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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志者事竟成也！  ISO9000—效率、效益之源。 

  

 

 

  

截至17日上午9

时，16 日晚间发

生的山东寿光龙

源食品有限公司

大火已确认造成

18 人死亡，13 人

受伤，起火原因

目前仍不清楚。 

 网友提问：火

势蔓延速度为何

如此之快？车间

是否具备消防条

件？ 

 记者求证：“车

间 本 该 停 止 使

用”寿光消防大

队副队长李宗金

告诉记者，着火

厂房建于 2003

年，使用时间相

对较长，据当事

人反映，是老旧

冷库的顶棚位置

先着火。火势蔓

延快主要由于着

火点位于冷库，

泡沫保温材料较

多并且可燃。此

外，厂区搭建的

彩钢板车间，顶

棚大多会使用的

泡沫夹芯板也属

于可燃材料，因

此车间过火速度

较快。 

李宗金说，这个

公司一直没有向

消防部门申报验

收，且车间存在

比较严重的私搭

乱建情况，即便 

这个公司申报验

收，也无法通过。

早在今年3月和4

月，当地相关部

门已经到这个厂

区进行过检查，

也指出过相关问

题，但据现状来

看，车间并没有

真正整改。 

 

 

 

 

 

 

 

 

 

整个汽车生产供应链中建立

持续改进，强调预防缺陷，减

少变差和浪费的质量管理体

系。使顾客满意是质量管理体

系的输出和宗旨，产品质量、

成本和交付是顾客关注的焦

点。 

ISO/TS16949 质量管理

体系标准经多次修订改版，现

行有效版本为 ISO/TS16949：

2009 ， 我 国 等 同 采 用 的

GB/T18305-2009《汽车生产件

及相关维修零件组织应用

GB/T19001-2008 的特别要

求》为现行有效版本。 

（主编 白芹摘抄） 

汽车工业 

质量管理体系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汽

车工业逐步向全球化的方向发

展。美国、日本、德国、法国、

意大利等国的汽车企业已经成

全球性的跨国公司，他们在全

球各地设厂，在全球范围采购

质优价廉的材料和零部件，组

织生产，销售产品。在这种情

况下，如何保证产品质量已成

为国际汽车工业关注的问题。

因此，美、德、意、法等国的

汽车工业开始制定各自国内统

一的汽车生产件供应商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例如，美国克莱 

斯勒、福特、通用三大汽车公

司 于 1994 年 发 布 了 以

ISO9001:1994 为基础的针对

汽车生产件供应的QS9000质

量管理体系要求，取代三大汽

车公司各自原来的质量管理

体系要求。但是，这并没有解

决国际上的多重审核和认证

的问题，因为其他国家也相继

制定了自己的汽车生产件供

应商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如德

国的 VDA6.1、法国的 EAQF

意大利的 AVSQ 等，都要求各

国供应商的质量管理体系必

须符合其相应的标准，如与德

国汽车公司合作的各国供应

商必须通过德国的 VDA6.1

认证。1995 年在 ISO/TC176

（国际标准化组织）和由美、 

德、意、法、英等 5 国组成

的国际汽车特别工作组 IAT

F 的共同努力下，1999 年 5

月由 ISO发布 ISO/TS16949:

1999。有关 ISO/TS16949 的

认证活动随之在全球许多国

家展开。2000 年，ISO9001：

9004 被 ISO9001：2000 所

取代。ISO 于 2002 年 3 月发

布了以 2000 版 ISO9001 为

基础的 ISO/TS16949:2002.

我国于 2003 年发布等同采

用 ISO/TS16949:2002 的国

家标准 GB/T18305-2003《汽

车生产件及相关维修零件组

织应用 GB/T19001-2000 的

特别要求》。ISO/TS16949:2

002 规定了汽车工业质量管

理体系的基本要求，要求在 

 

消防知识培训及实地演练 

 

 

 

本报讯  为切实加强公司的安

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增强员工的消

防意识，提高对火灾事故扑救的组织

和处理能力，11月 8日公司与博山区

消防大队合作，在厂区内举行了消防

知识培训及实地演练活动。 

11 月 8 日早上 8:30 分，首先，

生产副总马冲结合一线各种安全事

故案例，讲解了公司《安全管理制度》

的有关要求，之后区消防大队张副大

队长为员工进行了专业消防知识培

训，从日常消防安全工作，到火灾时

如何正确逃生，一一为大家讲解，补

充了部分员工在消防安全上缺乏的

必备知识，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10：45在三车间南侧消防实地

演练正式开始。张大队为大家讲解并

演示了消防器具的正确使用方法，之

后员工进行了灭火器、消防车、消防

水带灭火实战演练。 

通过这次消防知识培训及实地

演练，进一步强化了公司员工的安全

意识，对应急指挥、协调和处置能力

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对今后高效、

有序开展应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责任编辑 李晴） 

 

 

 

10 月 24 日，三车间电泳线操作工盖洪

斌同志在工作时，听到电泳线槽液温控制冷

机内有异常摩擦声，意识到设备可能出现故

障，马上向设备安环部作了汇报。设备安环

部联系了电泳线生产厂家。设备售后人员对

该设备进行了检查和维修，排除了设备早期

故障，避免设备故障扩大，减少了设备维修

成本和停产损失。 

10 月 26 日下午，维修工赵学同志发现

二车间回火炉位置房顶上有一块废旧彩钢

板和一条钢板扣条，因刮风移动已经接近供

电高压线。如果钢板继续移动与高压线接

触，后果不堪设想，赵学同志立即将情况汇

报给了设备安环部领导，在征得领导同意

后，赵学爬上房顶将彩钢板取下，排除了一

处重大安全隐患。 

盖洪斌和赵学两位同志，在平常工作中

认真严谨，积极找问题、想办法，提出很多

合理化建议，对工作一丝不苟，对公司尽职

尽责，体现出海华职工对企业的真挚感情，

值得大家学习。 

（企管办 杨士鸿） 

认认真真、兢兢业业 

----记盖洪斌、赵学工作二、三事 

 

还记得 2014 年春节过后不久，

经济论坛节目有两位专家预测说，

2014 年中国经济可能会是自从爆发

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一年，当时我

看后不以为然，认为专家预测有危言

耸听之隙，因为当时公司情况运转非

常正常，产品订单多的都干不完，看

来专家的判断也存在偏颇之处。 

到了今年七月份以后，随着产

品订单减少，车间里出现了员工轮流

工作的情况，我们石马这边离公司较

远，一直以来公司有班车接送上下

班，随着一线正常上班员工数量的减

少，公司班车停运，部分员工开始心

浮气躁，有几位员工甚至交了辞职报

告。八月份我总共上了 16 个班。我

内心也忐忑不安，继续这样下去可怎

么办？我的家庭经济情况本来就非

常紧张，上班坐公交车每天交通费就

是 12 元，，收入减少，支出增加，对

家庭我要如何交代，这种复杂的心情

一直纠结着我，让我倍受煎熬。 

上班时，我和我的两位老师交流，

把我的顾虑向他们倾诉，老师听后很 

不以为然，淡淡一笑说：“你安心上班

就是，我们在这个公司上班二十多年

了，这样的情况以前也出现过，但总

会过去。”两位老师的话让我深有感

触，公司多年发展，风风雨雨经历了

很多，市场变化没有人能操控，但这

些老员工如此相信公司，看来老板确

实具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能力，否

则不会有公司现在的规模和员工对公

司如此的信任。 

想想这些，还有什么顾虑，个人

的这点困难算什么？放松心态，坚信

公司会千方百计争取更多订单，这种

情况不会遥遥无期。 

（孙建胜） 

 

 

市场变化之心态 

 

本文主要从公司目前运

行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的

现状谈起，针对公司质量管

理体系运行不畅的若干问

题，造成贯标取证后体系管

理流于形式运行的效果不大

甚至无效，通过学习和实践

浅谈一下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有效性及相关的概念，探讨

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有效性的

改进措施。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

是以加强质量管理为核心，

以八项质量管理原则为基础

和前提的管理模式。其八项

原则为：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充分发挥领导作用；全员参

与；应用过程方法；不断持

续改进；系统性管理；采取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与供

方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关

系。 

一、公司质量管理体系

运行的现状  

公司建立质量管理体系

取得认证后，就应持续推动，

不断完善，取得有效运行持续

改进的效果。然而公司的体系

却长期处于原地踏步停止不

前的状态，甚至有下滑的现

象。由于产品的质量对公司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持续性和

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创伤，形成

毒瘤深深地植根于公司的各

个部门。  

影响质量管理体系运行

有效性其主要因素是公司员

工没有认清标准的作用，只是

满足于获得认证证书或认为

通过认证。如果错误地理解标

准和认证，仅仅追求一种荣誉

或广告效应，而没有借助贯标

这一时机加强基础管理，改进

管理流程。提高公司的管理水

平并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贯

标的效果有效运行肯定是不

会好的。在操作方面由于贯标

时没有做到真正的全员参与，

而是将任务分配给某一部门，

甚至仅仅由质量部门一家独

办，选几位“秀才”闭门造车， 

这就降低了贯标的作用，有

时甚至起负面作用，不仅没

有改进质量管理，反而增加

了公司和员工的负担。  

通过近两年公司质量管

理体系的内审和外审工作，

发现公司目前质量管理体系

的显著缺陷：一是领导重视

度不高，在安全生产面前，

往往不对质量提出高的要

求。各基层领导更是只追求

完成生产任务，不发生安全

事故便万事大吉，不认真思

考如何加强质量管理，质量

管理体系自然而然地成为了

阻碍生产的绊脚石，工程施

工的大包袱。二是员工质量

意识过低，由于领导层放松

了对质量管理的要求，广大

职工质量管理意识严重缺

乏，加之各基层质量管理岗

位员工变动频繁，造成质量

体系文件手册、作业指导书

丢失、程序文件形同虚设等

等状况严重堵塞的质量管理

体系的运行。三是质量培训

不重视，有关质量的培训太  

少，有也仅仅停留在公司内

部，培训面窄时间短且涉及问

题浅显，造成员工对质量管理

体系及标准感到茫然，甚至理

解不了。各基层的质量管理工

作处于平时不闻不问，临检手

忙脚乱，不知如何应对的状

态，更有甚者不知应当填写哪

些基础资料。体系如此运行，

有效性可想而知。  

本人认为质量管理体系

的有效运行领导作用是首要，

加强培训是基础，全员参与是

根本，顾客关注是焦点，过程

方法是手段，持续改进是目

标。公司提高质量管理体系有

效运行，有助于提高公司自身

素质；有助于公司目标的实

现；有助于参与市场竞争。因

此，公司应当永恒关注的主要

问题之一是如何不断提高质

量管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下

面笔者针对公司质量管理体

系运行的现状提出相应的改

进措施。  

（下转 14 期副刊 B 版） 

质量管理体系运

行的突出问题与

改进措施 

伤亡为何如此

惨重？ ------三问

寿光火灾事故 

 
 



     

 

 

 

  

 

 

 

 

 

 

 

 

 

 

 

 

 

 

 

 

 

 

 

 

 

 

 

 

 

 

 

 

 

  

（接A、B版中缝） 

网友提问：逃

生 通 道 是 否 畅

通 ？ 据 媒 体 报

道，昨天下午这

家企业当班职工

共 140 人，涉事

车间逃生通道是

否畅通？是否存

在 安 全 疏 散 问

题？ 

 记者求证：从

火灾现场逃生的

甘肃籍工人刘方

平 (化名 )告诉记

者，由于当时已

经下班，车间卷

帘门是关着的，

发现火情时，火

势已经在以很快

的速度蔓延，根

本来不及逃生，

很多人都是砸破

窗户跳出，才得

以逃生。 

 网友提问：遇

难者的死因是什

么？目前伤员伤

情如何？ 

  记者求证：伤

员主要属于吸入

性器官损伤。在

寿 光 市 中 心 医

院，记者了解到，

一名重症伤员被

送到这里进行救

治。一名大夫对

记者表示，昨天

接诊时，病人呼

吸困难，目前仍

在重症监护室抢

救，尚未脱离生

命危险。李宗金

根据现场情况判

断，伤亡情况可

能是受到建筑材

料可燃性强，泡

沫材料过火后产

生有毒气体，以

及公司、员工消

防意识欠缺等因

素的影响。 

（新华社“中国

网事”记者叶婧） 

今日的质量，明日的市场。 构造“质量、环境、安全”—— 一体化的管理体系。 

 

 

3.1.1 总要求—补充 

确保控制整个外包的过程不

能免除组织对符合所有顾客要

求的职责。 

3.2 文件要求 

3.2.1 总则 

品质管理系统文件必须包括： 

a) 文件化的叙述品质政策和

品质目标， 

b) 品质手册， 

c) 依国际标准所要求的文件

化的程序， 

d) 组织为确保其过程有效的

规划、运作和控制所需的文件 

e) 本国际标准所要求的记录

（见 3.2.4）。 

注 1：当本国际标准内容出现

术语“文件化的程序”之处，即

表示要求该程序已被建立、文件

化、实施和保持。一个单独的文

件可包抅一个或多个程序的要

求；一个文件化的程序可被一个

或一个以上的文件覆盖。 

注 2：不同组织之间的品质管

理系统文件的多少与详细程度，

取决于： 

a)组织的规模和活动的类型， 

b)过程及其相互作用的复杂程

度 

c)人员的能力。 

注 3：文件化可采用任何形式

或类型的媒体。 

3.2.2 品质手册 

组织必须编制和维持品质手

册，品质手册包括： 

a)品质管理系统的范围，包括

任何排除要求的细节与正常性

（见 1.2） 

b)为品质管理系统所编制的文

件化程序，或对它们的引用 

c)品质管理系统的过程之间相

互作用的表述。 

3.1.1 总要求—补充 

确保控制整个外包的过程不

能免除组织对符合所有顾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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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a 是北京大学毕业的 90

后，不仅人长的漂亮，还写了

一手好字，在宝洁中国的面试

中，过关斩将经过 5 个多月的

努力终于成了宝洁中国的一名

管培生！三次轮岗的故事让管

理者及 HR 陷入深思，面对新

生代员工，我们的培训、我们

的管理，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移

动互联网世界应该何去何

从........... 

跟所有的管培生一样，Sala

被派到各个部门去轮岗 ,宝洁

HR 会根据轮岗的情况，Sala 被

公司寄予厚望，被当成未来的

商业领袖进行重点培养。 

第一个月，Sala 被分配的

岗位是前台，同时分配到前台

的还有另外一个管理培训生

Lisa，她们都在前台的岗位上兢

兢业业地工作。 

一个月之后，HRD 召开例

行的周会，每个管理培训生都

要提交一份自己的工作报告，

和 Sala 一起被派到工作岗位的

Lisa 提交的报告是这样的：前

台的工作让我更了解公司，增

加了我对公司的自豪感和荣誉

感；通过这一星期的工作，我

学到了待人接物的很多礼仪。

Lisa 的报告谦虚而友好，赢得

了大家的掌声！ 

然而 Sala 在报告中经验这

样写道：通过这一星期的工作，

我发现目前的前台工作还有许

多的不足。 

第一是沟通模式不符合中

国国情：作为一家在中国开办

的外资公司，我们采用的先用

英文问候再说中文的方式是不

妥的，因为打投诉电话的顾客 

或者下游供应商不一定都懂英

文，所以一开始说英文会让大

家有一种距离感，建议先说一 

遍中文再说一遍英文。 

第二是人力资源的浪

费：两个人同时做前台也是

一种资源浪费，两个人都坐

在前台互相不理会显得很

不礼貌，难免会说话，这样

给人的印象是前台总在聊

天或交头接耳，而且两个人

一起在前台工作的时候容

易造成责任不明、相互推诿

的状况。 

建议前台保持一个人，

另一人机动轮岗，当前台中

途要离开的时候，另外一个

人可以接替上来„„”Sala

的汇报引发了大家的集体

沉默。 

行政主管觉得自己的

工作权威受到了挑战， 给

Sala 打了一个比较低的测

评分，大家觉得 Sala 是一个

挑事的 90 后，不懂人情世

故，不懂的给主管留面子，

大家开始有点不太喜欢她。 

就这样第一个月的轮

岗结束之后，Sala 被分配到

了仓库。一个月后，她再次

提交了一份引发集体沉默

的报告: 

第一管理不善 : 她提

出仓库管理员因工作清闲

常嗑瓜子，然后用带着盐分

的手去整理货品，这个容易

使外包装留下不清洁的印 

迹，盐分的吸湿特性也会导

致化妆品提前受潮。 

第二工作流程有问题: 

她发现库管员为了省事总

是直接把新产品码进货柜，

有人来领货的时候又是就

近法则，就近码货、就近拿

走， 被领用的都是最新入

库的产品，而生产日期较久

远的货品被长期压在仓库 

的底层或者里面，造成旧的

产品一直被积压，到清库的

时候已成过期产品或快过期

的货品，只能销毁或降价处

理，造成公司损失。 

第三仓库改造意见: 更

让人受不了的是，她画了一

幅仓库改造图，她建议把仓

库的进库和出库分两个门，

把两个管理员隔开，减少她

们在工作上聊天和一起吃零

食的现象，把入库、出库账

目分开，做清楚便于核对。

建议把所有的货柜进行改

造，把后部 打开，入库的时

候就近法则把新产品码堆，

出库由相反方向，这样出库

的都是相对较早入库的产

品，保证了产品在流通的过

程中能够在保质期内被优先

卖出去。 

没有管理者喜欢抱怨的

员工，但是所有的管理者应

该都喜欢挑完刺之后能找出

完美解决方案的问题解决

者！ 

这份报告被提交之后，

库管部门的主管被总经理叫

去谈了一次话，仓库的主管

受到了批评。而 Sala 在仓库

也待不下去了，同事们开始

窃窃私语，觉得她未免管得

太宽，太爱出风头。 

第三个月，几乎没有部

门欢迎 Sala，她被硬性分配

到了培训部。到了培训部后，

她嫌教材上的人脸图不够漂

亮，便利用业余时间把所有

的教材重新都画了一遍，顺

道把她觉得不够好的讲义也

都按她的逻辑修改了一遍。 

这下麻烦大了，培训经

理 Lewis 是个自负惯了的狠

角色，他拿到新教材，直接 

 

从上海飞过来就这个事情对

公司进行了投诉。Sala 被告擅

作主张，自行其事，不尊重

团队和领导，无法管理，要

求除名。督导直接放话：“这

种人留在公司必伤团队，她

不走我走！” 

这个 Sala 更狠，一句话

不说，只拿出了她改过的版

本和之前的，一起摊在桌上，

问了管理层两个问题：第一，

哪一版本更漂亮；第二，哪

一个版本更容易学？当场把

督导梗在那里。 

然后，Sala 还加上一句：

“我的工资只有你的十分之

一，作为高级管理干部，你

该做的不是来质问我为什么

改你的教材，而是检讨自己

为什么不可以做得更好？”

培训督导当时脸就绿了！ 

接着，Sala 去了销售部，

当月业绩第一，第二名连她

的一半都没有做到。 

过了六个月试用期之

后，用了两个半月直升部门

主管，两年后薪水翻了十倍，

升至公司在中方的高级经

理。 

事后！她仍充满争议，

Sala 却也不在乎，她说：“我

是来做事的，不是来交朋友

的。我更关注有没有把事做

好。我始终认为职场友情固

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姑息

包庇护短、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相互放水，这样的友爱看

似融洽，实则可悲，它将导

致战场上不敌对手，集体阵

亡！ 

（总经理 蒋昭成摘抄） 

 

前几天领导跟我说

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真的

体系，我就把我的一些心

得和大家探讨一下。可能

我的话很偏激，但是真的

对我们企业负责。如果大

家认为不是那么回事，就

全当听个故事吧。 

什么是 ISO9001 ？ 

一天中午，丈夫给家

里打电话：“老婆大人，晚

上我想带几个同事回来吃

饭，你看可以不？”（接收

客户电话订单） 

“当然可以，几个人，

什么时候，想吃什么菜”

（7.2.3 顾客沟通 <问询顾

客要求>） 

“5 个人，7 点回来，

准备点酒，随便准备点下

酒菜”（7.4.2 采购信息） 

“啤酒还是白酒或者

红酒？”（7.2.3 顾客沟通） 

“就家里那瓶五粮液，另外

准备一件老金威，12 支那

种”（7.2.3 顾客沟通<顾客

信息反馈>） 

“好的。那我准备点

葱爆腰花、炖一锅排骨汤、

一只烤鹅、炒盘肉片、买

点牛肉和卤猪耳朵、再弄

点小菜就可以了吧”（7.2.3 

顾客沟通） 

“好的，你安排吧，记得，

牛肉要到南门李烧腊那里去

买”（7.2.3 顾客沟通<顾客信

息反馈>） 

“好的，没有问题”，妻

子随即记下。（7.2.2 与产品有

关的要求的评审<记录评审结

果>）妻子打开冰箱一看，晚

上做菜的材料，有半只鸡，三

只老金威，于是到市场上购

买。 

在一番对比（7.4.1 采购

过程<供应商选择与评价>）、

挑选（7.4.3 采购产品的验证）

后，将原材料买回了家，将菜

放好（7.5.5 产品防护），将买

回来的酒取了 5 支放在冰箱

中，开始做饭。 

妻子看了看，觉得炖汤的

时间太长了，并且炉灶不够用

（家里的是单灶），于是打电

话给龙凤瓦罐煨汤，叫他们在

7 点钟送一个南瓜绿豆排骨汤

来（产品委外<产能委外>）。 

在做饭之前妻子突然想

起了丈夫企业外省的同事较

多，于是打电话给丈夫： 

“ 有 没 有 不 吃 辣 的 ”

（7.2.3 顾客沟通<订单信息

确认和修改确认>）“还可以，

他们都可以吃辣” 

刚给丈夫打完电话，接到

女儿的电话： 

 

 

“妈妈，我想带两个同事晚上

回家吃饭，麻烦你帮我准备一

下呢”（又来一订单） 

“刚好爸爸晚上几个同

事也过来，一起吃吧？”（7.2.3

顾客沟通<询问订单处理>） 

“没问题” 

于是，妻子准备开始做

饭，此时接到儿子的电话 

“妈妈，今晚我想带几个

同学回来吃饭，好不好？”（再

来一订单） 

“不行呀，儿子，爸爸和

姐姐晚上都要带几个同事回

来，这样吧，你晚上和同学到

麦当劳好不好”（7.2.3 顾客沟

通<取消客户订单>）„„ 

回绝完儿子后，妻子开始

做饭，先把饭放在电饭煲中，

于是开始洗菜，切菜，炒

菜„„（7.1 产品实现的策划<

过程设计和实现>），发现宫保

鸡丁好久没有做了，都忘了，

于是找来《川菜 365》（7.5.1 生

产和服务的控制<b、必要时，

获得作业指导书>），于是炸花

生米、炸蘑菇、拌芡粉，忙得

不亦乐乎，自己尝了一块

（8.2.4 产品监视），感觉不

错，于是起锅上桌（产品交

付）。 

丈夫吃了一块（7.4.3 采

购产品的验证），发现宫保鸡 

 

丁不够熟，嘟哝了一句（7.2.3 

顾客沟通<顾客抱怨>），然后

叫妻子回锅（8.3 不合格品控

制<返工>），同事吃了一块，

圆场道：“不错，这样吃起来

味道正好，嫂子也一起来吃

吧”。（8.3 不合格品控制<让步

接收>）。 

妻子连忙解释说：“估计

是时间不够，（8.4 数据分析）

下次一定注意稍微长一些

（8.5.3 预防措施），请各位慢

用。” 

 “嫂子好手艺，这是我

吃过的最好的一顿饭了”（最

终达到顾客满意）„„ 

等大家吃好喝足，送走客

人后，疲惫不堪的妻子一边收

拾（6.4 工作环境<整理清洁>）

一边对丈夫讲：“最近几个月

家里请客的频率特别高，你

看，家里的煤气灶是不是应该

换了，来个客人就不够用了

（6.3 基础设施<生产设备申

购>），最好能再雇个小保姆

（6.2 人力资源<人员申请>），

另外，你需要多拿些钱来贴补

家用” 

“家里的事情你作主就

好了”（5.5 职责、权限和沟通） 

这就是 ISO 质量管理体

系。 

（质检员 李钊摘抄） 

 

 

公司新来了一个漂亮前台叫 S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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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16949 认证标准的

制定，为汽车行业零部件

组织提供了一个建立质量

体系的模式。其根本目的

是从满足质量要求开始保

证顾客满意。这就体现在

一切为顾客着想，按顾客

的要求进行产品设计、制

造、检验与试验。所以说

是一种顾客导向型质量管

理方法。 

首先，按顾客的要求

进行设计。在进行市场调

研时，必须把握顾客对产

品的期望，而这些期望则

应包括明确的和隐含的期

望。TS16949 标准中明确

规定，供方要把了解到的

顾客期望纳入业务计划  

中进行评审和确认。在设

计的各个阶段，都要设法

满足顾客的期望，并能够

做到随时可与顾客沟通信 

息，如供方的 CAD 和 CAE 资

源的配置，应具有双向接口，

可与顾客的系统联接，以便互

通信息；对于由顾客决定的特

殊要求应认真加以标识，并能

有效传递；在批量生产以前，

须经顾客的书面批准等。 

其次，按顾客的要求进行

制造。TS16949 标准规定，供

方必须做好五个方面的工

作  ，即生产件批准程序

（PPAP），产品质量先期策划

和控制计划（APQP），潜在失

效模式和后果分析（FMEA），

统计过程控制（SPC）和 测

量系统分析（MSA）。其中，

生产件批准程序，实际上就是

顾客批准程序（包括样品，小

批以及生产要素发生变化），

目的是确定供方是否已经了

解顾客工程设计记录和规范

的所有要求，该过程是否具有

潜在能力，以在实际生产过程 

中按规定和生产节拍来生产满

足 顾客要求的产品。而生产制

造计划的制定与更改都需经顾

客的批准。当然，如何才能真

正按顾客的要求进行制造；除

了供方与顾客的不断沟通之

外，还有一点很重要；即要把

顾客的要求层层准确地传递下

去，一直到每个制造过程的操

作者。 

第三，按顾客的要求进行 

检验和试验。供方的检验标准

也需经顾客的批准，标准中规

定的检验方法、频次、接收准

则都要通报顾客，顾客应有书

面认可。同时，测量系统分析

是 QS 9000 所规定的主要内容

之一，要求将测量系统的误差

分析、测量数据的质量控制作

为重点，因为顾客所关心的是

供方测量系统是否处于受控状

态，只有处于受控状态，其检

测数据才能真实可靠，产品质 

 

量才能有保证。QS9000 还要

求当制造过程出现某种变动

时，要按顾客的要求进行产品

验证。此外，还有以下几个特

点： 

（一）它特别强调缺陷率方面

的要求，明确提出过程失效模

式及后果分析，以防止缺陷的

发生，而不只是找出缺陷。 

（二）提出行业特殊要求，即

必须持续改进，要求贯彻实施

全面的持续改进思想体系。 

（三）有的放矢。针对产品重

要特性和特殊特性，提出严格

的控制要求。 

（四）指出 TS16949 遵循的

基本原则是保证顾客满意，并

不断减少质量变差和浪费，使 

各有关方面都受益。 

（五）注重质量体系的有效

性。 

（技术质量部 白春明摘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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