用过程方法。而在

建立、实施质量管理体系中一个最基本、最重

要的环节就是编制、修订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包

含质量手册以及程序文件等）。本文试图探讨

一下如何应用过程方法的思路编写程序文件。

　　一、过程方法概述

　　在 GB/T19001-2008/ISO9001:2008 中是这

样描述“过程方法”的：“为了产生期望的结果，

由过程组成的系统在组织内的应用，连同这些

过程的识别和相互作用，以及对这些过程的管

理，可称之为‘过程方法’。”

　　根据 ISO/TC176/SC2/N544R 及“过程方法”

的有关资料和案例，采用“过程方法”的总体

框架可以归纳为：

   • 确定组织的过程；

   • 策划过程（P）；

   • 实施过程（D）；

   • 监视和测量过程（C）；

   • 分析和改进过程（A）。

注：以上与“PDCA”的模式相一致。

    采用“过程方法”的具体做法如下：

    1. 确定组织的过程

　　a）确定组织的宗旨；

　　b）确定组织的方针与目标；

　　c）确定组织中的过程；

　　d）确定过程的顺序；

　　e） 确定过程的顾客/相关方（外部/内部）；

　　f) 确定过程的所有者；

　　g）确定过程文件。

    2. 策划过程

    对每一过程进行如下策划：

　　a）确定过程内的活动；

    b）确定过程的输入（包括对该过程的“要

求”和该过程所需的资源）；

　　c）确定过程的预期输出（即期望的结果）；

　　d）确定监视和测量要求。

    3. 实施过程 

　　组织应按策划的方式实施过程，实施过程

可能会涉及但不限于如下方面：

　　a）沟通；

    b）意识；

    c）培训；

    d）变更管理；

    e）管理层参与；

    f）适当的评审活动。

    4. 监视和测量过程

　　组织应按计划对每一过程实施监视和测

量 ,实施监视和测量涉及如下方面：

　　a) 明确监视和测量准则；

　　b) 明确监视和测量频次；

　　c) 明确监视和测量授权人；

　　d) 确定过程及其结果与要求的符合性；

　　c) 确定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

    5. 分析和改进过程

　　根据对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结果，分析并评价：

　　a) 过程的能力；

　　b) 过程的有效性和效率；

　　c) 过程及其结果是否存在问题，是否需要

服务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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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

典型的相互作用的过程网络

   为使管理体系有效并有效率的运行，得到期

望的结果，必须对所有的过程实施控制，正如人

们所认识到的，只有控制好每一个“过程”，整

个管理体系才会是好的，而最科学的控制方式就

是采取“过程方法”。

　　过程方法的核心是对过程的“管理”（意识

主动并全面系统的管理）。而其“管理”实际上

是通过“程序”实施的。什么是程序？程序就是“为

进行某项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径”。也就是说，

无论对任何一个过程或过程下面的某个活动，都

需要通过“程序”进行管理。因此，最科学的“程

序”规定应该体现“过程方法”。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程序可以形成文件，

也可以不形成文件（含有程序的文件可称为程序

文件）。确定哪些程序需要形成文件时，取决于

过程或活动的重要性、复杂性以及人员能力。既

然程序可以形成文件，也可以不形成文件，那么

形成文件的程序自然也可繁可简。完整的程序文

件可全面地体现过程方法，而简化的程序文件则

可以部分的体现过程方法，另一部分是靠口头程

序实现的（但“书面 + 口头的程序”要全面体现

过程方法）。因此，程序文件的表现形式可以是

书面文件、图示、书面须知、检查清单、流程图、

视觉媒体或电子方法等。

　　三、程序文件的基本结构及其说明

　　如上所述，这里我们所探讨的是全面地体现

过程方法的完整的程序文件，其基本结构及有关

内容说明如下：

　 （一）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此部分描述本程序的基本内涵、目的和适用

于什么范围，如某组织《内部审核程序》规定：

　　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1.1. 本程序规定了本公司内部审核方案的管

理及内部审核过程的控制要求，以保证内部审核

方案和内部审核过程有计划地、系统地、有效地

实施，准确评价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系的符合性和有效性。

采取纠正措施；

　　d) 过程及其结果是否存在潜在问题，是否需

要采取预防措施；

　　e) 过程绩效是否存在提高水平的机会；

　　f) 适当时，向最高管理者和组织内的其他相

关方报告过程绩效。

　  二、“过程”与“程序”

　　过程即是“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

相互作用的一组活动”。管理体系是由过程网络

构成的，其过程网络包含了许多相互关联或相互

作用的过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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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本程序适用于对公司质量、环境、职业

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内部审核方案的管理和内部审

核过程的控制。

   （二）引用文件

　　此部分列出该程序文件的编写及应用所依据

或引用的相关标准和其它文件名称。

   （三）术语和定义

　　此部分显示该程序涉及的管理和 / 或专业的

术语、习惯用语。

   （四）职责和权限

　　此部分规定出该程序涉及的有关部门 / 人员

的职责和权限，也即过程或活动的所有者及其职

责和权限。注意此部分既要规定出职责，也要规

定出权限。

   （五）顾客 /相关方

　　此部分明确该过程或活动的外部和 / 或内部

的顾客和 / 或相关方，即过程或活动结果的接受

者。如《不合格品控制程序》中不合格品控制活

动的顾客既有外部顾客也有下道工序的内部顾

客。《内部审核程序》中内部审核过程的顾客就

是组织的最高管理者及管理者代表。如《环境因

素识别与评价程序》中涉及的相关方是受环境绩

效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均为外部），《危险源辨

识与评价程序》中涉及的相关方是与组织职业健

康安全绩效有关或受其影响的个人或团体（外部

和内部）。

   （六）过程 /活动的输入

　　此部分对该过程 / 活动的输入予以明确，首

先要明确该过程 / 活动应满足哪些“要求”，如

认证标准中的什么要求，法律法规的什么要求，

行业规范的什么要求，企业自身的什么要求等。

然后要明确应提供哪些资源，资源包括：人力资

源、基础设施、工作环境、信息、自然资源、材料、

财力资源；有的过程或活动可能需要较多的资源，

有的过程或活动可能需要较少的资源，如产品实

现方面的过程或活动属于前者，其它管理方面的

过程或活动属于后者。需注意“信息”也是一种

资源。

   （七）过程 /活动的预期输出

　　此部分应指明该过程 / 活动的预期输出；对

于产品实现一类的过程或活动，预期输出应明确

相应产品的质量特性；对于环境运行控制、职业

健康安全运行控制的过程 / 活动，预期输出应明

确相应环境目标（指标）、职业健康安全目标；

对于其它管理一类的过程 / 活动，预期输出应明

确期望的过程 /活动的结果。

   （八）过程 /活动的接口

　　此部分是说明该过程 / 活动与其它什么过程

/ 活动有接口，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可以利

用如下相互关联的流程图进行表示，并辅以说明。

在下图中，过程 C 与过程 A、过程 D 有接口，

过程 A 为过程 C 提供输入，过程 C 和过程 B 是

平行运行关系，两者输出为过程 D 提供输入，如

下图所示。

 

D的输出 

过程D 

其它过程的输出 

C的输出 输入到C 

A的输出 

输入到A 输入到B 

过程A 过程B 

过程C 

   （九）过程 /活动的实施方法

　　此部分对于可再分的过程 / 活动首先应描述

其包括哪些活动 / 子活动，如内部审核过程包括

内部审核策划、审核准备、首次会议、审核实施、

编写审核报告、末次会议、审核的后续工作诸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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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过程 / 活动的运作与控制的方式、方

法进行适宜、充分的规定，对于各种规定应注意

满足过程 /活动输入中的要求。

   （十）过程监测、分析与改进方法

　　此部分应对该过程 / 活动及其结果在什

么时机，由什么人、用什么设备、采取什么

方法等进行监测、分析与改进做出规定。至

此体现了 PDCA，也体现了 GB/T19001-2008/
ISO9001:2008 中 8.2.3 的要求。只有对“过程”

不断地进行监测、分析和改进，才能不断地优化

“过程”，从而优化整个管理体系，是整个管理

体系的运行不断提高有效性和效率。

   （十一）记录

　　在该程序各部分是否需要形成记录应予明确

规定，而在此部分应具体显示记录表格。

　　以上探讨了应用过程方法编写程序文件的思

路，无疑这是对程序文件传统常见结构的重大突

破，笔者坚信这是有价值的、具有方向性的探讨。

但限于本文的篇幅，应用过程方法编写程序文件

的有些内容探讨的还不够深入。希望本文能起到

掷砖引玉的作用，激发有兴趣的同行以及企业人

士，结合实践对此做进一步研究，应用过程方法

编制管理体系文件的做法也属于一种创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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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视和测量”可通称为检查，是各方面、

各种方式的检查。其中“监视”即检查，可采取

各种方式进行；“测量”即“确定量值”的一种

检查，通常使用检测设备（含检测软件）进行。

监视和测量是“PDCA”循环关键环节，其目的

是识别现状、查找问题，为持续改进提供输入。

　  “实施监视和测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三者都是监视测量，是针

对不同对象、处于不同阶段的监视测量。

　　一、“实施监视和测量”是针对生产和服务

提供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由生产和服务主管部门、

生产和服务现场的管理人员、作业人员，在生产

和服务提供的全过程进行。

　　实施“监视”的示例：对生产和服务活动的

检查，工艺检查；实施“测量”的示例：工艺评定，

焊接实施前的试焊及试验，加工、制造的首件试

点。

　 “实施监视和测量”的目的是评价生产和服

务提供过程的能力，识别问题。当发现问题时应

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

　　在实践中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将“实施监视和

测量”误认为是“产品的监视和测量”，而忽视

了对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监视和测量，这是应

该注意的。

　　二、“过程的监视和测量”是针对质量管理

体系的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由管理体系过程的主

管部门、过程的所有者随机或定期进行。

　　过程的“监视”的示例：管理过程、活动的

各种检查；过程的“测量”的示例：对管理过程、

活动检查时的定量评价，检查评价时的评分法。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的目的是评价质量管

理体系过程的能力，识别问题。当发现问题时应

采取纠正和纠正措施。

　 “过程的监视和测量”经常出现的问题是不

理解其含义，在质量手册的相关描述中照抄标准

条款要求，造成了管理体系与实际管理的“两层

皮”。

　　三、“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是针对产品和服

务的监视和测量，由产量和服务质量的主管部门、

质量检验员、检查员在产品和服务提供的适当过

程进行。

　　产品的“监视”的示例：产品制造企业的半

成品、成品（出厂）质量检验，施工企业的工程

检验批检验、分项和分部工程质量评定、竣工验

收，服务类企业的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的检查考

核或验收；产品的“测量”的示例：产品制造企

业对半成品、成品（出厂）测试，施工企业的工

程性能的测试，例如桩基础的静载试验。服务类

企业对服务过程和服务结果的定量考核评价，例

如使用检查评分表。

　　在管理中，通常把用于产品和服务之中的原

材料、构配件及设备的检验和试验作为“产品的

监视和测量”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这与 “采

购产品的验证”有关。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的目的是评价产品与

服务的质量，决定能否放行、能否向顾客交付。“产

品的监视和测量”应能够识别不合格品。当发现

不合格品应按“不合格品控制”要求执行。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与法律法规和标准规

范相关，有的甚至是强制要求。

　 “产品的监视和测量”是确保顾客满意的关

键环节。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监视和测量、产品的
监视和测量、过程的监视和测量三者的关系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   李茂生

NAC 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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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服务提供过程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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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C 通讯导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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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 21-1 号地王国际大厦
 邮编：110016
 传真：024-83961667
 公司主页：www.nac.com.cn
 电子邮箱：nac@nac.com.cn

 部门 职责 联系电话

 市场开发中心 负责受理认证业务 024-83961657/83961617/83961600/83961602

 审核部 负责安排审核项目 024-83961661/83961602

 检定部 负责查询认证范围信息及决定信息 024-83961678/83961685

 办公室 负责收取审核费及证书发放 024-83961681/83961696

 人力资源部 负责审核人员管理与培训 024-83961676/83961699

 总工办 负责认证技术管理 024-83961690

 客户服务中心 负责证后服务及在认证业务 024-83961668/83961601/83961658/83961698

 培训中心 负责各种培训的组织实施 024-83961653

 信息中心 负责网站建设、维护及信息发布 024-83961656/83961671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桐泾南路 28 号公园天下 20 撞 202 室
 邮编：215002                     电话：0512-68832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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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编：116001                     电话：0411-82815378/82821216
 电子邮箱：dldbrz@163.com         传真：0411-82815379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 213 号华天大厦（市长大厦）1008 室
 邮编：264000                     电话：0535-6204698/2110901
 电子邮箱：ytsac@tom.com          传真：0535-211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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