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现场审核案例 
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 曾新榕  

 

1 案例背景 

1.1 认证领域：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 

1.2 受审核组织：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 

1.3 审核类型：监督、换版审核  

1.4 审核组构成：组长--崔世芳   组员--曾新榕、钱宁 

1.5 审核时间：2018 年 1 月 22 日至 23 日，共 1.5 天 

1.6 认证范围：塑料管材的设计、开发、生产(燃气管材除外) 

1.7 审核依据：GB/T 19001-2016、GB/T 24001-2016 

2 受审核组织简介 

2.1 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是台塑集团南亚塑胶工业（香港）有限

公司与山冠（香港）兴业有限公司在河南省郑州市所投资的大型塑料管材

生产基地。公司依托台塑集团强大的技术和经济实力，于 2007 年 3月正式

投产，主要生产 PVC、PE、PP-R 等各种塑料管材，它是我国中原地区大型

的塑胶管材生产基地之一。 

2.2 该公司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航海东路 1528 号，现有

员工 98 人，产品主要是塑料管材(燃气管材除外)的设计、开发、生产。 

2.3 该公司于 2008 年建立了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在生产过程中不仅注重

产品质量，同时关注顾客需求，为顾客提供方便。  

3 案例发生背景  

3.1 审核组按照北京中大华远认证中心的任务委派，于 2018 年 1 月 22

至 1 月 23 日，对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

体系进行为期 1.5 天的监督、换版审核。 

3.2 聚氯乙烯（PVC）塑料管材生产工艺和销售过程如下： 

配料混合挤出成型切割扩口打捆检验入库发货 

3.3 聚氯乙烯（PVC）塑料管材主要用于给、排水管道工程，公司生产的 PVC

塑料管材在管道系统施工过程中通常采用粘合剂或橡胶垫圈将管材与管件

进行密封连接，连接后形成塑料管道系统。 

 



4 现场准备、审核和受审核方改进过程 

4.1 现场审核前小组会议 

4.1.1 现场审核前，审核组长召开审核前的小组会议，讲解本次审核的关注

内容，强调本次审核依据是 GB/T 19001-2016、GB/T 24001-2016 标准，在

现场审核过程中重点关注组织对风险的识别以及应对风险采取的应对措

施，风险管理是否融入组织的核心业务中。 

4.1.2 根据审核计划分工，专业审核员对公司技术课、营业课、成品课等部

门进行审核。 

4.2 现场审核发现  

4.2.1 专业审核员了解到公司在签订合同前识别了顾客的需求，为了满足顾

客施工方便，在销售 PVC 管材的同时向顾客提供一定数量的 PVC 粘合剂。 

4.2.2 审核员向营业课（销售）负责人了解本部门是否识别各项运行活动中

的风险，以及应对的措施，负责人出示《风险(机遇)管理表》，表中营业课

未识别销售 PVC 塑料管材的同时向顾客提供 PVC 粘合剂的质量风险，也未

制定应对风险的措施。 

审核员问营业课负责人：PVC 粘合剂的保质期是多长时间？ 

负责人回答：PVC 粘合剂的保质期一年。 

4.2.3 审核员在对技术课（检验）审核时，对粘合剂的进货验证进行追溯。 

审核员问技术课负责人：PVC 粘合剂进货验收时，是否包括对保质期的

验证？ 

负责人回答：根据《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对 PVC 胶粘

合剂进货验收，细则要求购进的 PVC 粘合剂在保质期内便可验收入库。 

4.2.4 审核员对营业课、技术课审核后，又对成品课（成品出库）进行审核。 

审核员问成品课负责人：如何保证与管材同时销售出库的 PVC 粘合剂

保质期有效？ 

负责人回答：PVC 粘合剂进货时对保质期进行验收，出库时便不再进行

检查。 

4.3 内部沟通 

4.3.1 专业审核员在审核小组会议上汇报现场发现和追溯调查情况，审核小

组针对上述的审核发现进行认真讨论，认为： 

a. 本次审核是换版审核，审核过程是对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再认



识的过程，在换版审核过程中要关注新标准的要求和与原标准的变化之处。 

b. 组织识别产品实现过程的风险，未识别服务过程中产生的质量风险。未

识别 PVC 粘合剂失效的风险，也未进行分析和评价产生风险的后果程度，

也未采取应对风险的措施。 

公司购进的 PVC 粘合剂，根据进货验收要求，产品在保质期内便可验

收入库，如果 PVC 粘合剂入库时接近保质期，贮存后过期，不能使用，则

会给公司的经济带来损失。 

公司识别顾客的需求，尽一切可能为顾客提供方便，是应该得到肯定，

但是提供给顾客的 PVC 粘合剂接近保质期或超过保质期，顾客在工地也未

及时使用，一旦粘合剂失效使用，将给塑料管道系统的质量带来重大风险，

产生风险的后果是严重的。 

c.采取正确的审核方法和开具不合格项报告有助于受审核方规避风险，提

高管理水平。 

 

4.4 与受审核方沟通 

4.4.1 在召开末次会前，审核组与公司领导层进行沟通，审核组长请受审核

方确认不合格事实，并谈了审核组的讨论意见。总经理和管理者代表表示

认同不合格项的事实，并充分理解了开具不合格项的意义和审核组的意见。 

4.4.2 审核员针对标准中的有关“策划应对这些风险和机遇的措施”条款的

理解进行沟通。  

4.4.3 该公司领导认为可以通过外审发现问题，例如：风险识别、采取应对

措施，促进公司质量、环境管理体系管理水平的提高。 

 

4.5 受审核方改进过程 

4.5.1 审核组结合行业实践、现场情况调查和分析、对照企业作业文件相

关规定，审核员对上述审核发现的核心问题进行归纳并与受审核方达成共

识后开具了一份不符合项报告。  

4.5.2 不符合项的事实描述  

PVC 管材产品在安装时需要使用 PVC 胶粘剂，因此，营业课在销售

PVC 管材产品时，将 PVC 胶粘剂作为配套产品一同销售。但营业课未识别出

PVC 胶粘剂的保质期对 PVC 管道系统质量产生影响的风险，也未制定出应对



风险采取的措施。 

上述事实不符合 GB/T19001-2016 标准 6.1 条款 

 

4.5.3 针对不符合事实，受审核方进行原因分析并采取了纠正措施： 

4.5.3.1 原因分析： 

PVC 管材产品在安装时要使用 PVC 粘合剂，公司为方便顾客使用，在销

售产品时配套部分 PVC 粘合剂一同出售。公司仅对主产品的生产、检验等

各过程产生的风险进行识别，忽略配套产品对产品和服务产生的风险，也

未制定出应对风险采取的措施。 

4.5.3.2 采取措施： 

1、组织各职能部门进行质量管理体系的 6.1 条款培训； 

2、营业课组织进行风险识别和分析，制定应对风险的措施，形成文件

并认真运行。 

  

4.6 管理绩效 

4.6.1 公司组织相关人员进行 GB/T19001-2016 新版标准的再次培训。 

4.6.2 公司针对不合格项召集技术课（检验）、采购课、营业课（销售）、成

品课（仓库）等相关部门进行举一反三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塑料管材与管

件连接用橡胶圈存放时间过长存在老化风险。 

4.6.3 各部门对风险进行了再识别。提供的风险分析表中包括：识别了用于

PVC 塑料管材与管件连接用橡胶圈老化和 PVC 粘合剂超出有效期，对塑料管

道系统产生的质量风险，并制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见附件） 

4.6.4 制定了纠正措施，决定修订《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

（见附件） 

4.6.4.1 修订的《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中对 PVC 粘合剂有

效期的控制做出规定：  

a. 购进 PVC 粘合剂有效期≧9 个月，判定合格； 

b. 购进 PVC 粘合剂有效期：3 个月≦有效期＜9 个月，技术课再与营业课

一同评估； 

c. 购进有效期＜3 个月 判定：不合格，不合格品退货。 



d. 细则中还对 PVC 粘合剂在发货前务必对有效期进行核对，每月对库存的

PVC 粘合剂有效期做出规定。 

4.6.4.2 在《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中增加胶圈控制做出规定： 

a. 胶圈有效期管控：1 年（自入库日期开始计算）； 

b. 胶圈库存超过 1 年，出库需进行复检； 

c. 复检胶圈不合格品时，技术课与营业课协商做出折价处理或报废处理决

定。 

4.6.5 审核组对公司采取的纠正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各项纠正措施全

部落实，完成了以下改善工作： 

a. 培训记录； 

b. 风险分析表； 

c. 新修订的《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 

d. 按照《产品及服务项目风险防范实施细则》执行记录。 

4.6.6  审核组于 2019 年 1 月 14 日对南亚塑胶工业（郑州）有限公司进行

监督审核，监督审核时对 2018 年审核的不合格项进行现场验证。 

“技术课于2018年10月27日对库存的PVC胶粘剂进行有效期的检查，

8个批次的 PVC 胶粘剂有效期全部≥7个月，符合文件要求。查到 2019 年 1

月 10 日技术课对库存的胶圈进行复检，对 6种规格胶圈的尺寸、硬度、密

度、断裂伸长率、拉伸强度进行检验，全部合格。仓库不合格品区的“过

期胶水”标识处，存放着 80g 装  394 瓶、 350g 装  305 瓶、700g 装  95

瓶 PVC 粘合剂，过期胶水的生产日期均是 2014 年。经了解，公司决定“过

期胶水”只允许用于对顾客进行管道系统组装的培训时使用” 。 

 

5 体会 

通过对该公司的质量、环境管理体系的审核，我们深深体会到： 

5.1 审核组长根据受审核组织的具体情况和审核小组的专业配备情况，做好

审核的策划工作，审核计划应有利于实现过程审核和审核发现的跨部门追

溯。审核前小组会议应强调本次审核的关注内容和审核思路。 

5.2 现场审核风险识别和分析时，不仅要关注是否识别产品实现全过程的风

险，还应关注是否识别服务过程中的风险；在质量管理体系运行过程中，

要关注“与产品和服务相关的潜在不良的后果”，要关注最终消费者。 



5.2.1 预防措施的概念是通过在质量管理体系要求中融入基于风险的思维。 

5.2.2 风险识别   

a、风险分析表不是组织风险分析的唯一证据；不应只看是否有风险分析表，

更应关注可能产生的风险是否得到识别并采取应对措施。 

b、组织应识别风险产生的后果和多种风险的组合影响进行评价，并采取适

当的应对措施。 

5.3 制定适宜的应对风险措施，不仅规避产品质量风险，还避免了由于物料

过期产生的经济损失的风险。 

5.4 做好内外部沟通是组织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体现。 

5.4.1 受审核企业针对不合格项通过部门间水平沟通方式，制定合理并可操

作的纠正措施，确保质量管理体系的效率。持续地识别和改进不合格项，

体现企业实现了持续改进的管理原则。 

5.4.2 审核组做好与受审核组织管理层和部门负责人的沟通工作，使受审核

方理解不合格项的内容，使其认识到发现不合格项，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纠

正措施，可以提升管理绩效。 

 

综上所述，本案例基于审核组采用“基于风险的思维”，审核员运用塑

料管材生产的专业能力，采用过程审核的思路进行审核追溯，实现了现场

审核的合理性发现。企业广泛开展产品和服务质量风险分析与控制活动，

推广应用先进质量管理方法，提高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质量控制水平，

提高了产品和服务全生命周期质量的意识。加强塑料管材生产企业的全面

质量管理，是奠定了建设和改造城乡冷热水供给设施、排水设施以及污水

处理设施中塑料管道系统工程建设的质量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