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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数是0,1,2的检查点要写comment，分数是3分的检查点只要写Yes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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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Remark: xxxxxxxxxx

3. 如果不同的检查点但NC描述一样时，需要合并检查点序号开一个NC即可

No. Score Comments

A1

1.1 3 管理层可以通过以下至少一项表现出来：
１．　承诺满足客户的质量要求，产品安全和销售地法律法规要求
２．　方针上是否有“持续改善”或类似的字样

３．　建立了数据化易考核的质量目标，并定期考核质量目标的实施情况

A. Management Commitment and Continual Improvement管理承诺和持续改善管理承诺和持续改善管理承诺和持续改善管理承诺和持续改善

Requirements

Management Commitment管理承诺管理承诺管理承诺管理承诺

Is there evidence of top management's commitment to the Quality of their 

product? 是否有证据证明高层管理者对产品质量的承诺？

FACTORY ASSESSMENT REPORT

３．　建立了数据化易考核的质量目标，并定期考核质量目标的实施情况
４．　实施管理评审
５．　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

1.2 3 方式可能是张贴，工卡上印制都可。
如果访谈员工不了解，可以开NC

注意：这里的“安全”是产品安全的内容，比如法规涉及的重金属，小物
件等，不是人员的职业健康安全

1.3 3 组织结构图上是否显示有独立于生产的QA部门，现场核查确认QA与生产

部门相互独立（比如职责描述判断， 不合格的批准是谁等判断）

1.4 3 是否有职责权限的描述文件（可能在质量手册中5.5.1 “职责和权限”里， 

也可能有单独的《岗位职责》文件， 

对相应的岗位应有相应的职责和权限的描述。)

1.5 3 目标应是数据化的目标，易于定期考核，比如“产品每月批合格率达到99

%”，而不能“产品绝大多数合格”。

常见NC： 质量目标覆盖了少数职能部门，或目标项目太少。

一般来说各部门都可以有质量目标，比如采购部（进料合格率），销售部
（客户满意度，信息传达少于X天），QA（漏检错检），生产计划部（及

时交付率），生产部（产品合格率）等。

Are management's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clearly defined and 

understood? 各部门经理的职责和权限是否清晰定义和理解？

Has the factory established Quality objectives that can be 

measured?工厂是否建立了可测量的质量目标？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written Quality and Safety Policy that is communicated 

to all levels of the organization? 

工厂有文件化的质量和安全方针，并进行了传达？

Is there an empowered manager with QA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overall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issues? 

是否有授权的QA经理负责质量和安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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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3 当目标未达到时，应有相应的原因分析和改善方案，以确保达到目标和保
持。

1.7 3 产品售后与的客户沟通， 
包括质量，价格，外观，功能或其他期望等方面的信息的收集和处理。

方式可以是：书面客户满意度调查， 电话调查，客户拜访等方式。  

1.8 3

Has the factory regularly monitored the achievement of Quality objectives? 

工厂定期监控质量目标的达成情况？

What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or policies are in place to work with the 

external client, once the product is sold? 

工厂是否建立了产品售后与外部客户沟通的程序或政策？

Is there evidence that the factory invests in their product quality by doing the 

following: training employees, purchasing equipment, re-evaluating the quality 

of the product? 是否有证据证明工厂通过这些方式改善产品质量， 比如： 

培训员工，采购设备，重新评估产品的质量？

A2

2.1 3 核对是否采取了这些方式：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审核结果，数据分析，
纠正预防措施，管理评审，质量会议

如果要开NC，需要描述以上的哪些实施了，哪些未实施或实施得不够。

2.2 3

2.3 3 纠正措施应针对原因进行的纠正（工厂经常是原因分析不充分，导致纠正
措施过于简单，同类的不符合不断再次发生）

纠正：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所采取的措施（对不合格的处置，不涉及不
合格工作的产生原因，不合格可能再发生，即纠正仅仅是“治标”。）
纠正措施：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或其他不期望情况的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可能导致文件、体系等方面的更改，切实有效的纠正措施是从根本上消
除了问题产生的根源，可以防止同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因此就纠正措施是
“标本兼治”。）

33 Total Achieved Score = 33

Analysis and Continual Improvement 分析和持续改善分析和持续改善分析和持续改善分析和持续改善

Total Possible Score =

Are corrective actions recorded and appropriate? 

纠正措施是否记录了，纠正措施是否适宜？

Are actions taken (appropriate per the nonconformities encountered) to 

eliminate causes of 

nonconformity?是否采取了措施（合乎于遇到的不合格的影响）以消除不符合

的原因？

Is the QMS continually improved through the use of the Quality policy; quality 

objectives, audit results, analysis of data, corrective and preventive actions, 

and management 

review?是否通过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审核结果，数据分析，纠正预防措施，

管理评审的使用，持续改善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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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ore Comments

B1

1.1 3 参考C3.5

1.2 3 基于法规，异物管控，物理（利器，玻璃等），化学危害（可能为：重金

Requirements

Does the company establish a product risk assessment for each product or  

Requirements 要求要求要求要求
Is the factory aware of relevant legislation, mandatory requirements and 

industry/customer codes of practice applicable to the product for the countries 

of sale? 工厂了解产品销售国相关的法规，强制要求和工业/客户要求？

B. Risk  Management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风险管理                 

注意注意注意注意： ： ： ： 如果工厂没有风险程序如果工厂没有风险程序如果工厂没有风险程序如果工厂没有风险程序，，，，记录等文件化的资料记录等文件化的资料记录等文件化的资料记录等文件化的资料，，，，审核员也应该基于产品的风险审核员也应该基于产品的风险审核员也应该基于产品的风险审核员也应该基于产品的风险，，，，在工厂的实施方面给分在工厂的实施方面给分在工厂的实施方面给分在工厂的实施方面给分（（（（比如保留了法规相关的测试报告-比如保留了法规相关的测试报告-比如保留了法规相关的测试报告-比如保留了法规相关的测试报告-
重金属重金属重金属重金属，，，，食品接触食品接触食品接触食品接触，，，，实施了必要的利器控制实施了必要的利器控制实施了必要的利器控制实施了必要的利器控制，，，，防霉措施等防霉措施等防霉措施等防霉措施等），），），），而不是都打0分而不是都打0分而不是都打0分而不是都打0分。。。。

1.2 3 基于法规，异物管控，物理（利器，玻璃等），化学危害（可能为：重金
属），生物（可能为： 
霉菌）等，工厂是否评估了这些风险，并实施了控制。

注意： 
类似的产品，可以一起评估。非类似，则要分开，比如带电系列与非带电
系列

注意： 这里的“e.g. FMEA”是举例， 
工厂可以使用其他的风险评估模式，只要能把主要的风险评估，识别，控
制即可。1.3 NA

1.3.1 3

1.3.2 2

1.3.3 2

1.4 2

Risk level for each identified Hazard/Risk (e.g. Severe, High, Moderate, Slight) 

每个被识别危害/风险的严重度(比如严重,高,中,低)

Does the company establish a product risk assessment for each product or  

group of similar products, e.g., FMEA? 

工厂针对每一款产品或类似产品的系列建立了产品风险评估，比如失效模式分
析？

Does the product risk assessment have the following: 产品风险评估包括以下

Possible Hazard/Risk Identification (e.g. Chemical, Physical, Regulatory) 

可能的危害/风险识别(比如化学,物理,法规)

Whether the risk is acceptable considering the probability, severity and 

potential consequences of the affects on consumer safety (e.g., Not 

Acceptable, Review & Improve, Acceptable) 

是否考虑了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严重性和潜在的影响结果（比如不接受，评估
和改善，可接受）

Does the company conduct a process risk assessment of hazards potentially 

introduc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packaging or storage processes? 

工厂实施的风险评估是否覆盖了生产，包装或存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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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NA

1.5.1 3

1.5.2 3

1.5.3 2

1.5.4 3

1.5.5 3

A list of potential risk or hazard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生产过程潜在风险或危害清单

Control points to manage the identified risk to acceptable 

level控制点（管理被识别的风险至可接受的水平）

Accept / reject limits defined for each control point 

每个控制点定义的接受/拒收限值

Corrective action to be taken where a CCP is out of control 

当关键控制点失控时应采取的纠正措施

Does the process risk assessment identify the following: 

过程风险评估是否识别了以下：

Responsibility of Control Points控制点的责任人的职责

1.5.6 3

1.6 3 当需要从产品设计方面修正风险时

B2

2.1 3

2.2 3

2.3 3

2.4 3 风险评估培训记录或审核员可以看工厂风险评估的实施状况综合判断

Is the verif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 carried out prior to 

production?在生产前是否实施了风险评估的验证？

Records of monitoring & reviews 监视和评估的记录

Is the risk assessment regularly reviewed, at least annually or when changes 

are made to product design? 

风险评估是否定期评估了？至少每年一次或当产品设计造成变更时

If the assessment resulted in unacceptable risk, does the client go back to 

product design or customer for modification ? 

如果评估的结果为”不可接受风险“， 

工厂是否会从产品设计问题考虑或通知客户修正？

Verification of Risk Assessment风险评估的验证风险评估的验证风险评估的验证风险评估的验证

Is the risk assessment carried out by appropriate personnel (internal or 

external)?风险评估的实施是否由适宜的人员实施（可以是外部，也可是内部）

Where required by law, does the company document and verify the identity, 

qualifications and/or license of the person providing the safety review or risk 

assessment? 

当法律要求时，工厂文件化和验证了安全评估或风险评估人员的身份，资格和
证件

C:\Users\iris_liu\
Desktop\1.3A_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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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3

2.6 3

57 Total Achieved Score = 53

No. Score Comments

C.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质量管理体系

Where required by law, does the risk analysis include the testing results (from 

a qualified and accredited external/internal 

laboratory)?当法律要求时，风险评估分析包括了测试结果（来自认可外部或内

部实验室）

Has the company established a policy statement which has been 

communicated and understood by all staff involved with activities impacting 

product safety, law and quality? 

工厂建立了政策声明，所有人员都理解了自身岗位对所涉及的产品的安全，法
规和质量的影响

Total Possible Score =

RequirementsNo. Score Comments

C1

1.1 3 一般工厂没有设计和开发过程，但有打样过程，这个点NA

1.2 3 会在采购，测试等过程中把产品销售国的法规的要求考虑进去。比如欧盟
要求REACH，则会在采购合同中要求供应商提供REACH符合性声明或测

试报告 

1.3 3 评估的目的：识别存在的问题，在早期避免产品的各种不合格和缺陷。
如果只有打样过程，则看样品是否被批准，最好保留了批准记录。

1.4 3 是否有ECN（即工程变更通知，engineering change notice）

C2

2.1 3 无程序或标准0分，有程序但缺失给1分。

注意：如果是客户提供的原料，则不属于这部分的内容(应是客户财产的内

容C4.4)

Have criteria for selection, evaluation and re-evaluation of suppliers / 

subcontractors been 

established?是否建立了供应商/分包商的选择，评估和重新评估的标准？

Ar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changes identified and authorized and are 

records maintained to indicate conformity and technical 

assessment?设计和开发的变更是否识别，授权，并保留了记录以确保产品的

符合性和满足技术要求？

Is product design planned and controlled? For example, are procedures in 

place?工厂对产品设计和开发是否进行了策划和控制？ 比如，是否建立了程序

Does the factory have the customer's requirements and specifications?  How 

was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cal constraints considered during product 

design?工厂是否了解客户的要求和技术指标？在产品设计中，如何考虑技术限

制的整合？

Design and Development设计和开发设计和开发设计和开发设计和开发

Requirements

Are systematic reviews performed at suitable stag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lan?按照策划的安排，是否在适宜阶段实施了系统的评估？

Incoming Materials / Supplier Chain Management 进料控制进料控制进料控制进料控制/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供应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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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3 理解： 

对产品质量有重大影响的原料供应商的控制要严于普通原料供应商。有时
工厂会按照重要性将供应商分为A,B,C等几类，对每一类的控制方法会有所

不同，最重要类的供应商的要求会更严，或控制要求项目会更多，因其供
应的材料一般为成品的核心部件。

审核员核对：工厂只要按照自己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控制即可
。
注意：如果是母公司提供的原料，需要保留母公司的评估记录。

常见NC：

1. 参与评估供应商/分包商的人员不懂评估要求，

2. 无供应商/分包商评估记录（或评估项目不完整/不合理， 

比如评估服务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的评估内容应有所差异；没有具体数据

Is supplier control appropriate given the affect of the purchased product on 

subsequent product realisation or the final product?  Are pre-approval records 

or Annual assessment records 

kept?是否根据所采购产品对产品实现过程及对最终产品的影响大小来决定对供

应商的控制程度？  预先批准记录或年度评估记录是否已保留？

预先批准记录： 

针对未被批准的供应商，即还在试样，考查阶段，未在合格供应商清单中，只
有预先的登记。
年度评估记录：已被批准的供应商，在合格供应商清单中，需定期评估。

比如评估服务供应商和材料供应商的评估内容应有所差异；没有具体数据

2.3 3 分包商的控制程序.
常见方式有： 
分包后的产品的质量检验要求，保留检验或验证记录；派公司人员在分包
商的生产地现场进行生产监督放行，等。

2.4 3 常见NC： 

无更新的合格供应商/分包商清单（或确认已正常供货的供应商/分包商不在

合格供应商清单中）

注意：还在样品评估阶段的预批准供应商可以不在清单中，但会有登记表
2.5 3 一般在采购合同或订单中会有具体的描述，必要时还会附上图纸等资料

C3

3.1 3

3.2 3

3.3 3 现场抽查作业指导书，检验指导书等文件，确认是否有批准人。

Has the factory established a  documentation control and record control 

procedure? 工厂是否建立了文件控制程序和记录控制程序？

Is there any evidence that documents, such as working instructions, inspection 

instruction, etc. are not approved?  

是否有证据证明文件，比如作业指导书，检验指导书等未批准？

Is there a person assigned to document control? 

是否有指定的人员负责文件管控？

Has a systematic program been established for subcontractor control and 

validation of the subcontracted process / materials? 

是否有建立系统的程序以对分包过程/物料的分包商进行控制和验证？

Documentation Requirements 文件要求文件要求文件要求文件要求

Is there a current approved supplier list? 是否有最新的合格供应商清单？

Is the purchasing information (i.e specification, or legal requirement) 

appropriately delivered to the 

supplier?采购信息（也就是规格说明，或法规要求）适宜地传达给了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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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 ASSESSMENT REPORT

3.4 3 文件控制的要求除了要有批准人，还应有版本和修订状态，需要使用此文
件的部门应都收到此文件，应放在需要使用的地方，且应是最新版本（即
以旧换新了）。

空白表格也是文件（应该有版本号，可能含在文件编号内），但填写了数
据或内容后就变成了记录。记录应保留，证明工厂有按质量要求安排进行
有效地运作。

审核员可以抽几份文件和使用区域的文件的版本号核对，看是否按文件要
求进行了管理。

常见NC： 同一表格或文件有不同版本在工厂使用。

3.5 3 外部文件包括： 
客人提供的文件（比如抽样方案，测试手册，图纸等技术文件），产品销

Is there evidence that old documents or outdated procedures are still in use at 

the site? 是否有证据旧文件或过期的程序仍旧在现场使用？

Are external documents (Client's requirements, Laws and Regulations, product 

related standard, etc) identified and under controlled distribution? 客人提供的文件（比如抽样方案，测试手册，图纸等技术文件），产品销
售市场的法律法规，产品相关的行业标准。
比如：美国儿童产品重金属含量CPSIA， 玩具欧盟EN71，食品接触材料（FDA, EU Food 

Contact Safety, LFGB as equivalent），电子产品美国和欧盟的RoHS,欧盟REACH， 等

注意：
1. 客户的通知类文件不算，比如特定批次的出货时间，包装要求等。
2. 外部文件需建立清单
3. 标准要求变更的时候（一般每半年更新一次法规，应有渠道-
网站，测试第三方，新闻等来获得更新的法规），工厂要及时更新（包括
了收发文件的控制要求），以免失控导致产品被客户或市场法规限制而拒
收。比如玩具EN71-
3标准2013年7月前只要求8个元素，而之后要求19个元素了。所以标准更新
很重要。
4. 
审核员在开NC的时候要具体举例写出1~2个未收集或受控发放的文件名称，
以便desk top时易于跟进。3.6 2

C4

Is the most recent version of quality and working procedures available for 

required areas? 质量和作业程序的最新版本文件是否在需要的地方易于获得？

related standard, etc) identified and under controlled distribution? 

外部文件（客人要求，法规要求，产品相关标准等）是否被识别并受控发放？

Customer Focus, Customer Specifics, Customer Property and Compliance客户关注客户关注客户关注客户关注，，，，规范规范规范规范，，，，财产和符合性财产和符合性财产和符合性财产和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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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3 这个阶段一般是工厂的销售部门的职责

客户的要求一般有：产品数量，价格，性能，外观，交货期，产品销售地
的法规要求等

对普通订单的评审：工厂的销售部门负责人会评估并签字，确认后给生产
计划部排生产计划进行生产。
对特殊订单的评审：销售部门负责人不能确定是否订单里的要求都能满足
时，会要求工厂的相关部门一起进行合同评审，比如设计部改结构，人力
资源和生产部增加员工满足大订单，采购部对新物料的查找和询价等。合
同评审后会有方案出来，　是否接此订单，并与客户协商调整一些事项，
或者拒接此订单。

审核员可以抽查1-

Before acceptance of a  customer order, is there evidence to show that all the 

queries (such as specifications, packing requirements, delivery date 

requirement, etc ) have been settled? 

在接受客户订单前，是否有证据显示，所有的疑问（比如规格，包装要求，交
货期要求等）已被解决？

审核员可以抽查1-
2份订单，都有销售负责人确认签字，则符合。如工厂实施了打样确认，产
前会议要求，作业程序安排等措施以确保满足客户要求，给3分。

4.2 3 这个阶段一般是工厂的销售部门把要求传达给生产部，QA部等执行部门

4.3 2 客户资料： 合同，协议，订单

4.4 NA 客户财产：客户提供给工厂的供应品，比如组成成品的材料，包材等，或
者客户提供的知识产权（必要时，需要保密），比如配方，技术，资料等
。

注意“客户财产应被验证（确认是否符合质量要求，或其他规格书的要求
），贮存和良好防护（防止丢失，损坏或不适用等情况），发现问题应向
客户汇报。

4.5 3 无客户抱怨（投诉）程序， 则0分。有部分内容但不符合要求，打1分。

备注：　客户抱怨（投诉）程序，可能在别的程序的内容中， 也接受。        

Is customer property (if applicable) stored in a safe place, and protected? For 

example: micro chips, software, tools/equipment. 

客户财产（如适用）是否存储在安全的地方，且被良好防护？ 

比如芯片，软件，工具，设备等

Does the factory have a documented customer complaint 

procedure?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客户投诉程序？

Are records maintained on the most recent customer agreements and product 

specs for each product ordered? 

每款下了订单的产品的最新的客户协议和产品规范文件是否都保留了？

Does the factory have a process in place to make sure customer requirements 

are clear and understood before going into production? 

工厂是否有过程确保客户要求在生产前已清楚并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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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3

4.7 3 1. 无客户抱怨（投诉）记录则0分。有记录但不符合要求，打1分。

备注：　a. 
如果工厂说没有任何抱怨（投诉）记录，原则上不合理（可能是太多层中
间商导致的沟通问题，或者产品本身就是易耗品），但至少工厂应提供客
户满意度调查和改善措施记录代替。
       b. 投诉记录应包括：投诉内容，原因分析，纠正措施， 
验证效果， 投诉关闭与否的结论

Are there assigned personnel to handle customer complaints? 

是否有指定的人员负责处理客户抱怨（投诉）？

Are customer complaints closed out in a timely manner and are records kept of 

all complaints? Are complaints reviewed by upper 

management?客户抱怨（投诉）是否及时关闭，并保留了所有的记录？高层管

理者是否评估了这些投诉？

2. 

C5

5.1 3 仓库物料，半成品，成品应有日期或批号标识，以实施先进先出，并能追
溯。化学品应有有效期标识，以确保有效的化学品被使用。

5.2 3 对照客户的订单资料，查看是否有标识的要求，确认是否按要求执行了

5.3 3

5.4 3 没有程序打0分，有程序但不符合要求，打1分。

备注：　内容应包括召回小组，职责，及客户联系方式，召回时限规定等

5.5 3 无模拟召回记录打0分，有记录但不符合要求，打1分。

备注：　召回记录：被召回产品品名、批号、规格、数量、召回单位及地
址、召回原因及日期、处理意见等。 

对于未能召回的产品，工厂有无分析原因和采取相应的措施？ 

追溯有效性要求其实也已包括在内 （用于确定所有需召回的产品）

Are all finished products clearly identified in lots/batches during all stages of 

receipt, production, storage, 

shipment?所有的成品是否在接收，生产，存储，装货的所有阶段清晰识别了批

次？
Are finished goods labeled according to customer requirements,  legal 

requirements, or product 

specs?成品是否根据客户的要求，法规要求，产品规格进行了标识？

Do finished goods have full traceability back to the raw materials  if required or 

necessary?如需要，成品是否有足够的可追溯性，可追溯至原材料的信息？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written recall 

procedure?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召回程序？

Product Recall and Traceability 产品召回和可追溯性产品召回和可追溯性产品召回和可追溯性产品召回和可追溯性

Is the recall procedure tested at least once a year? 

召回程序是否至少每年测试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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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3 可能是修改召回程序，或增加必要的流程，资源等，确保召回程序的有效
实施

C6

6.1 3 没有程序打0分，有程序但不符合要求，打1分。

6.2 3 1. 
年度内部审核计划（内审员不能审核自己的工作，关于质量，GMP方面的审
核安排-
哪个审核员在什么时间审核哪个部门的代表，审核哪些ISO标准条款或检查
点），审核检查表，内审不合格项及其纠正措施和随后的验证实施纠正措
施的有效性。

2. 

If there is a problem, are further actions taken to ensure the recall procedure is 

effective? 如有问题，是否有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以确保召回程序有效？

Internal Audits内审内审内审内审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n internal auditing procedure? 工厂是否有内审程序？

Does the facility undergo internal audits on a regular basis? 

工厂是否定期实施了内审？

2. 
确认工厂内审的实施间隔，一般要求每年至少一次（有时因为某些原因，

6.3 3

6.4 3

C7

7.1 3

7.2 3 主要是关于产品规范等文件，资料不丢失，可以为恢复生产提供必要的软
件

电脑或服务器每天备份一次，3分。如果每周备份1次，则3分，频率再低，
则1分。

7.3 3

102 Total Achieved Score = 100

Does the internal audit team have adequate training, such as ISO9001, GMP, 

etc? 内审成员是否有足够的培训，比如ISO9001， GMP等？

Has the last internal audit report been reviewed by upper management? 

高层管理者是否评估了工厂最近一次的内审？

Is there a plan in place should the plant need to close down for a few days? 

How will it affect 

customers?是否有应对工厂关闭几天的计划？对客户的影响会如何？

Total Possible Score =

Business Planning业务应急计划业务应急计划业务应急计划业务应急计划

Does the factory have an emergency contingency plan to save data in the 

case of an emergency shut-down?  

当紧急关闭时，工厂是否有数据保留的紧急意外事件计划？

Is there appropriate data or server back up in case of an emergency? For 

example, are computers or servers backed up once a day? 

一但紧急事件时是否有数据或服务备份？ 比如，电脑或服务器每天备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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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ore

Comments  

客户要求做客户要求做客户要求做客户要求做GMP的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很简单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发现收到的货里有时外观看上因为发现收到的货里有时外观看上因为发现收到的货里有时外观看上因为发现收到的货里有时外观看上

去很脏去很脏去很脏去很脏（（（（比如有产品外盒上有灰比如有产品外盒上有灰比如有产品外盒上有灰比如有产品外盒上有灰，，，， 

有指纹有指纹有指纹有指纹），），），），立刻降低了产品的档次立刻降低了产品的档次立刻降低了产品的档次立刻降低了产品的档次。。。。 

更加严重的是更加严重的是更加严重的是更加严重的是，，，，有时发现一打开包装有时发现一打开包装有时发现一打开包装有时发现一打开包装，，，，有死的蚊子和蟑螂的尸体有死的蚊子和蟑螂的尸体有死的蚊子和蟑螂的尸体有死的蚊子和蟑螂的尸体，，，， 

还有更加恐怖的是有活的虫子还有更加恐怖的是有活的虫子还有更加恐怖的是有活的虫子还有更加恐怖的是有活的虫子，，，，遭到消费者的严重投诉遭到消费者的严重投诉遭到消费者的严重投诉遭到消费者的严重投诉。。。。

D1

1.1 3 现场观察光度和感受通风

Factory Facilities and Environment工厂设施和环境工厂设施和环境工厂设施和环境工厂设施和环境

D. Sites and Facilities Management工厂和设施管理工厂和设施管理工厂和设施管理工厂和设施管理

Requirements

Is the factory well lit and ventilated?工厂光照和通风是否合适

1.2 3

1.3 3 即废弃物不能和产品放一起，避免产品被交叉污染

1.4 3

1.5 3 布局主要考虑的应该是流程设计，比如高污染的流程不要和需要洁净的流
程混在一起。

1.6 3 建议离地、离墙10厘米以上，离顶50厘米以上，并留出通道

1.7 2 木制栈板容易吸湿而滋生霉菌，腐烂, 并容易脱落木屑, 不易清洗.

如有木制栈板在使用，应远离潮湿区域。使用前，应检查是否清洁，无木
头屑，无松动的钉子，以免交叉污染，不能与产品直接接触。

Are all pallets spaced an adequate distance from walls to facilitate cleaning 

and monitoring for pests? 

所有的栈板的摆放离墙有足够的距离，以便容易清洁和监控虫害？

Is the exterior of the facility including the grounds, parking lot & dumpster 

areas maintained in a clean and sanitary manner?  工厂的外部，包括地面， 

上下货区， 垃圾区域是否干净和卫生？

Is the factory designed to reduce risks to product quality? 

工厂的布局设计考虑了产品质量降被低的风险？

Does the factory have a flow, or does the layout of the machines and 

processes make sense to the production of the product? 

工厂的生产流程，机器设备的摆放和生产过程是否合理？

Are wooden pallets prohibited from wet areas? 

木制栈板禁止放在潮湿的区域吗？

Is the waste self contained so that it does not affect the product, production or 

safety? 废弃物是否装在容器内以确保不影响产品，生产或安全？

Version 1.0 Page 11 of 23 Printed: 2015/7/18



1. 图片报告必须要贴图片报告必须要贴图片报告必须要贴图片报告必须要贴“组织架构图组织架构图组织架构图组织架构图”，，，，“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营业执照营业执照”。。。。 如有质量方面的如有质量方面的如有质量方面的如有质量方面的“认证证书认证证书认证证书认证证书”也应插入图片报告也应插入图片报告也应插入图片报告也应插入图片报告

Date of Audit

#REF!

SGS Job No.

2. 

分数是0,1,2的检查点要写comment，分数是3分的检查点只要写Yes即可，
有特殊信息时，做备注。格式如下

Yes

Remark: xxxxxxxxxx

3. 如果不同的检查点但NC描述一样时，需要合并检查点序号开一个NC即可

FACTORY ASSESSMENT REPORT

1.8 2 即可回收，不可回收，有害废弃物等

1.9 2 普通废弃物一般为每日
工业有害废弃物要给有资质的公司处理

1.1 2 可清洁材料建造（平整、光滑、不起灰），应采用浅色、无毒、耐腐、耐
热、防潮、防霉、不易剥落材料涂衬，便于清洁消毒

1.11 3 防渗材料建造，设计应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易排水（最低处设置地漏，
地漏应能防止虫媒及排污管废气的进入或污染）。 
应尽可能保证工作环境干燥

1.12 3 门：应能自动关闭（可以是成本高的自动门，也可以是塑料帘-

Is waste removed from processing areas on a regular basis? 

废弃物定期从生产区域移走？

Are walls properly designed, constructed, finished and maintained?  

墙的设计，结构和保养是否适当？

Are the floors properly designed, constructed, finished and maintained? 

地面的设计，结构和保养是否适当？

Are all external doors tightly self-closing and adequately proofed against flies 

Are waste containers clearly identified as to their intended purpose? 

垃圾箱清晰被标识了使用意图？

1.12 3 门：应能自动关闭（可以是成本高的自动门，也可以是塑料帘-
离地小于2厘米，胶片重叠1/3， 
黄色最好，绿色次之），足以防止苍蝇和虫子的飞入，防止老鼠窜进车间
窗：需要开的窗应配有防止虫进入的纱窗, 所有玻璃不能破碎

Critical 1.13 3 对于化妆品工厂：
A：水质处理设备注意， 如2&3 有不符合，应开NC

1. 水质处理设备处理出的水的水量是否满足生产需求

2. 定期监测pH 

（1次/日）,电导率（1次/日,有时设备上已配有电导仪，可以直接读数）,微

生物（1次/月）等指标。每年第三方全面检测水质一次，保留测试报告。

3. 如有问题，应有相应的纠正措施。

4. 进入车间安装的管道应进行标示

B: 如果用量极少，可以用外购纯净水，保留测试报告以证明符合性。

对于非化妆品工厂，因为是市政饮用水，则给3分，有水质测试报告，给3

分。Critical 1.14 3

此检查点适用于化妆品工厂,否则NA

一般工厂使用储水罐，才要求这个装置(止回阀， 
比如工厂有加热水的储水罐，就需要在热水罐出水口加装这个装置，以免
交叉污染)。如果是自来水，其本身就有压力，不存在逆流的问题。

Are all external doors tightly self-closing and adequately proofed against flies 

and vermin? 外部的门是否自动关闭和足够防止飞虫和害虫？

Is the water supply to the facility and water used for processing 

potable? 供给工厂的水和生产用水是否适宜饮用供给工厂的水和生产用水是否适宜饮用供给工厂的水和生产用水是否适宜饮用供给工厂的水和生产用水是否适宜饮用？？？？

Are all water systems protected from back-flow and cross connections? 

Are all back-flow devices checked on a routine basis to verify 

functionality? 水系统是否能防止回流和交叉连接水系统是否能防止回流和交叉连接水系统是否能防止回流和交叉连接水系统是否能防止回流和交叉连接？ ？ ？ ？ 

回流装置是否定期被检查以验证功能是正常的回流装置是否定期被检查以验证功能是正常的回流装置是否定期被检查以验证功能是正常的回流装置是否定期被检查以验证功能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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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3 此检查点适用于化妆品工厂,否则NA

审核员看过滤好的水是否无明显的绿藻，如有明显的绿藻，则证明不清洁
，维护不当

1.16 3 故障设备如不能从生产区域移走，需临时维修时，应不会影响卫生，不污
染产品，无害虫躲藏地。

D2

2.1 3 应干净，无锈，可正常生产

2.2 3

Are there any treatment systems on water lines such as filters, chlorination 

systems, softeners, etc. and if so, are they maintained on a routine 

basis？是否有过滤器，加氯消毒系统，软化剂等用于水处理系统？ 如果有， 

是否被定期维护？

Is broken and malfunctioning equipment identified and tagged or removed 

from the floor? 坏的和故障的设备是否被识别和标识或从生产区域移走？

Is there an assigned employee to perform necessary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是否有指定的人员实施必要的维修和保养？

Is all equipment clean and in good condition? 

所有的设备是否干净并状态良好？

Factory Equipment and Test Equipment 工厂的设备和测试设备工厂的设备和测试设备工厂的设备和测试设备工厂的设备和测试设备

2.3 2 备用备件（易损耗，损坏件，可以及时更换）必须要有，以确保机器能迅
速维修和保养好后可以生产运转。

2.4 3 常见NC：部分保养设备没有保养记录，部分设备未列入保养计划

2.5 2 工厂确定测试所需的检测设备（需校准），需要做监视活动的监视设备不
需要校准， 比如，作为重量或数量测算的50KG的大秤。

检测设备与检验要求一致（主要指精度匹配，如果测试设备有几种测试程
序，则应选择匹配的程序）

Is there a scheduled calibration plan for test equipment? 

是否有测试设备的计量计划？

注意概念：
监视： 

使用监视设备，一般用在生产中，确定生产过程是否合格或正常。监视装置不
需要校准 （比如大型设备上的仪表）

测量： 通过测量，得到量值（比如检验），提供证据。测量装置需要校准。

maintenance? 是否有指定的人员实施必要的维修和保养？

Are there spare parts and repair tools available in the factory for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工厂是否有备用配件和维修工具以供维修和保养之用？

Is equipment properly maintained with maintenance records that are current? 

设备是否被保养了，并记录了当前的保养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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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3 按照规定的间隔（即校准周期）或在使用前，对检测设备进行校准或验证
应能溯源到国际或国家标准
内校：人员应有计量资格证或培训记录（或通过员工面谈了解其对校准方法，流程，校准的

了解，来出内校员是否合格的结论）。 工厂应建立内校作业指导书。 应有校准标准块。 

保留内校记录。

外校： 有资格的计量机构，保留计量报告。

保留校准记录
必要时进行调整或再调整（比如维修后， 

已更换测量配件或重新调校测量程序，两种形式皆为对测量仪器的重大变更，可以认为维修

后的测量仪器是新仪器，我们对待新仪器的方式通常是看厂家的合格证明、采购收据，一年

内是不需要校准的。如工厂无法提供证明，只好重新校准一次）
识别校准状态

常见NC：具体的测量设备没有校准，内校不规范（参考以上“内校”）

Are the calibration plans  traceable to specific international and national 

standards? 计量计划是否可以追溯到特定的国际和国家的标准？

注意：如果工厂内校精密的游标卡尺或千分尺，高精度天平等，需要配有
外校合格的标准法码或量块作为计量标准件。
如果是卷尺或钢尺这种粗略的测量工具，没有高精度的要求，可以接受对
比方式的校准。比如服装厂的卷尺不需要校准，仅需要工厂制定定期检查
、更换的制度，以确保刻度清晰，未变形。

2.7 2

2.8 3 计量好的仪器应贴有计量标签（设备编号-

以免与校准报告不对应或同类计量设备好几台在用，下次校准日期等内容
）。

D3

Critical 3.1 3 主清洁计划一般包括：
1. 清洁频率（存储，生产和包装区应实施每日清洁）
2. 

所需被清洁的设备，工具和区域（地板，墙壁，天花板，风扇，鼓风机，
架子，推车， 纱窗，通风排气网罩），

3. 分配到责任人。（比如有清洁工或责任到个人）

4. 清洁用的工具不能污染产品，比如不能用钢丝球清洁产品接触区域

Are calibration reports kept and recorded? 计量报告是否保留和记录了？

Is the test equipment properly labeled? 测试设备是否被标识了？

Foreign Contamination 异物污染异物污染异物污染异物污染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Master Sanitation Schedule (MSS)? 

工厂是否有主清洁计划工厂是否有主清洁计划工厂是否有主清洁计划工厂是否有主清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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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 3.2 3 卫生标准操作规程（化妆品厂要求严一些，其他工厂可以简单）：
1. 比如手（在工作前， 生产过程中感觉手脏时，休息后， 
打喷嚏，使用卫生间后，接触维修的设备或其它不卫生活动后）， 设备， 
车间，工作台，墙面等的标准清洁方法
2. 标准清洁方法可能会涉及： 
需要用于清洁的化学品（无色无味洗手液），化学品的浓度，接触时间，
温度，频率，冲洗流程，晾干（一次性毛巾或烘干设施）或重新清洁流程
。

注意：在清洁时，潮湿的地板要擦干，停下来的灰尘和污垢就会减少。工
厂地面不允许有死水坑。不允许用于清洁的水飞溅到盒子，物料，产品上
。在工作时间，避免擦好的地板和工作台面还很湿，因为水分越多，越会
引入灰尘，且环境也潮湿。3.3 3 审核员查看清洁记录，并现场评估工厂的卫生状况

Does the facility have written Standard Sanitation Operating Procedures 

(SSOP’s) 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卫生标准操作规程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卫生标准操作规程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卫生标准操作规程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卫生标准操作规程？？？？

Do records and inspections indicate that the MSS is being properly executed? 

检查记录显示主清洁计划已恰当实施了？
如工厂还有定期的卫生检查记录，则可给更高分

备注：如果现场发现有含霉迹象（黑色污点）的区域，包括顶，墙，地面
，工作台面等，则应开NC，最多给2分

3.4 3 如果设备维修了以后，需要确认设备维修后已经清洗干净（防止交叉污染
生产的产品），且正常生产前有检验工序确认设备已经正常才投入生产使
用。

3.5 3 培训时机： 

雇佣初期，或至少每年一次关于卫生方面的培训（看培训计划和培训记录
）， 或出现GMP有关的问题时（比如：生产及存储区域有饮料，食物； 

客户有投诉关于有异物在产品中时，比如有蚊虫尸体，头发，污物等）

3.6 3 适用于水需要作为产品原料的工厂。否则NA。

3.7 3 干净，无灰尘堆积，无霉斑，无蜘蛛网

Are all hoses stored off of the floor in a sanitary 

manner?水管按卫生要求离地摆放？

检查记录显示主清洁计划已恰当实施了？

Does the facility have measures in place such as a pre-operative inspection 

program to verify that cleaning methods are effective and that equipment is in 

good repair? 

工厂是否有措施，比如预操作检验程序，用于验证清洁方法的有效性及设备是
正常维修？

Does the facility conduct regular, documented sanitation training? 

工厂实施了定期的，文件化的卫生培训？

Are all floors, walls, ceilings, fans, blowers, racks, carts, etc. clean? 

所有的地板，墙壁，天花板，风扇，鼓风机，架子，推车， 

纱窗，通风排气网罩等是否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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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TORY ASSESSMENT REPORT

3.8 3 防止害虫的进入或污染

3.9 3 一般是指工厂的墙面，地面等是否采用降低风险的材料（比如瓷砖，不易
起皮材质等），易洁净的材料做的。 具体结合工厂的产品来看

Critical 3.1 3 查看
1. 工厂的程序是否包括玻璃， 利器， 

化学品，虫害控制的内容，如缺失，开NC。

2. 看工厂现场的实际控制状况，如有不符合，开NC

3. 

看是否有检查记录，如无检查记录，最多给2分。如有检查记录，且1&2符

合，给3分。

Are all floor drains clean and covered with grates? 

所有地漏是否干净并有格栅覆盖？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metal detection or foreign material program? 

工厂有金属检针或异物控制程序工厂有金属检针或异物控制程序工厂有金属检针或异物控制程序工厂有金属检针或异物控制程序？？？？

Is the facility designed, constructed and maintained to control the risk of 

product contamination?  

工厂的设计，结构和保养是否控制了产品污染的风险？

3.11 3 木制栈板或木制操作台容易滋生霉菌，腐烂, 并容易脱落木屑, 不易清洗.

如有木制栈板在使用，应远离潮湿区域。应检查是否清洁，无木头屑和松
动的钉子，以免交叉污染，不能与产品直接接触（与产品接触的，应用干
净的塑料制栈板或容器）。

注意：这里的木材控制不是我们所说的木材追溯FSC，雷斯法案。

3.12 3 1. 查看是否有文件化的程序

2. 现场观察控制状况
3. 

核对是否有破损或丢失的玻璃，碎塑料，针，刀片或其他尖锐物件的处理
记录

1,2 不符合，开NC， 1和2符合，至少2分，3也符合，给3分。
3.13 3 标识， 存储（酸碱混放， 化学品与易燃物料-木材，布料等混放）， 

与其他物料的相对存储区域也有安全性的不符合，给1分或0分

缺MSDS，通风， 

二次容器，仓库是否安装防爆灯，警告标识，化学品管理规定，给3分

备注：此点一般不能NA， 除非工厂连设备保养机油都没有。

Are chemicals and maintenance substances  properly marked and stored to 

prevent safety risks? 化学或保养物质是否被适当标识和存储, 

以防止安全问题发生？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written & documented wood control policy? 

工厂有文件化的木材控制程序？

Does facility have written and documented procedures for handling breakages 

or loses of glass, brittle plastic, needles or blades and or other sharp objects?  

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程序用于处理破损或丢失的玻璃，碎塑料，针，刀片或其
他尖锐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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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 3 害虫包括如啮齿类、鸟类、昆虫等。

内部人员实施：虫害控制程序，作业指导书，计划，杀虫记录或用药记录
，灭害装置（扑鼠器，灭蝇灯）位置图（编号，检查记录，确保定期清洁
），培训记录。

外部供应商提供： 

服务具体内容，靶标害虫的识别，杀虫剂使用列表，所有害虫控制设施在
工厂中的位置图，药的MSDS和样品标签，虫害控制记录，灭害公司资格

证件和技术人员的许可证文件
3.15 3Do pest control records indicate noted activity, deficiencies in the plant or 

structure that may lead to a pest problem and corrective actions? 

虫害控制记录显示了实施的虫害活动， 

工厂易于发生虫害的不足之处和易导致虫害问题的构造，及相应的纠正措施？

Does the facility maintain a documented pest control program that is either 

performed by in-house personnel or contracted by an outside provider? 

工厂有文件化的虫害控制程序，其由工厂内部人员实施或分包商提供虫害控制
服务？

3.16 3 灭鼠装置: 应沿外墙或出口门的两侧之一放置。

3.17 3 灭蝇灯: 

一般安装在门内侧旁边部分，目的是吸引房内的蝇虫，但忌讳安装在门正
对面(易将门外的蝇虫都吸引到室内)

还要注意：应开启，灯下不应堆放着物料、产品等或是在消毒设施旁，灯
上不应有大量死的蚊虫

Critical 3.18 3 如有可见动物粪便，巢, 
蜘蛛网，蚊子蟑螂的尸体等，则开NC（情况严重则0分，只是少量且远离产
品区域和仓库区域，可给1分）

3.19 3 可见家畜在生产和存储区域，给0分。未见，则3分。

165 Total Achieved Score = 161Total Possible Score =

Are there an adequate number of rodent control devices in the facility? 

工厂内是否有足够数量的啮齿动物防治控制装置？

Are flying insect traps properly located near exterior doors?  

灭蝇灯是否适当地摆放（靠近外门）？

Is the pest control program effective? 虫害控制程序是否有效虫害控制程序是否有效虫害控制程序是否有效虫害控制程序是否有效

工厂易于发生虫害的不足之处和易导致虫害问题的构造，及相应的纠正措施？

Are domestic animals prohibited from the premises?  家畜是否禁止进入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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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Score Comments

E1

1.1 3 深浅颜色布料或皮料隔开存储，或塑料袋隔离
化学品与其他物料，尤其是易燃物料（木材，布料，纸等）相对分开存放
如果房间是装有空调的，不允许冷凝水滴在产品，原料，工作台面和地面
上而污染产品
原料，包括包材应存储于干燥通风的区域，确保足够的空气流通。不要存
储于脏，潮湿的房间或可能漏水的打开的窗户边

1.2 3 通风，光度（生产和存储区域的灯：有屏蔽罩，或为防爆灯），清洁，整

Requirements

Is there a system to identify a storage area and its function for materials / 

products to prevent contamination? 

是否有系统识别物料/产品的存储区域和功能,以防止污染？

Warehouse Management仓库管理仓库管理仓库管理仓库管理

If applicable, is the storag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material/product 

E. Product Control 产品控制产品控制产品控制产品控制

1.2 3 通风，光度（生产和存储区域的灯：有屏蔽罩，或为防爆灯），清洁，整
洁，必要的温湿要求（比如木制品，纸品，真皮材料易霉变）

物料或产品不能直接户外放置，不能堆放过高（底下的物料箱是否已挤压
变形来判断）。另不能靠墙（日晒雨淋的外墙）存放，应隔开一定的距离
。不要直接放在地上。

确保集装箱的墙,顶和地面是完全干净和干燥后方可上货

注意：破损的玻璃，窗户和渗漏的屋顶对物料/产品的污染

备注：自2015年8月1日起， 
如果Costco发现产品有霉变的状况发生，Costco会下架所有的货品，另，
与工厂有关的产品，包括还在集装箱中的，还在工厂未出货的产品等，Cos
tco都会拒收以确保Costco品牌信任）

1.3 3 仓库物料，半成品，成品有标识（名字， 批号或收货日期等信息）
化学品应有有效期标识

1.4 3 仓库物料，半成品，成品应有日期或批号标识，以实施先进先出，并能追
溯。
化学品还应注意有效期管控

If applicable, is the storage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material/product 

sensitivity ? Such as IC, leather, wood, fabric etc. 

如适用，敏感物料/产品的存储环境是否适宜？比如IC, 皮料，木材，布料。

Is there a system to ensure correct stock rotation? (First-in, First-out) 

是否有系统确保正确的存货周转（先进先出）？

Are materials / goods clearly labeled with identification? Such as name, batch 

number or receiving date ? 物料/产品是否清晰被标识了？ 比如名字， 

批号或收货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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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即产品防护，防止产品搬运，运输中的可能的损坏

E2

2.1 3 即原料检验

审核员要抽查2-3款物料核对：
原料检验抽样方案，检验作业指导书（是否关键的检验内容缺失，是否规
定的某些参数是否合适，比如长度测量没有公差），缺陷分级清单（Criti
cal, Major, Minor）和参考样品

Incoming Material Control 进料控制进料控制进料控制进料控制

Are there procedures to monitor the suitability of transportation (trailers and 

containers) and check the stability of loading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product during delivery? 

是否有程序监控运输的适宜性（拖车和货柜）并检查装载的稳定性以确保在运
输中保持产品的完整性？

Has the factory established a sampling plan, inspection working instructions, 

defect classification lists and inspection samples for incoming materials 

inspection? 工厂是否建立了抽样计划， 

检验指导书，缺陷分级清单和参考样品用于原料检验？

注意：布料的检验一般采用百分比抽样办法（多数公司做法是至少10%抽样
），目前4分制用的比较多，多用于针织面料检验，有时用于梭织面检验，
10分制可用于所有面料检验，在内销企业也会采用国标进行检验。对于面
料判定标准，和面料种类，企业的成本及合作方的约定有关，可以规定自
己的得分标准判断接受与否。比如，四分制检验，精梳棉布/混纺棉布接收
标准为每匹得分一般小于30且每批小于25。
四分制定义：0~3 inch 扣1分， 3~6 inch 扣2分， 6~9 inch 扣3分，  
>9 inch或破洞 扣4分 （标准分值扣分要求，工厂不能变）
X（缺陷算分）*36(1码=36英寸)*100（扩大系数）/A码（长）*B英寸（宽
）=Y分/100平方码.(单匹)

2.2 3 现场抽查2-

3款原料，看，是否会按照检验作业指导书（样品）的要求进行检验，是否

会使用检验仪器，等

审核员要抽查2-3款物料核对检验记录确认：

1. IQC检验员抽样数是否正确, 

2. 

是否实际的检验与检验指导书的要求是否一致，是否漏检了项目，AQL比

要求的低（如果实际实施的AQL比文件要求严，给3分， 

文件方面的NC应开在A2.4）
3. 

2.3 3 即是否保留了检验记录。 如不合格，是否有要求供应商提供改善措施。Are inspection records kept? 检验记录是否保留了？

Have the incoming inspectors strictly inspected these materials according to 

inspection working instruction? 进货检验员根据检验指导书严格执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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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3 验证-
针对工厂没有能力检验的项目，工厂需通过查看供应商的出货检验记录或
符合性声明等确认是否符合要求，比如重金属含量。

检验-
工厂内部有能力检验，测量和测试，保留工厂检验人员的检验测试记录， 
比如外观

有时同一种物料是否合格要通过“检验”和“验证”一起进行。

备注：2015年8月1日起，如果产品包装中有放干燥剂，请工厂提供资料证
明此干燥剂为
1. “不含硅（二氧化硅）胶的干燥剂”

E3

Is the verification of purchased products adequate? For example, are letters of 

guarantee or certificates of analysis (COA's) or test reports for incoming raw 

materials, ingredients or packaging kept? 采购产品的验证是否足够？ 比如， 

原料， 配料或包材的质量保证书，或化验合格证明书， 

或测试报告等是否保留了？

Process Control 过程控制过程控制过程控制过程控制
3.1 3

3.2 3 1. 样板也是文件，注意是否有确认人的签名， 客户，款号等信息， 

必要时（样板损坏，不适用当前客户要求了等），需要更新样板
2. 包装工序包括在内

3.3 3 参数控制与作业指导书不一致，比如布料松布时间不够，粘衬之温度时间
压力未受控，电子行业未做到防静电戴静电手环和接地，烙铁，锡膏未按
要求管控，注塑机参数，水口料的混合比例不一致， 扭力矩等，则开NC

3.4 3

3.5 3

3.6 3 过程检验IPQC抽样方案，作业指导书， 检验记录

E4

4.1 3 可以是外部测试，也可以是内部测试

Is a pre-production meeting conducted to ensure that all problems are settled 

before mass production? 

是否实施了产前会议以确保所有的问题在大生产前已经解决？

Are work instructions / reference samples documented and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workplace? 作业指导书/参考样板是否易于在生产区域获得？

Does the factory conduct first piece samples with approval sample and 

specification sheet? Are the first piece samples inspection records kept? 

工厂是否实施了针对批准样板和规格书要求进行了首件检查？首件检查记录是
否保留了？

Product Testing and Product Claims 产品测试和声明产品测试和声明产品测试和声明产品测试和声明

Process Control 过程控制过程控制过程控制过程控制

Does the site assess the need for product testing? 

工厂是否评估了产品所需要的测试？

Are required production control parameters defined and controlled dur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要求的生产控制参数是否在文件中规定了， 

并在生产过程中实施了控制？

Are there adequate areas for in-process inspection / testing? 

过程检验/测试区域是否足够？

Are there in-process inspection procedures?是否有过程检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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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3 文件化的测试程序：针对内部测试

4.3 2

4.4 3

4.5 3

Are there documented test procedures?  Do they take local laws into 

consideration? 是否有文件化的测试程序？ 

是否考虑了产品销售国的法规要求？

If tests are outside the normal requirements, are they reviewed by factory 

personnel for reasons why?  

如果测试结果超出要求时，工厂相关人员是否分析了原因？

Are corrective actions taken when test fails? 

Is the testing of critical parameters undertaken by accredited laboratory (in-

house or third party) or the customer‘s designated testing laboratories as 

agreed? 

批准的授权实验室（工厂内部或第三方）或客户指定的实验室是否对关键参数
进行了测试？

4.5 3

E5

5.1 3 成品检验抽样方案，作业指导书， 
检验记录（是否按照要求进行了检验，是否有漏检等不一致状况）

5.2 3 目前还未收到Costco的AQL标准。 

工厂只要按照自己规定的AQL标准实施了即可。

5.3 3

E6

6.1 3

6.2 3 不合格品的隔离和标识
1. 未隔离，开NC。 
2. 标识是否会造成混用的风险，视情况确认是否开NC。

Critical 6.3 3 处理方式有：退回，返修，降级使用（注意：法规要求的，不能降级使用
， 比如重金属超标），报废，等。

Finished  Products Control 成品控制成品控制成品控制成品控制
Does the factory have procedures and working instructions for final QC 

inspection? 工厂有成品检验的程序和检验作业指导书？

Are corrective actions taken when test fails? 

当测试结果不合格时，是否采取了纠正措施？

If applicable, is there evidence that factory's AQL for Critical, Major and Minor 

defects are equal or stricter than the customer's? 如适用， 

是否有证据工厂Critical, Major and 

Minor缺陷的AQL是等于或高于客户的AQL？

Are all the inspection records properly retained? 

成品检验记录是否合适保留了？

Control of Nonconforming Product 不合格品的控制不合格品的控制不合格品的控制不合格品的控制
Has the factory established a Nonconforming Control Procedure? 

工厂是否有不合格品控制程序？

Are products / materials that do not conform to product requirements 

separated and identified to prevent unintended use or delivery? 

不符合要求的产品/原料是否隔离并标识以防止非预期的使用或交付给客户？

Are nonconforming products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Nonconforming Control Procedure?  

不合格产品是否按照不合格程序进行处置不合格产品是否按照不合格程序进行处置不合格产品是否按照不合格程序进行处置不合格产品是否按照不合格程序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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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Remark: xxxxxxxxxx

3. 如果不同的检查点但NC描述一样时，需要合并检查点序号开一个NC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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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3 抽查1-

2份不合格报告，确认返修的产品是否经过检验后再放行。如果没有复检记

录，则开NC。6.5 3

90 Total Achieved Score = 89

No. Score Comments

Total Possible Score =

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Competency 人员培训和能力人员培训和能力人员培训和能力人员培训和能力

Are corrected nonconforming products subject to re-

verification?返修后的产品是否经过重新验证（检验）？

Does the facility have written procedures for the determin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orrective action in the event of non-conformity relating to 

product safety and quality? Are records securely stored and readily available? 

当产品安全和质量不合格发生时，工厂是否有文件化的程序用于确定和实施纠
正措施？ 记录是否保留并易于获得？

RequirementsNo. Score Comments

F1

1.1 3 这个可能体现在以下或其他类似的文件中：
1. 每个岗位的职责要求文件中

2. 工厂对每个岗位招聘时的岗位要求

3. 员工岗位能力考核文件中

1.2 3

1.3 3

1.4 3

Requirements

Does the plan cover the necessary training per related positions? 

Such as for inspection employees: sampling, product inspection instructions 

and methods,  test equipment use, etc.

operators: operator training for manufactured products, operating machines, 

product defect identification, etc.

machine maintenance employees: machine safety, machine maintenance

test employees: related test standard for the retail market for products, test 

equipments use

calibration operator: calibration instruction training

培训计划按照相关职位的要求覆盖了必要的培训？比如
QC检验员：抽样，产品检验指导书和方法，测试设备使用等培训

生产工人：产品生产的操作培训，机器操作，产品缺陷识别等培训
设备保养工人：设备安全，设备保养，可能的设备故障和解决等培训
测试人员：产品销售市场的相关测试标准，测试设备使用等培训
校准人员：校准操作培训

Does the facility have a documented training procedure? 

工厂有文件化的培训程序吗？

Requirements

Has the factory established the training plan for the current year? 

工厂建立了本年度的培训计划？

Are personnel competent on the basis of education, training, skills and 

experience? 受雇人员是否基于适当的教育、培训、技能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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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3 工厂文件指作业指导书等

1.6 3

1.7 2 评估方式：笔试，面试回答，实际操作

1.8 3 验厂时，审核员验证培训的有效性不佳，比如QC不懂AQL，不懂怎样用测

试仪器，不懂测试内容和要求，验针机测试人员不懂异常处理, 等）。

24 Total Achieved Score = 23

Are training records kept? 记录是否保留？

Total Possible Score =

Are training materials available? (i.e. factory documents, prepared powerpoints 

or handouts.) 是否有培训教材?(也就是工厂文件， 培训PPT 或讲义)

Is there an evaluation of each training? 每个培训是否有评估？

Is there evidence that employees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ir job? 

是否有证据确认员工不熟悉他们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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