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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第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良好认证审核案例 
——坚持领导者推动，结合实际做好内审是管理体系持续改进的有效手段 

北京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杜俊瑛 

 

推荐机构：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受审核方：甘肃第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审核类型：质量（50430）、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审核组长：杜俊瑛；组员：郭子玲，张  涛，窦德龙，宋  扬，胡法明，宋丽红， 

任洪莲，乔玉胜，钱立新，席晓岩。 

 

一．案例认证审核背景： 

1.认证领域：质量、环境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及 GB/T50430-2007 

2.受审核组织：甘肃第七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3.认证范围：QESJ：预拌混凝土专业承包，建筑施工设备租赁，房地产开发，物

业管理（见附件），建筑劳务服务，资质范围内的建筑工程、市政工程、地基基础和

主体结构、建筑节能、建筑工程室内环境质量、公路（桥梁）工程、水利工程、岩土

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工程安装的检测及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建筑工程设计，

工程建筑施工包含：建筑工程施工、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机电工程施工、建筑装修装

饰工程施工、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施工；其中工程建筑施工同时符合 GB/T50430-2007

标准；   

4. 认 证 标 准 ： GB/T19001-2016; GB/T24001-2016;GB/T28001-2011 ；

GB/T50430-2007 

5.审核场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平凉路 333 号（重点描述领导层、企业管理部） 

6.审核时间： 2015.8.6-11；2016.8.1-8.5；2017.7.24-7.28；2018.8.20-8.24

（4 次审核）跟踪内审的有效性。 

   二、案例发生的主要过程： 

    1.组织特点：该集团为大型国有企业，具有建筑工程、市政、机电安装、钢结构、

建筑装修装饰、消防设施、起重设备安装、附着升降脚手架、专业承包及物业管理 11

个壹级资质和 2 个（建筑和人防）设计甲级。2017 年晋升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

质。同时具有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建筑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建筑试验检测等资

质。具有建筑安装、房地产开发、市政道路为主业，预拌商品混凝土、建筑设计、装

饰装修、建材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等多元化为一体的生产经营能力。

集团下设 24 个分支机构。 

2.行业特点：针对建筑行业的产品具有不可移动性、生产具有单件性、流动性、

地域性、周期长和生产方式多样性、不均衡性，以及受外部约束多和预拌商品混凝土、

建筑设计、装饰装修、建材生产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等多元化经营范围广

等特点；集团公司每年组织一次集中审核，受以上特点的约束，不能覆盖所有的分支

机构和活动。如何有效的做好管理体系的内审，提高内审的有效性，真正发挥内审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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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机制的作用，对于集团公司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3.问题的提出：该集团自 1998 年开始委托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第三

方审核，至今已经 20 年的历史，每次审核组都会利用各种机会和领导层进行交流，领

导推动管理体系已经形成惯例，该集团的管理体系成熟度很高。那么如何促进组织将

管理体系更好的与业务融合，持续改进绩效，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呢？从 2014 年开始，

审核过程将重点放在持续改进绩效这一核心思想上，引导组织建立实施有效的自我检

查、完善监督机制上。在每次审核召开末次会议之前的领导层沟通中，不断的施加影

响，该集团有 24 个分支机构和 12 大专业，在建项目每年多达百个以上，要想在组织

的自查全部覆盖，就必须建立良好的监控机制，那就是结合实际做好内审，我们分析

认为该组织具有这个能力。 

4.改进建议：在 2014.8.17 外审末次会议之前与领导层沟通时，提出了 2条建议：

一是将管理体系的牵头部门调整到企业管理部负责（因为该部门具有组织协调集团公

司所有管理活动的职能，原体系主管部门【技术质量部、安全生产部均是业务主管部

门】）不具备组织协调集团所有管理活动的职能。二是将内审的方式进行调整，提出

了将管理体系内审和集团公司组织的综合大检查相结合的建议（定期对集团部门和分

支机构集中审核+在建项目滚动审核），集团领导采纳了审核组的建议，从 2014 年外

审后将管理体系的协调管理职能划归企业管理部负责并配备了专职的体系管理人员。

从 2015 年开始到 2018 年的外审，我们主要是针对集团公司如何提高内审的有效性进

行了持续改进方面的跟踪审核。审核组通过四年对该集团内审有效性的连续沟通、审

核和跟踪，该集团逐步解决了内审有效性问题。这与新版标准的思想一致，值得推广。 

    三、审核过程及主要的审核发现： 

1.内审不能覆盖组织所有的活动：2014 年组织接受质量（50430）、环境和职业

健康安全的第二次监督审核，发现该组织管理体系运行已经长达 15 年时间，但是内审

有效性一直是困扰着组织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审核内审有效性时，发现内

审的辐射面不全（不能在一次集中审核中涉及到所有的分支机构和项目部，如果涉及

到所有的分支机构和项目部，全年每个月都在审核才能够完成），原因是建筑行业的

产品具有不可移动性、生产具有单件性、流动性、地域性、周期长和生产方式多样性、

不均衡性，以及受外部约束多和预拌商品混凝土、建筑设计、装饰装修、建材生产销

售、机械设备租赁、物业管理等多元化经营范围广等特点所决定。每年组织一次集中

审核，受以上特点的约束，不能覆盖所有的活动。 

2.与管理层沟通过程：针对发现的内审问题，我们审核组及时与领导层和主管部

门进行了沟通，使集团领导和主管部门认识到内审是提高集团整体管理水平的好方式，

要充分发挥内审的作用，首先要明确内审可以结合行业特点采取日常滚动和集中审核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可以把集团的内审分为三大类进行： 

1）一是将原来的内部审核改成一年两次日常滚动监督内部标准化管理审核，由总

经理（最高管理者）组织完成集团机关（含领导层）内部审核工作。再由集团各部室

主管领导组织，各检查小组部室负责人带队进行基层公司及项目部的日常监督内审核

工作； 

2）二是由基层公司经理组织，总工程师和生产经理及经营经理根据生产统计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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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工作量，每月最少组织一次内部综合性项目审核工作，形成每月项目绩效管理打

分，发放绩效管理工资； 

3）三是集团公司利用日常审核结束后的一个月的时间完成标准化管理综合大检

查，由总经理组织，企业管理副总、生产副总、总会计师任副组长及相关部室负责人

参加检查，依据日常循环小组检查情况，对基层公司和项目部进行综合讲评，形成审

核报告和绩效管理检查打分排名，评价优劣公司。 

4）管理层认识得到提高：这样就可以将内审活动辐射到集团的所有活动，并将企

业内部审核和以往的项目综合大检查及绩效考核管理有机结合，七建是甘肃省第一家

开展卓越绩效管理的建筑企业，通过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整体绩

效，形成了完善的“一体五标”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将“科学管理、持续改进”的方

针落到实处，以实现项目目标为核心，强化集团公司对工程项目全过程风险控制和目

标管理，进一步加快企业迈向卓越绩效管理水平！ 

3.沟通效果跟踪：2015 年至 2018 年的审核，审核组连续跟踪了该集团内审的改

进和实施的有效性，每次审核时及与集团领导交流时，都要了解内审的实施情况。经

过四年的沟通和跟踪，该集团的内审有效性不断提高，而且将内审与集团公司的管理

活动有机结合，取得的效果显著。将内审活动辐射到集团的所有活动，并将综合检查

和内审有机结合，从而更好的与集团业务融合。 

四、受审核方改进成效及验证情况 

1.在每次审核结束前，审核组都要与集团领导层进行末次会议前的沟通。这个沟

通会议每次集团董事长、总经理、管理者代表等主要领导都会挤出时间参加，总经理

及参会领导都能认真听取审核组的意见和建议。每年在开出书面不合格的同时，我都

会将各位审核员的意见进行归纳总结，交给组织作为改进的参考（以下列举 2016-2018

年外审审核发现形成书面不合格情况）。 

1）2016 年外审末次会议的沟通内容：主要针对了审核发现的建筑专业在建项目

部现场管理问题和安全隐患开出 4 项不合格，分支机构发现问题未采取就诊措施开出

不合格 1 项；共 5项不合格。对于这些书面的不合格主要是在建筑为主业方面的问题。

我们及时和领导层进行沟通，明确开出以上不合格主要是要从集团的角度采取纠正措

施，从组织结构上要调整，将管理体系的职能部门调整到有整体协调能力的企业管理

部并修订《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将综合大检查和内审有机结合。集团总经理和

管理者代表对审核组提出的问题和建议非常重视，专门组织了主管部门召开了会议进

行研究并于 2016 年形成修订的《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较好的与集团公司的实际

结合，第一次将内审和集团的检查结合写进了程序，明确了内审的方式分为滚动审核

和集中审核相结合及审核的方式方法等（详见修订后的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之

后一直保持了内审程序的有效运行。  

2）在 2017 年的审核中审核组再次跟踪内审的情况，发现集团公司内审执行了《管

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在集团总经理经理和管理者代表的分别组织下，实施了滚动

审核和集中审核相结合的方式，覆盖面达到了 100%；我们在审核过程中特别关注了集

团公司分支机构的内审有效性（见审核计划的安排），每个审核员在审核分支机构的

同时，关注了分支机构内审的情况，反馈回来的信息是分支机构内审不到位。开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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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 5 项，这次不合格体现在专业分公司（物业公司和混凝土公司）。对于这些情况

我们在 2017 年末次会议之前，又与领导层进行了沟通，结合新版标准的转换告知管理

层，每个管理层人员作用的发挥的重要性以及将管理与实际业务融合的重要性，使得

领导层人员认识到，单靠集团公司的滚动审核和集中审核还不够，要发挥各分支机构

的自纠自查作用非常重要。外审后集团公司专门召开会议，研究了加强分支机构管理

的措施，并在之后的检查中重点关注了分支机构自纠自查的有效性。 

3）在 2018 年外审时，我们继续跟踪了内审的有效性；发现内审从策划到实施均

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尤其是审核辐射面、发现问题的能力等，较好的发挥了内审这一

监督机制的作用。并较好的解决了综合大检查与内审有效结合的效果。对审核发现的

问题开出了 5 项不符合，审核组分析了虽然不合格体现在项目部，但是问题的根源在

分支机构内审深度不够上。通过与领导层沟通，明确了需要进一步策划编制年度的审

核总体策划文件，领导表示要结合实际完善公司的管理流程并修订文件，加强分支机

构内审的指导，并在内审策划时考虑分支机构自己审核要覆盖所有活动的要求，进一

步奠定好管理基础。    

2.跟踪内审实施效果： 

1）2017 年内审：集团公司修订了《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修订了《标准化

管理检查要素表》等文件，将每年 2 次的综合大检查和集中审核结合的方式，策划和

实施了集中和滚动审核。组织了项目部的滚动审核 2次（2017 年 4 月 1 日-6 月 15 日；

2017 年 9 月 18 日-12 月 20 日，涵盖了所有的分支机构和在建项目。总经理阎汝刚带

队，各部门负责人和内审员参加（25 人，分 9组进行），审核了所有的分支机构和在

建项目。共开具 398+221 项（QES，含观察项），基本能够发现存在的问题。在审核中

关注了上次外审开出不合格纠正措施的有效性，并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和分析，提

出了改进的要求。 

2）2018 年内审：集团公司保持了《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程序》和《标准化管理检

查要素表》等文件，有效的策划和实施了集中和滚动审核，将每年的综合大检查作为

滚动审核与集团集中审核结合起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2018 年外审之后，组织了滚

动审核 2 次，关注了外审开出不合格纠正措施的有效性（2018 年 4 月 9 日至 7 月 20

日；2018 年 9 月 25 日-2019 年 1 月 20 日；审核了所有的分支机构和在建项目,30 人

参加，总经理阎汝刚带队）。对集团所有的部门进行了审核。共开具 177+112 项（QES）

不符合（含观察项）及整改通知单，基本能够发现存在的问题；内审的有效性明显提

高。 

3）在以上报告中有审核范围的描述、审核情况的综述、体系运行取得的成绩和存

在的问题、改进要求等。报告真实的描述了集团体系运行的情况和做出了体系运行有

效的结论。 

4）以上滚动的审核及内审共开出不合格整改通知单及不符合项 918 项（含观察

项）；不合格全部整改和验证。 

5）经过两年对内审有效性的跟踪，我们收集了集团公司从 2015 年到 2018 年内审

不合格的基本情况，用下面图表可以清楚的看到：从开始内审发现问题较少到 2017

年发现问题最多，2018 年有有所下降的过程。证实了集团公司内审从辐射面到发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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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和改进问题减少的过程，证实了内审的有效性。 

 

 轻微不合项 观察项 不合格项 

2015-1
st
 44 28 72 

2015-2
nd
 101 14 115 

2016-1
st
 76 17 93 

2016-2
nd
 37 31 68 

2017-1
st
 183 215 398 

2017-2
nd
 92 129 221 

2018-1
st
 23 154 177 

2018-2
nd
 16 96 112 

                 2015-2018 年内审不合格统计表 

 

 

 

 

 

 

      

 

 

 

 2015-2018 不合格分布图                   2015-2018 不合格折线图 

从以上调查表、分布图和折线图可以看到，组织内审从 2015 年上半年的 72 项（不合

格 44 项、观察项 28 项）到 2017 年上半年的 398 项（不合格 183 项、观察项 215 项）

再到 2018 年下半年的 112 项（不合格 16 项观察项 96 项）的变化过程；明显的证实了

内审在组织中运行的有效性和持续改进起到的作用。发现内审症结前，内审发现问题

较少，到 2017 年内审发现问题增多，再到 2018 年有所下降，反映出集团公司内审从

面到点，从表面向纵深挖掘、被动整改向持续改进的趋势，证实内审发挥的作用及其

有效性。                

6）在 2018 年外审中，与管理层沟通建议今后应编制年度审核总体计划，辐射面未包

括所有的在建项目，建议注意发挥分支机构自查自纠的作用。最近又和组织联系获取

了 2019 年内审计划，组织已经考虑了审核组的建议，在计划中策划了分支机构组织内

审的要求。             

以上证实集团组织的滚动的审核及集中内审，基本符合要求。在审核中考虑了以

往审核发现的问题纠正措施的有效性，在记录中体现了跟踪和验证。采用滚动和集中

审核的方式实施了内审，内审效果非常明显。 

五、审核后的思考 

认证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种激励：甘肃七建审核使组织切实感受到：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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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组织业务工作融合的必要性；从管理体系审核中得到实实在在的益处；内审是提升

集团公司整体管理水平的有效手段。 

1.内审是组织持续改进绩效的有效工具：内审是一个企业非常好的监督机制，运

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对国家、行业标准及企业制度的有效贯彻实施；企业管理水

平的提高。每次的外审，通过与领导层的审核，他们很有体会的说，内审是集团改进

的有效手段，我们将进一步改进内审并充分发挥其作用。采取了滚动审核和集中审核

的方式，不仅将集团所有的分支机构、部门和在建项目全部覆盖，内审能够发现集团

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及时予以改进，从整体上提升了集团的管理水平；同时还节约了重

复检查和审核的开支；充分发挥了管理人员的作用；消除了集团在施工过程中的质量、

安全隐患；每年都有新的发展。 

2.内审为集团提升质量、创新管理、优化效益，指明了方向、提供了依据： 

1）结合实际持续改进管理体系的工具内审是有效的手段：该集团在 2018 年获得

“中国质量奖”，这也是得力于集团公司的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党和政府为企业创造

了优越的发展环境，甘肃七建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党的十九大会议指出，我国经济

已经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转变，甘肃省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务实举

措，党和政府的政策导向，为集团提升质量、创新管理、优化效益，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依据。集团有浓厚的管理氛围：其中企业宗旨、核心价值观、管理方针、企业质

量观等等一系列理念，都是围绕质量和管理提炼出来的。每年集团都会开展劳模、标

兵、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的评选工作，开展管理岗位同业务竞赛和操作岗位劳动技能

竞赛，开展年度各类检查、考核和评比，形成了“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质量管理

氛围。有健全的管理体系：甘肃七建是甘肃省省第一家开展卓越绩效管理的建筑企业，

通过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整体绩效，形成了完善的“一体五标”

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将“科学管理、持续改进”的方针落到实处。这些成绩的取得，

得力于集团公司坚持领导者推动，结合实际持续改进管理体系的工具内审是有效的手

段。 

2）内审推动主要成绩：甘肃七建的质量管理主要围绕履约能力、工程质量和业主

满意度三个方面，不断提高我们的产品竞争力。通过围绕项目抓管理，公司的质量、

技术、服务始终处于省内领先水平，得到了市场和业主的青睐，集团先后承建了兰州

国际港务区、甘肃省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甘肃省委 1 号办公楼、兰州中川机场航站楼

等一大批省、市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和标志性工程。荣获工程质量领域最高奖——鲁

班奖 4 项，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 1 项，“国家优质工程”奖 1 项，“全国 AAA 级标

杆企业”、全国用户满意工程、国家级绿色工地、“AAA 文明工地”、省级“文明工

地”、“飞天奖”和市州优质工程奖 300 余项。这次获奖，也充分体现了质量是企业

的责任、体现企业的诚信，更是企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集团领导表示要进一步地强化

管理、提升质量、追求卓越用我们的努力向“百亿级”一流企业的目标，向“百年七

建”的宏伟目标迈进！ 

3）成绩的取得，得力于集团公司坚持领导者推动，结合实际持续改进管理体系的

工具内审是有效的手段：七建集团总经理阎汝刚说：每年，集团公司都会开展劳模、

标兵、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的评选工作，开展管理岗位同业务竞赛和操作岗位劳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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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竞赛，开展年度各类检查、考核和评比，形成了“不断进取、追求卓越”的质量管

理氛围。有健全的管理体系：甘肃七建是甘肃省省第一家开展卓越绩效管理的建筑企

业，通过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优化内部管理、提升整体绩效，形成了完善的“一体五

标”管理体系，能够有效将“科学管理、持续改进”的方针落到实处。这些成绩的取

得，得力于集团公司坚持领导者推动，结合实际持续改进管理体系的工具内审是有效

的手段。 

4）体现服务职能，实现增值审核 

新世纪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每年认真的策划，派出强大的审核组为组织

持续做好增值服务。审核组做到了事前沟通有效，事中认证沟通和审核，末次会议之

前的领导层沟通到位，事后的沟通对持续改进建议的汇总提交及不合格整改有效性的

确认等活动，实实在在为组织的持续改进奠定了基础，为组织的发展做了应做的工作。

组织发展了，实现了为组织的增值服务，取得了好的效果，是多年持续努力坚持的结

果。只要我们努力树立为组织服务的思想并付诸行动，认证就不是一种形式，而是一

种激励。 

审核组通过持续对该集团内审有效性的跟踪，较好的发挥了审核组在增值审核和

推动集团整体管理水平提高方面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