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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案例是一次追踪审核。笔者在 2014 年审核中发现受审核方在

速冻甜豌豆加工过程中加入了含氯消毒剂，并将这一发现收集并整理

成了案例，该案例有幸获得 CCAA 的 2015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序

号 2）。笔者在 2015 年审核期间，对受审核方提供的纠正及纠正措施

进行了现场验证，表面上是有效的，但在深入跟踪审核的过程中，也

发现了一些问题。 

笔者在审核化学品仓库现场时，发现仓库角落里的广威消毒剂

（有效成分次氯酸钠）已过期，在查阅 2015.01.29-2015.02.09 次氯酸

钠领用使用记录时，发现老车间 C 班应结存为 5 包，记录实际结存为

3 包，差异 2 包，且记录填写不规范，另查 2015.01.29 仓库的化学物

品领用登记表无老车间 C 班的次氯酸钠领用发放记录。对此，开出了

一个不符合项。随后受审核方进行了整改，基本有效。 

作为一次追踪审核，笔者从源头上发现了化学品管理的问题，也促

使企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规避了微生物超标及食品防护措施失效

的风险。 

 



 

 

加强化学品源头管理有利于企业规避终产品微生

物超标及食品防护控制措施失效的风险 

一、 发生背景 

1、审核日期：2015.05.14-15（2 天）； 

2、背景简介：本案例所述发现是一次追踪审核，提到的受

审核方属速冻蔬菜行业生产企业，产品以出口为主，年加工

速冻蔬菜能力 18000 吨，主要生产速冻毛豆、荷仁豆、甜豌

豆等，在行业内生产经营多年，生产经验较丰富，接触体系

时间较早，总体来看，受审核方体系运行基本符合、有效。

笔者在 2014 年 5 月 6 日审核（QF 结合体系第一次监督审核）

过程中发现该受审核方在速冻甜豌豆加工过程中加入了含

氯消毒剂，对此，开具了一项书面一般不符合项，并将这一

发现收集并整理成了案例，该案例有幸获得 CCAA 的 2015

年度良好认证审核案例（序号 2）。对于该书面不符合的后

续验证跟踪，笔者在 2015 年 5 月 14-15 日审核期间，对受审

核方提供的纠正及纠正措施进行了验证，表面上看基本是有

效的，但在深入跟踪含氯消毒剂审核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 

二、审核情况： 

在 2015.05.14-15 期间，审核组对该受审核方实施了 QF 结合

体系第二次监督审核。 



 

2015 年 5 月 14 日，审核员在审核老生产车间现场时，受审

核方正在加工速冻甜豌豆/2015.05.14A 批，对上次审核组在 2014

年 5月 6日审核过程中发现该受审核方在速冻甜豌豆加工过程中

加入了含氯消毒剂而开具的一项书面一般不符合项进行了验证，

在第一道喷水冷却环节，询问了现场的操作人员及在线品管均表

示不能添加含氯消毒剂，现场取样冷却水用四环牌 G-1 型消毒剂

浓度试纸（有效期到 2016.08.05，检测浓度范围为

20/50/100/300/500/1000/1500PPM）检测未发现有氯残留，并对

第二道冷却水也进行了检测未发现有氯残留，查阅了当天记录未

发现有含氯消毒剂领用添加的记录，在审核新生产车间现场时，

受审核方正在加工速冻荷仁豆/2015.05.14 批，在冷却环节，询问

了现场的操作人员及在线品管均表示不能添加含氯消毒剂，现场

取样冷却水用同样的试纸检测未发现有氯残留，查阅了当天记录

也未发现有含氯消毒剂领用添加的记录，总体来看，受审核方的

纠正及纠正措施基本有效。 

但在追踪审核含氯消毒剂时发现了问题。 

审核员在审核化学品仓库现场时，发现仓库角落里的仓板上

散落着一些袋装化学品，凑近细看是广威消毒剂（有效成分次氯

酸钠），经点数有 17 包，生产日期印刷字体较小，不仔细看不

是很清楚，但是细看后发现是 2014.02.06，保质期 1 年，到 2015

年 2 月份就已经过期，审核员询问陪同的受审核方陪同人员及仓

库主管是否知道这个情况，两者均表示没有太注意这个问题，还



 

说就算过期了效果还是有的，接着审核员又问目前车间是否还在

使用这批过期的含氯消毒剂用来洗手消毒，得到的答复是肯定

的。 

审核仓库现场结束后，审核员查阅了化学品领用使用记录：

发现老车间 C 班，2015.01.29 领用次氯酸钠 500g*50 包，加上上

期结存 5 包，合计结存 55 包，2015.01.29/使用 5 包，2015.01.30/

使用 6 包，2015.01.31/使用 4 包，2015.02.02/使用 4 包，2015.02.03/

使用 6 包，2015.02.04/使用 4 包，2015.02.05/使用 5 包，2015.02.06/

使用 4 包，2015.02.07/使用 5 包，2015.02.09/使用 6 包，合计使

用 50 包，应该结存为 5 包，实际记录结存为 3 包，差异 2 包，

且记录填写不规范（两次领用填写在一起，未记录本期积余量），

另查 2015.01.29 仓库的化学物品领用登记表无老车间 C 班的次氯

酸钠领用发放记录。从风险管控的角度出发，审核组认为使用过

期的含氯消毒剂洗手消毒效果不理想，最终导致终产品可能会有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超标的风险，对于含氯消毒剂库存管理的

偏差可能会将其用于其他用途，最终导致生产过程食品防护控制

措施失效的风险，对此，开出了一个书面一般不符合项： 

  查化学品专用仓库：广威消毒剂（有效成分次氯酸钠，17

包）生产日期为 2014.02.06，保质期 1 年，已经过期；另查化学

品领用使用记录：老车间 C 班，2015.01.29 领用次氯酸钠 500g*50

包，加上上期结存 5 包，合计结存 55 包，2015.01.29/使用 5 包，

2015.01.30/使用 6 包，2015.01.31/使用 4 包，2015.02.02/使用 4 包，



 

2015.02.03/使用 6 包，2015.02.04/使用 4 包，2015.02.05/使用 5 包，

2015.02.06/使用 4 包，2015.02.07/使用 5 包，2015.02.09/使用 6 包，

合计使用 50 包，应该结存为 5 包，实际记录结存为 3 包，差异 2

包，另该记录填写不规范（两次领用填写在一起，未记录本期积

余量）；另查 2015.01.29 仓库的化学物品领用登记表无老车间 C

班的次氯酸钠领用发放记录，以上与仓库管理规范规定和化学品

管理规范不一致。 

不符合 GB/T 22000-2006 7.2.3 f) 对采购材料（如原料、辅料、

化学品和包装材料）、供给（如水、空气、蒸汽、冰等）、清理（如

废弃物和污水处理）和产品处臵（如贮存和运输）的管理和 GB/T 

19001-2008 7.5.1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 组织应策划并在受控条

件下进行生产和服务提供。 

审核组与受审核方的食品安全小组组长及管理者代表、陪同

人员、生产部负责人、该车间主任等人员进行了充分沟通，一致

认为含氯消毒剂管理不到位（过期还在使用），终产品可能会有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超标的风险，如果差异的部分用于其他用

途，可能会导致生产过程食品防护控制措施失效的风险，并探讨

了针对不符合项可采取的一些改进措施和要求，不符合项报告得

到受审核方理解和认同。 

三、 改进情况： 

审核结束后，受审核方在一个月内提交了不符合项整改报告

及相应的证据，由审核员接受并在下次审核中验证有效性。具体



 

的证据包括如下： 

一是修订《化学品管理规范》，完善化学品管理制度，增加

化学品“先进先出”原则和溯源要求，提供证据为 20150522 生

效的化学品管理规范 ZSR/PGGF-026（4.4 和 4.5 部分）及文件发

放登记表。 

二是对化学品管理和使用部门的人员进行教育学习，实行

“先进先出”领用使用要求，领用使用记录上注明批次，便于溯

源，对化学品管理使用部门发出通知，传达第三方审核不符合的

具体内容，以后公司内部核查发现的问题一并向相关部门传达，

提供证据为 2015.05.25 的培训记录表（关于化学品的管理规范等

内容，通过 2015.05.27 现场检查等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基

本达到要求）、20150522 食品安全小组发放的化学品管理通知、

20150523-20150527 化学品领用使用记录。 

三是对化学品管理人员培训各班长要在审核签字前计算核

销化学品，化学品柜由双人双锁管理，使用人员和管理人员联合

管理，杜绝一个人独立领用使用化学品，提供证据为为 2015.05.25

的培训记录表（关于化学品核销等内容，通过 2015.05.27 现场检

查等方式对培训效果进行评估，基本达到要求）、20150528 中午

检查调理生区化学品（次氯酸钠）核销情况显示实际库存与账面

信息基本一致、化学品暂存点照片显示采用双人双锁进行管理。 

四是化学品过期期间可能影响的产品微生物检测结果进行

汇总复审，结果表明产品微生物良好，产品没有问题，提供证据



 

为 2015.02.05-至今的产品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检测报告，

经汇总显示各产品微生物未发现有超标的情况。 

五是对库存 17 包过期含氯消毒剂发放到员工服务中心用于

员工宿舍卫生间消毒，提供证据为 2015.05.21 的领料单（关于员

工服务中心卫生间使用该批次过期含氯消毒剂（计 17 包）的内

容）及盘点照片。 

受审核方食品安全小组或管理者代表在提交书面整改资料

后，专门致电审核组，感谢了审核组在审核中提出的不符合项、

建议事项，表示来自于外部审核的基于风险管控分析的观点促进

了公司的管理改进，加强了食品防护的控制措施，避免了公司遭

受更大的损失。 

四、 回顾总结：  

作为一次追踪审核，审核组从源头上发现了化学品管理的问

题，也促使企业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规避了含氯消毒剂管理不善

而导致的风险，特别是管理方法的提升及管理人员意识方面的加

强，夯实了化学品管理的基础，通过 CCP、OPRP 及其他控制措

施的组合等协同控制，提升了产品安全、质量水平，有效降低了

风险，提升了企业信誉度。 

作为外向型的企业，如果出口时因终产品氯残留、含氯消毒

剂失效导致洗手不彻底导致微生物超标、食品防护控制措施失效

导致其他问题而被 CIQ 通报后果将不堪设想，通过上一年度及

本次审核的发现及改进，有效避免了不必要经济和信誉损失。同



 

时，通过本次审核活动，也让审核组积累了更多审核速冻蔬菜企

业的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