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认协办行 〔2019〕75 号

关于开展 2019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
评议交流系列活动暨第二届认证技术交流
研讨会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认证机构、认证咨询机构：
按照2019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评议交流系列活动总
体安排，各机构积极响应，累计推荐认证审核案例440份，
认证技术交流论文44篇。经协会组织专家对案例材料及认证
技术交流论文的初评，确定可以参与现场交流的认证审核案
例144个（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案例9个）
，
认证技术交流论文15篇。协会决定，5月下旬召开良好认证
审核案例现场评议交流系列活动暨第二届认证技术交流研
讨会，具体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19 年 5 月 28 日至 5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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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活动内容

5 月 28 日

9:00-17:00

认证技术交流研讨会

9:00-12:00

认证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另行通知）

14:00-17:00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研讨会

9:00-17:00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同行评议现场交流会议

5 月 29 日
5 月 30 日

二、活动地点
河南省郑州市 郑州光华大酒店（地址详见附件 1）
三、参加人员
（一）认证技术研讨交流人员（附件 2）；
（二）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人员（附件 3）
；
（三）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人员（附件 4）
；
（四）现场观摩人员；
评议专家同期参加相关会议，相关通知另行发放；认证
技术专业委员会全体会议通知另行发放。
四、其他事项
（一）参会人员为保障出席相关活动，需妥善安排到会
时间；
（二）参会人员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三）交流人员需准备演示文稿（ppt）进行现场交流。
良好审核案例、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案例演
示文稿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认证技术研讨交流演示文稿时
间不超过 20 分钟；
（四）评议交流过程中不得隐去案例相关信息，以保证
案例真实性。
五、参会反馈及联系方式
请参会人员填写参会回执（附件 5）
，于 2019 年 5 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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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将电子版回执（下载地址
http://192.168.2.111:8080/site29/hyxx/xzzq/2019/04/89696
1.shtml）反馈至协会。
联系人：那 丽

010-65994498

袁长忠 010-65994381
电子邮件：ccaa17024@126.com
附件：1.会议地点路线图；
2. 认证技术研讨交流名单；
3.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名单；
4.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5.参会回执。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办公室
2019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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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会议地点路线图

郑州光华大酒店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高新区瑞达路 68 号
（郑州美术馆对面）

酒店电话：0371-67992888
酒店联系人：宋丽玲 13613719260
交通线路：
1.郑州东站
1）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西流湖方向), 在 郑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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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下站；步行至 科学大道，在科学大道路口的南侧乘坐
B12 、279 、259 、B28 至合环街站下车即到光华大酒店
2）打车费用: 55 元，预计 45 分钟(按驾车的最短路程计算)
2.郑州火车站
1）地铁：乘坐地铁 1 号线(西流湖方向), 在 郑州大学
站下站；步行至 科学大道，在科学大道路口的南侧乘坐
B12 、279 、259 、B28 至合环街站下车即到光华大酒店
2）公交：从火车站广场东面乘坐 b12 路公交车，全程
约 40 分钟
3）打车费用: 30 元，预计 20 分钟

(按驾车的最短路程

计算)
3.新郑国际机场
乘坐地铁可直达，同郑州东站地铁线路
4.自驾车至酒店
连霍高速沟赵站出口驶出，后右转至西四环，沿西四环
向南行驶至科学大道左转，后沿科学大道向东行驶至瑞达路
右转，后沿瑞达路向南直至转盘处，到达光华大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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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认证技术研讨交流名单
（5 月 28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认证技术论文名称

1

浙江全品认证有限公司

审核员如何做好审核工作

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产品认证推动新材料新工艺在传统制造领域的应用实践

3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数字经济下合格评定和标准化工作的机遇和挑战

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情况调研报告

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合理建立能源绩效参数的现实意义

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8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服务认证技术交流——服务蓝图技术结合 MOT 服务管理理论
在服务认证技术开发中的应用
基于质量功能配置（QFD）的认证技术应用研究

10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EC9000 机构技术领域划分与 SC15 与 TRC12 关联性探讨

11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

养老机构服务认证模式的探索

12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特殊过程的理解

13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化手段推进审核过程管理

14

泰尔认证中心

运用合格评定功能法设计产品认证方案的思考

15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养老驿站服务认证关键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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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管理体系与业务融合的改进之路/溯本追源 回归经典—
—研读《管理的实践》
《成果管理》有感
组织应如何开展质量风险分析和控制

附件 3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流名单
（5 月 29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产品认证推动新材料新工艺在传统制造领域的应用实践

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产品一致性检查是否包括生产工艺的检查

3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市昌平区民乐养老服务中心服务认证审核安全

4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库珀（天津）科技有限公司-风机塔筒免爬器

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科宇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风力发电机组叶片风轮年度
监督审核案例

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基于卓越绩效模式的增值审核服务

7

北京中标联企业管理顾问有限公司

企业标准体系顶层设计实践案例

8

中铁检验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铁路机车车辆用缓冲器审核良好案例分析

9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上海天存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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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名单
（5 月 30 日）
序号

机构名称

案例名称

1

上海质量体系审核中心

安徽电力建设第一工程公司审核案例

2

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株洲斯威铁路产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广泽乳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燕京啤酒(邢台)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唐山万里香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6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黑龙江农垦全乳元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7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郑州市绿香园调味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山东太阳生活用纸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海南金海浆纸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北京温泉兴业公共环境设施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青铜峡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良好审核案例

13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落实重大风险监控，防范事故发生的应用审核案例

14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审核实践

15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引导企业将新版标准Q8.3.2 策划要求及E 生命周期观点

16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宝威幼儿园审核案例

17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引导企业正确使用过程方法打通体系管理的“最后一公里”

18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19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20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21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职业素养，为企业排忧解难

22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关注现场巡视发现，追根溯源，提升审核价值

23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

甘肃第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良好认证审核案例

24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25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石化胜利油田分公司审核案例

26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日照玉石洁具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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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思考
——HACCP 管理体系审核实践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实践
（提升企业标准建设，逐力组织知识远航）
运用审核发现助推企业合规意识提升
（增强法律风险防范能力）

中国电信集团系统集成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27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山东美陵化工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28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审核案例

29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九江分公司审核案例

30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山东科鲁尔化学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1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湖北际华新四五印染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2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中国石化催化剂有限公司齐鲁分公司审核案例

33

深圳市环通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南阳市瑞光变压器有限公司 QEO 再认证审核案例

34

兴原认证中心

北京奥特美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5

兴原认证中心

河北杰威大富农饲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6

兴原认证中心

山东蓝海酒店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7

兴原认证中心

江苏申达铸造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8

兴原认证中心

浙江夏王纸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39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对大连×××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40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对陕西预应力 XX 设备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41

卓越新时代认证（沈阳）有限公司

对苏州 XXX 科技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42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高安市瑞鹏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3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衡信通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44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4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46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某啤酒生产企业环境应急风险的控制
——山东新银麦啤酒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7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审核案例

48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四川省宜宾环球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49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吴江新民高纤有限公司/苏州新民丝绸有限公司

50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高密南洋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1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啤酒（##）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2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杭州麦爽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3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公共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4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青岛石大华通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5

中电联（北京）检测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56

江苏九州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林洋光伏运维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7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武汉天鸣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58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提高劳动防护意识，减少职业健康风险
——临邑**纺织有限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环保净化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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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武汉中地环科水工环科技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60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济源市万洋冶炼（集团）有限公司

61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湖北省沙洋汉津监狱审核案例

62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成都金之川电子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3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4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5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快克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6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浙江宏发五峰电容器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7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合肥美桥汽车传动及底盘系统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8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OPPO 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认证案例

69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信利半导体有限公司静电防护过程管理体系认证案例

70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上海埃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1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临近空间飞行器系统工程研究所审核案例

72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湖南华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3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衡阳韵翔电机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4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立维智控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75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爱思开新材料（江苏）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76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三明市海斯福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77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佛山精密合金股份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78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济源市恒通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79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北京恒聚化工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80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山推工程机械结构件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81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潍坊柏立化学有限公司良好认证案例

82

北京海德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83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84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外运上海冷链物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5

北京中设认证服务有限公司

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审核案例

86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厦门金瑞光学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7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山市泽信化工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88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山西长信工业有限公司 OHSMS 审核案例

89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nMS 审核案例

90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交通运输信息安全中心有限公司 ITSMS/ISMS 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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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技师学院技工教育、职业技能鉴定
质量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通过审核促进改变，使“名存实亡的体系”
逐步变成“行之有效的体系”

91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石化洛阳工程有限公司 QES 审核案例案例

92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镇江中船日立造船机械有限公司 QMS 审核案例

93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洛阳双瑞金属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QMS 审核案例

94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江苏彭钢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nMS 体系审核案例

95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中船澄西新荣船舶有限公司 OHSMS 体系审核案例

96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新疆新投康佳股份有限公司 QES 管理体系审核案例

9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金镭铸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福建省建阳武夷味精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9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聊城市城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榆林煤化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乐昌市中建材水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九江润诚新材料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3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传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4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永达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5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桐城市雨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6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三乐元食品加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7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8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擎天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09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镇江裕太防爆电加热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0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南洋电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1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双良锅炉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2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3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郑州恒天重型装备有限公司——运用过程方法审核，
提升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

114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勉县定军山福康老年公寓审核案例

115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杭州奥泰电器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6

北京天一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吉林金越交通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7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浙江物产光华民爆器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18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八研究院第八 0 四研究所

119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江西天河传感器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0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上海格拉曼国际消防装备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1

中国新时代认证中心

东方电气集团东方汽轮机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2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沈阳盛达塑料制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3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山东科宇厨业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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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武汉安兰斯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5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江苏禾本生化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6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扬州大学后勤保障处审核案例

127

中鉴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针对获证企业发生较大安全生产事故后的审核案例

128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福华力能电源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29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福州）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0

中环联合（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印刷有限公司检查案例 通过集中供料改造提升企业绩效

131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天津市滨航金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2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耀凯安全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3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雅琦机械配件加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4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信义节能玻璃（芜湖）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135

中国建材检验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巴彦淖尔中联水泥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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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参会回执
机构名称
姓名

手机号

汇报案例名称

报到时间

住宿日期

合住/单住

参会类别

注：参会类别请填写序号:1. 认证技术研讨交流;2. 质量管理升级版和产品认证专题交
流;3. 良好认证审核案例现场交流；4.观摩人员。

抄送：存档（2）
。
中国认证认可协会

2019 年 4 月 30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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