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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英格尔审核员校准会议纪要 

公司于 2014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审核员校准会议，总经理、

副总经理、审核员代表、各部门负责人及部分管理人员出席了会

议，杨总首先对全体审核员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就公司

的发展方向、审核要求、审核方法、审核中应注意的事项做了重

要讲话，对个别条款的内容及要求进行了热烈地讨论，对部分典

型案例进行了剖析。要求公司全体员工认真学习会议精神，并贯

彻到日常工作中，促进工作质量的提高和工作效率的提升。会议

的主要内容及有关决议如下： 

序

号 
主题内容 要求及说明 

1 
不折不扣执行

标准 

英格尔的发展壮大不可缺少的一点就是严格按标准去做，所以

审核员要熟悉标准，准确理解标准，抓住标准的本质，按标准进行

审核，不漏标准要求，不降低、超越标准要求，不能将个人经验或

其他企业的做法等当作审核要求。 

2 

把握审核的正

确 

方向 

做任何事情，方向极其重要，所以，审核员一定要把握正确的

审核方向，根据各体系的主体方向来策划审核，抓住审核的重点。

如 QMS，审核员要坚持围绕以“增强顾客满意”为中心的思想按过

程方法进行各条款的审核，通过对 8.2.4 和 7.5.1 等条款信息的收

集，证实受审核方能满足并能持续满足顾客所确定的要求。（如：

6.3、7.6 等条款要以满足产品要求为出发点进行审核），而不能舍

本求末。 

3 严格控制风险 

公司经营活动要控制风险，不能超越法律法规红线。现场审核

风险控制的主要责任在审核员，审核员要诚信正直，恪守职业操守，

要识别审核中的风险点，并通过信息证据的收集，证实受审核方已

经控制了风险，且是审核员所能接受的，如不能接受，则采用开不

符合或不予通过等方式控制审核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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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做好审核抽样

方案 

审核抽样处理不好，审核员存在较大风险，大家在审核时要策

划好抽样方案，按方案进行合理抽样，如确定抽样时限、样本总量、

抽取的样本量等，要针对审核的主体抽取有代表性的样本，应在记

录里明确“抽样时期、样本总量、抽样分布”等信息，审核员仅对

所抽取的样本负责，从而规避抽样风险。 

5 

认 证 范 围 中

“销售”的处

理方式 

1、对是否给“销售”的认证范围，主要根据企业有无销售活

动、销售过程和对销售“活动”、销售“过程”审核获得的审核证

据来确定。 

注：对销售的管理分“活动”和“过程”两种方式。“活动”

即组织生产完成后直接交付给顾客，销售即完成；“过程”即组织

将销售作为单独的过程进行管理，如网络销售、展厅销售等有策划、

目标、实施、监视或测量、改进。对“活动”类型的销售，审核员

应在 7.2 中将销售的实际情况记录清楚，有合理抽样，符合标准的，

即可给“销售”范围；对“过程”类型的销售，审核员应将“销售”

作为一个独立的过程进行审核，包括该过程的策划、实施、测量、

改进等均审核到位，根据审核结果做出推荐结论。如果审核员审核

不到位，属于漏过程审核。对此，审核部、注册部、审核员做好与

顾客的沟通，做好接口管理，做到既使顾客满意，又要控制好风险。 

2、如果现在已颁发证书的认证范围里有销售，也不用刻意去

掉，提请审核员现场审核时关注并尽量获取支持证据即可。 

服务可参照以上模式处理，对“活动”类型的服务，在 7.2 和

7.5.1 中将服务活动记录清楚即可；对“过程”类型的服务，需对

过程的策划、实施、测量、改进等均进行审核，根据结果给出推荐

结论。 

6 
按标准进行审

核 

审核员要根据公司的《审核员工作手册》、《质量手册》、《程序

文件》、《作业指导书》以及相关制度、通知等开展工作，避免将别

人建议、书刊报道等作为审核工作的依据。收集证据、做出判断要

有依据，切忌偏听偏信，人云亦云。欢迎大家对使用的文件进行评

审，将修改建议反馈回公司，文控及时修改相关文件，实现有效管

理的良性循环。 

审核时提问要有依据，要根据标准要求进行审核证据的收集，

防止出现根据“既有经验、习惯做法”向受审核方提出超出标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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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要求。例如审核企业设备设施提供情况时就简单索要设备清

单、设备检修计划等。 

7 审核报告 

审核报告经批准后需提交受审核方，因此编制审核报告要严

谨，报告要真实，要反映出客户的特点。审核报告应逐项从正反两

个方面对客户的管理体系作出评价，并提出改进的建议，要体现出

审核增值点，增强顾客满意。如果符合性与否的证据均体现在审核

报告中，审核记录可以简略，甚至可以不要。审核报告的编写也体

现审核组长的水平。（现有报告的版本根据认监委认证规则及 ICAS

适用性要求正在进行修改中） 

8 

易导致遗漏审

核过程、范围、

产品等后果的

案例分析 

1、部分客户的认证范围是 XX 产品的设计、销售，关于这种情

况，审核员需对认证范围中缺少的产品实现过程予以审核，要将生

产（不论外包、还是自产）控制（驻厂、合同、协议、采购等控制

方式）情况进行审核，并在审核记录中体现，审核要体现过程的完

整性。 

案例：XX 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的认证范围是“输配电在线监测系

统、变压器防盗监控系统的设计、销售”。 

以上案例如果只审核设计、销售，无生产过程的审核，将导致

审核遗漏过程。 

2、设计、销售是独立的过程，设计是一种产品，对外出售，

企业又销售采购的其他产品，需将设计、销售作为两个独立的过程

来审。此类情况，范围应明确“AA 产品的设计，BB 产品的销售”。 

9 

有关产品标准

备案的处理方

法 

对企业标准备案的问题不要一概而论，如果企业定向生产半成

品、零部件或来料加工，有确定客户要求的合同（协议）或顾客提

供的图纸等产品要求的文件即可。 

对无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而制定企业标准的或若企业标准严

于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并对外声称符合此标准，或直接面向市场

的情况，需要到卫生、药监、技监等部门备案。 

当企业与客户签订质量要求声明的协议/合同中规定执行××

×企业标准时候，该企业标准应在技监、卫生、药监等相关部门进

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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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审核做到六不

漏 

审核过程中不能遗漏条款、场所、产品、过程、范围、相关法

规和强制技术标准。 

11 记录要求 

记录要客观真实，写出现场所看到（查到）的记录名称、编号、

日期、结论等，具有唯一可追溯性即可，如出现不符合，将不符合

事实描述清楚。 

12 
不符合项的开

具 

1、不符合项的最基本依据是标准，不能超出标准的要求。 

2、不符合项开具：要抓住重点，判标准确，不符合事实要描

述清楚、准确，能够实现唯一可追溯。 

3、最好能将不符合标准具体条款内容（不仅仅是条款号）描

述清楚，避免不符合超标准。 

13 
企业人数差异

的处理 

审核员如发现现场人数与企业申报的人数有明显差异，应向企

业求证，考虑并记录企业倒班、流水线、季节性等情况。当差异在

30%以上时，在审核当日及时传递变更申请给审核部评审。 

14 
条款删减的处

理 

一般来说，为保持体系的完整性，不建议对体系内容进行删减，

包括 7.3、7.5.2、7.6 等，删减要慎重。条款删减要结合企业实际，

理由必须充分，需考虑影响企业提供满足要求的产品的能力和责

任。 

服务企业不能删减 7.3。 

15 

关于无“３Ｃ”

等资质的处理

方式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涉及法规强制要求需有许可资质的，如产品

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食品生产许可证等的，如没有，不

能发证。 

3C 认证等资质要求，把握的原则是：关注与人身安全息息相关

的要求，这类要求必须强制执行。 

在 3C 目录的产品，不在国内销售仅外销的，认证范围可以给

“生产和外销”，此时需收集企业外销的相关证据。 

在 3C 目录的产品，处于生产阶段而未上市销售的，可给“生

产”认证范围。不具备上市销售条件的半成品、配件的生产、贴牌

生产的情况，可给“加工”的认证范围。 

应该通过 3C 认证而没有通过，产品已上市销售的，不能发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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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关于环评、三

同时要求的恰

当处理 

关于环评和三同时验收的问题，要明白环评、批复及三同时验

收的真正目的，以污染物排放是否超标为界限。 

企业环境影响较低的，可以只有环境影响登记表。 

根据企业的污染情况，确认是否应该要上环保设施，需上环保

设施的就应该有三同时验收。 

如果是环境影响风险等级为二、三级的，没有对环境造成污染，

即该企业的环保设施不运行也不会造成污染超标的，可以不将三同

时验收作为必须提供的证据。 

如果该企业存在向水体、土壤、大气排放大量污染物的情况，

则必须要求企业提供环评、批复、三同时验收的证据。 

注：“大量”意味着企业应建立控制措施，对要排放的污染物

进行处理和控制，一旦控制措施失效将会排污超标，并造成环境污

染。 

17 
审核员要积极

进行专业拓展 

审核员要保持较强的学习能力，通过查阅资料、书刊、网络等

渠道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不断拓展专业领域，促进个人的持续进

步，通过能力评定，获得相关的专业代码，为个人创造更多的审核

机会。有兴趣并有能力扩充需要的人员，可联系陈佳倩（349）。 

18 
特种设备及测

量设备的处理 

1、特种设备的管理主要针对人身安全，在审核 QMS 时不要作

为审核的重点，QMS 关注的重点是质量满足顾客要求，所以对行车、

叉车、电梯、锅炉等特种设备可适当关注，不符合要求的，可开观

察项表示关注，是否开不符合项需斟酌。但审核 OHSMS 时要重点关

注。 

2、审核 QMS 时，要重点关注为确保产品符合要求所需的测量

设备，强制检定的测量设备要检定，其他的测量设备可自校，满足

使用要求即可，而审核 OHSMS 时需重点关注锅炉上司炉用的压力表

等测量设备的检定或校准证据。 

针对不同的体系，有不同的侧重点。 

19 
审核员职业操

守 

任何一个职业都有一定的职业操守，不遵守游戏规则，就容易

被淘汰出局。审核员的职业操守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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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守时； 

2) 不介入冲突或利益竞争； 

3) 不讨论或透露任何与工作任务相关的信息，除非应法律要

求或得到委托方和/或聘用单位的书面授权； 

4) 遵纪守法、敬业诚信、客观公正； 

5) 不接受受审核方及其员工或任何利益相关方的任何贿赂、

佣金、礼物或任何其它利益，也不应在知情时允许同事接受； 

6) 不以任何方式损害英格尔及其人员的声誉，与针对违背本

准则的行为而进行的调查进行充分的合作； 

7) 努力提高个人的专业能力和声誉； 

8) 帮助所管理的人员拓展其专业能力； 

9) 不承担本人不能胜任的任务； 

10) 不有意传播可能损害审核工作信誉的虚假或误导性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