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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世界标准日主题:减损耗 增收益——标准提高效率
2012 年世界标准日祝词
IEC 主席克劳斯·乌赫勒博士 ISO 主席鲍里斯·埃里森博士 ITU 秘书长哈马德·图尔博士

挥潜力的最强有力手段。国际标准由来自世界各地

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国际标准化组织

的专家共同制定，是国际协商一致的最佳实践成果，

（ISO）和国际电信联盟

可用来检测、比对，以提高效率，减少损耗。

（ITU）制定的国际标准是提高效率的关键。可持续

例如，通过制定基础通用的技术规范，国际标

发展和金融风险等全球性挑战，迫切要求我们必须

准使不同生产者、销售商的产品、服务和技术，能

减少损耗，提高效率，实现更好发展。

够像拼图一样完美地匹配。国际标准为产品的通用

显而易见，效率就是以最少的损耗、最低的成

性和兼容性提供支持，为推动创新、促进新产品市

本和最小的投入，生产或提供最优质的产品或服务。

场准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国际标准还确保不同的

提高效率能够帮助各类机构实现效益最大化。因此，

国家和组织、立法机构和研究人员避免重复性工作，

在当今充满挑战和竞争的经济环境中，效率对于成

可以将节省的精力投入到其他更重要、更核心的优

功至关重要。

先领域。

当今世界竞争日益激烈且复杂多变，从经济、

国际标准中的先进技术资源向各方开放，众多

环境和社会角度来看，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在

的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分享这些技术成果。国际标准

更多的关键环节，采取更有力的措施，推进节约高

能帮助人们更加充分地利用人力和物力资源，显著

效。

提高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效率，增强参与全球竞
国际标准是帮助各类机构在全球市场上充分发

争的能力，实现以更低的损耗，快速地为更多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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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产品标签或安全等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增强消费

提供产品和服务。

者信心。

通过这种方式，标准促使各类机构更好地满足
客户需求，同时优化工作流程。立法机构通过引用

总之，IEC、ISO、ITU 制定的国际标准不仅对

国际标准，能更好地体现技术法规在全球范围内的

商业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还能显著提高效率，推动

协商一致性；能以国际标准为基础，制定更贴合市

全社会更好地利用资源，为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做出

场和消费者需求的技术法规。国际标准还有助于解

贡献。

“世界标准日”和“质量月”宣传活动力度大、效果好
江苏等地，利用签署合作备忘录，启动标准化示范试

按照总局和委领导关于世界标准日活动要务实、
宣传力度要大的指示要求，在今年世界标准日和质量

点、召开座谈会、深入基层调研等形式，推进质量月、

月活动期间，我委精心组织策划了系列宣传活动，大

世界标准日的宣传工作在全国各地取得更多的实效。
三是方式新。今年首次在工信部的支持下以手机

力宣传标准化工作，力度大，效果好。
一是范围广。据不完全统计，包括中央电视台、

短信形式宣传世界标准日主题及标准化工作。在质量

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主流媒体，以及质量报、国

月活动期间首次邀请多家媒体共同走进标准化工作

门时报和标准化杂志社等系统内媒体，共参与报道

基层进行宣传报道。以“标准助推质量发展”为主题

40 余人次，发布各类报道 50 余篇。中央台《新闻联

开展走进标准化示范区活动，我委先后组织 10 余名

播》以“我国将出台电子商务交易国家标准”为题播

记者分赴山东、广东、江苏、河南等地，进行实地采

出了在深圳采访电子商务标准化示范区的相关内容。

访，大力宣传报道标准化工作在农业、循环经济、高

这些报道覆盖电视、广播、报纸、期刊、网络等各类

新技术、服务业以及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领域示

渠道，网络转载量达到千余条。通过中国移动等三大

范试点中取得的成绩和成功经验，收到了良好的宣传

电信运营商，以手机短信的形式，在全国范围宣传世

效果。如《科技日报》对蓬莱市葡萄栽培综合标准化

界标准日，更是极大地扩大了宣传受众面。与此同时，

示范区建设成果的长篇幅报道，受到了读者的广泛欢

我们紧紧依托总局网站和“两报”努力做好质检系统

迎。

内宣传报道工作。活动期间在总局和我委网站开辟世

四是效果好。我委组织各行业部门、地方质监局

界标准日专栏，累计更新新闻近 60 条，总局质检工

开展了现场咨询、宣贯会、培训会、成果展，以及标

作简报刊登了世界标准日专题文章。质量报、国门时

准走进企业、社区、学校等各类宣传活动，并得到了

报、标准化杂志等报刊上进行了 7 次专版报道。

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媒体的大力支持，如广东省质监局

二是内容实。今年改变以往召开大型会议的模

在南方日报刊登世界标准日专版，福建省召开标准化

式，在世界标准日当天以“走进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工作表彰大会，宁夏召开标准创新贡献奖颁奖会议，

为主题举办了系列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制作了 90

新疆召开世界标准日庆祝大会等，都取得了良好的社

余块展板，充分展示全国标准化在科研、推广、应用

会反响。

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召开综合标准化主题交流会；举

总之，此次世界标准日和质量月的宣传活动，进

行国家标准馆开放日和全国标准化科技协作平台成

一步普及了标准化知识，提高了全民标准化意识，浓

立签字仪式等。支树平局长应邀出席了上述活动，并

厚了全社会支持参与标准化的良好氛围，达到了预期

对全国标准化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活动期

效果。
(国家标准委办公室)

间，陈钢主任和其他委领导还分别带队到山东、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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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项纺织机械行业标准批准发布公示完毕
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于 2012 年 10 月 15 日和 10 月 26 日对两批行业标准进行了批准发布公示，其中有
纺织机械行业标准 26 项，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序号

1

2

3

4

5

6

标准编号

FZ/T 92080-2012

FZ/T 93085-2012

FZ/T 93043-2012

FZ/T 92019-2012

FZ/T 93083-2012

FZ/T 93084-2012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内容

代替标准

纺织用回转式水过滤器

本标准规定了纺织用回转式水
过滤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和参数、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对纺织空调喷淋
系统、制冷系统，进行纤尘物过滤的
纺织用回转式水过滤器。

包覆纱机

本标准规定了包覆纱机的型
式、主要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对锦纶丝、氨纶
丝、真丝、橡筋线、金银丝（合纤）
和棉纱等进行单、双层包覆加工生产
的包覆纱机。

棉纺并条机

本标准规定了棉纺并条机的分
类与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棉、棉型化纤及中
长纤维纯纺、混纺的并条机。

FZ/T 93043-1997

棉纺环锭细纱机牵伸下罗拉

本标准规定了棉纺环锭细纱机
牵伸下罗拉的分类、参数与标记、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
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棉纺环锭细纱机
牵伸装置中具有沟槽或滚花形状的
下罗拉（集聚纺纱用下罗拉亦可参照
执行）。

FZ/T 92019-2004

水刺机

本标准规定了水刺机的型式与
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棉、粘胶以及合
成纤维为原料，生产卫生材料、合成
革基布、揩擦布等用的水刺机。生产
其他种类非织造布的水刺机也可参
照使用。

水刺机用水刺头

本标准规定了水刺机用水刺头
的型式与基本参数、要求和试验方
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棉、粘胶以及合
成纤维为原料，生产卫生材料、合成
革基布、揩擦布等非织造材料的水刺
机用水刺头。对纤维网进行预湿和起
网用的水刺头也可参照采用。

技术条件

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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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FZ/T 94047-2012

FZ/T 94060-2012

FZ/T 95018-2012

FZ/T 95017-2012

FZ/T 96023-2012

FZ/T 96027-2012

FZ/T 97017-2012

分条整经机

本标准规定了分条整经机的型
式、主要技术参数、技术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
FZ/T 94047-1999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棉、毛、麻、丝、
化学纤维及混纺纱线整经用的分条
整经机。

织造用真空吸尘设备

本标准规定了织造用真空吸尘
设备的术语与定义、参数与型式、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织布车间对粘附
在织机、织物、墙壁和天花板等表面
的纤尘物进行收集和净化的真空吸
尘设备。

预缩整理机

本标准规定了预缩整理机的分
类与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棉及其混纺织物，
使织物达到预定的缩率，并提高尺寸
稳定性和改善服用性能的预缩整理
机。

印花电脑直接制网机

本标准规定了印花电脑直接制
网机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及基本
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喷墨、喷蜡、
光学感光和激光烧灼成像方式的印
花电脑直接制网机，包括圆网印花电
脑直接制网机和平网印花电脑直接
制网机。

假捻变形机

本标准规定了假捻变形机的分
类、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涤纶、锦纶预取向
丝或其他花色丝进行牵伸假捻变形
（加弹）工序使用的叠盘式假捻变形
机。

摩擦盘式假捻器

本标准规定了摩擦盘式假捻器
分类、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涤纶、锦纶、丙纶
预取向丝的牵伸假捻变形（加弹）工
序使用的摩擦盘式假捻器。

针织横机针床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针织横机针床（含
针床上的插片、齿片）的基本参数、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和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针织横机、电脑针
织横机用针床；其它横机类针床亦可
参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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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Z/T 96023-2001

FZ/T 97017-1999

14

15

16

17

18

19

FZ/T 97026-2012

FZ/T 97027-2012

FZ/T 97028-2012

FZ/T 97029-2012

FZ/T 97030-2012

FZ/T 93062-2012

针织横机三角通用技术条件

本标准规定了针织横机三角的
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针织横机、电脑
针织横机用三角；其它横机类三角亦
可参照使用。

多轴向经编机

本标准规定了多轴向经编机的
术语与定义、规格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可实现多层多角
度铺纬（衬纬）的多轴向经编机。

双轴向经编机

本标准规定了双轴向经编机的
术语与定义、规格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具有一套衬经纱
系统和一套全幅衬纬纱系统的经编
机。

电子提花无缝成型经编机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提花无缝成
形经编机的术语与定义、规格参数、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压电陶瓷提花无
缝成形经编机。

压纱型贾卡拉舍尔经编机

本标准规定了压纱型贾卡拉舍
尔经编机的术语和定义、规格参数、
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复合针的压
纱型贾卡拉舍尔经编机。

针刺法非织造布生产联合机

本标准规定了针刺法非织造布
生产联合机的基本单元与参数、要
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以短纤维为原料，
通过梳理成网、用针刺法生产土工
布、合成革基布、防水卷材用基胎、
过滤材料、汽车内饰材料等的针刺联
合机。生产其他种类非织造布用的针
刺联合机也可参照采用。

本标准规定了测试喷气织机用
异形筘气流槽气压值的试验原理、仪
器、试样、条件、步骤和结果。
本标准适用于测试喷气织机用
异形筘气流槽气压值。

喷气织机用异形筘气流槽
20

FZ/T 94061-2012
气压值试验方法

5

FZ/T 93062-2003

本部分规定了测量集聚纺纱用
网格圈内周长的试验仪器、试样、条
21

FZ/T 93086.1-2012

集聚纺纱用网格圈试验方法

件、步骤和结果。

第 1 部分：内周长

本部分适用于测量棉、毛、麻、
化纤及其混纺集聚纺纱用网格圈内
周长。
本部分规定了测试集聚纺纱用
网格圈空隙率的试验原理、仪器、试

22

FZ/T 93086.2-2012

集聚纺纱用网格圈试验方法

样、条件、步骤和结果。

第 2 部分：空隙率

本部分适用于测试棉、毛、麻、
化纤及其混纺集聚纺纱用网格圈空
隙率。
本标准规定了提花机的型式与
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23

FZ/T 94062-2012

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提花机

本标准适用于与织机配套使用
织制商标、领带、毛巾、毯、装饰布
及各种服装面料的机械式提花机。
本标准规定了提花机花筒的尺
寸代号、型式、主要尺寸及所配用提
花纹板的规格。
本标准适用于截面为正方形或
24

FZ/T 90055-2012

正五边形、正六边形和正八边形的提

提花机花筒规格

FZ/T 90055-1994

花机花筒及所配用的提花纹板；提花
纹板打孔设备的冲孔模板尺寸规格
亦可参照使用。
本标准不适用于使用连续式提
花纹板的提花机花筒。
本标准规定了单面圆型纬编机
的产品分类及基本参数、要求、试验
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
输和贮存。
25

FZ/T 97003-2012

纬编机

单面圆型纬编机

本标准适用于针筒公称直径

FZ/T 97003-1991

305mm/12～1067mm/42 的单面圆型纬
编机。针筒公称直径小于 305mm/12
和大于 1067mm/42 的单面圆型纬编机
亦可参照执行。
本标准规定了双面圆型纬编机
的基本参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26

FZ/T 97004-2012

纬编机

双面圆型纬编机

本标准适用于编织罗纹组织、双
罗纹组织及其变换组织等织物的双
面圆型纬编机。针盘消极传动类型的
双面圆型纬编机亦可参照执行。

6

FZ/T 97004-1991
FZ/T 97011-1993

ܪᓰखݚস
新批准发布的纺织机械国家标准!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代 替 标 准

实施日期

GB/T 17780.1-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2-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2 部分：纺纱准备和纺纱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3-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3 部分：非织造布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4-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4 部分：纱线和绳索加工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5-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5 部分：机织和针织准备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6-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6 部分：织造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GB/T 17780.7-2012

纺织机械 安全要求 第 7 部分：染整机械

部分代替:GB/T 17780-1999

2013-06-01

新批准发布的有关标准
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代 替 标 准

实施日期

GB/T 983-2012

不锈钢焊条

GB/T 983-1995

2013-03-01

GB/T 1234-2012

高电阻电热合金

GB/T 1234-1995

2013-05-01

GB/T 2828.1-2003

2013-02-15

GB 3883.2-2005

2013-05-01

GB 3883.4-2005

2013-05-01

GB 3883.6-2007

2013-05-01

GB 3883.7-2005

2013-05-01

GB 3883.8-2005

2013-05-01

GB 3883.9-2005

2013-05-01

GB 3883.11-2005

2013-05-01

GB/T 2828.1-2012
GB 3883.2-2012
GB 3883.4-2012
GB 3883.6-2012
GB 3883.7-2012
GB 3883.8-2012
GB 3883.9-2012
GB 3883.11-2012

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
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螺丝刀和冲击扳手的
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非盘式砂光机和抛光机
的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电钻和冲击电钻的
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锤类工具的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电剪刀和电冲剪的
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攻丝机的专用要求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往复锯(曲线锯、刀锯)
的专用要求

GB 3883.20-2012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捆扎机的专用要求

GB 3883.20-2007

2013-05-01

GB 3883.21-2012

手持式电动工具的安全 第 2 部分：带锯的专用要求

GB 3883.21-2007

2013-05-01

GB/T 4662-2012

滚动轴承 额定静载荷

GB/T 4662-2003

2013-03-01

GB/T 4857.23-2012

包装 运输包装件基本试验 第 23 部分:随机振动试验方法

GB/T 4857.23-2003

2013-05-01

GB/T 5080.1-2012

可靠性试验 第 1 部分：试验条件和统计检验原理

GB/T 5080.1-1986

2013-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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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代 替 标 准

实施日期

GB/T 5080.2-2012

可靠性试验 第 2 部分：试验周期设计

GB/T 5080.2-1986

2013-02-15

GB/T 5117-2012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 5117-1995

2013-03-01

GB/T 5118-2012

热强钢焊条

GB/T 5118-1995

2013-03-01

GB/T 5953.3-2012

冷镦钢丝 第 3 部分：非调质型冷镦钢丝

GB/T 6379.3-2012
GB/T 7631.13-2012

2013-05-01

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度(正确度与精密度) 第 3 部分：

2013-02-15

标准测量方法精密度的中间度量
润滑剂、工业用油和有关产品（L 类）的分类 第 13 部分：
A 组（全损耗系统）

GB/T 7631.13-1995

2013-03-01

GB/T 7826-2012

系统可靠性分析技术 失效模式和影响分析（FMEA）程序

GB/T 7826-1987

2013-02-15

GB 8176-2012

冲压车间安全生产通则

GB/T 8176-1997

2013-06-01

GB/T 9536-2012

电气和电子设备用机电开关 第 1 部分：总规范

GB/T 9536-1995

2013-02-01

GB/T 9793-2012

热喷涂 金属和其他无机覆盖层 锌、铝及其合金

GB/T 9793-1997

2013-03-01

GB/T 9945-2012

热轧球扁钢

GB/T 9945-2001

2013-05-01

GB/T 10593.2-2012

电工电子产品环境参数测量方法 第 2 部分：盐雾

GB/T 10593.2-1990

2013-02-01

GB/T 12770-2012

机械结构用不锈钢焊接钢管

GB/T 12770-2002

2013-05-01

GB/T 12796.1-2012

永磁铁氧体磁体 第 1 部分：总规范

GB/T 12796-1991

2013-02-15

GB/T 12798-2012

磁性氧化物或铁粉制成的轴向引线磁心

GB/T 12798-1991

2013-02-15

GB/T 14123-2012

机械冲击 试验机 性能特性

GB/T 14123-1993

2013-03-01

GB/T 14975-2012

结构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14975-2002

2013-05-01

GB/T 15547-2012

锻钢冷轧辊辊坯

GB/T 15547-1995

2013-05-01

GB/T 15623.3-2012

液压传动 电调制液压控制阀 第 3 部分：压力控制阀试验方法

2013-03-01
GB/T 15706.1-2007,

GB/T 15706-2012

机械安全 设计通则 风险评估与风险减小

GB/T 15706.2-2007,

2013-03-01

GB/T 16856.1-2008
GB 15735-2012

金属热处理生产过程安全、卫生要求

GB 15735-2004

2013-06-01

GB/T 16940-2012

滚动轴承 套筒型直线球轴承 外形尺寸和公差

GB/T 16940-1997

2013-03-01

GB 17120-2012

锻压机械 安全技术条件

GB 17120-1997

2013-10-01

GB/T 17626.24-2012
GB/T 17626.30-2012
GB/T 18216.1-2012
GB/T 18216.2-2012
GB/T 18216.3-2012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HEMP 传导骚扰保护装置的试验

2013-02-01

方法
电磁兼容 试验和测量技术 电能质量测量方法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2 部分：绝缘电阻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3 部分：环路阻抗

2013-02-01
GB/T 18216.1-2000

2013-02-15

GB/T 18216.2-2002

2013-02-15

GB/T 18216.3-2007

2013-02-15

GB/T 18216.4-2007

2013-02-15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GB/T 18216.4-2012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4 部分：接地电阻和等电
位接地电阻
8

标 准 编 号
GB/T 18216.5-2012
GB/T 18858.1-2012
GB/T 18858.2-2012
GB/T 18858.3-2012

标

准

名

称

交流 1000V 和直流 1500V 以下低压配电系统电气安全 防护
措施的试验、测量或监控设备 第 5 部分：对地阻抗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设备接口(CDI) 第 1 部
分: 总则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设备接口(CDI) 第 2 部
分:执行器传感器接口(AS-i)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控制器 设备接口(CDI) 第 3 部
分：DeviceNet

GB/T 19869.2-2012

铝及铝合金的焊接工艺评定试验

GB/T 19876-2012

机械安全 与人体部位接近速度相关的安全防护装置的定位

GB/Z 25842.2-2012

代 替 标 准

实施日期

GB/T 18216.5-2007

2013-02-15

GB/T 18858.1-2002

2013-02-01

GB/T 18858.2-2002

2013-02-01

GB/T 18858.3-2002

2013-02-01
2013-03-01

低压开关设备和控制设备 过电流保护电器 第 2 部分：
过电流条件下的选择性

GB/T 19876-2005

2013-03-01
2013-02-01

GB 28736-2012

电弧焊机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2013-06-01

GB 28755-2012

简易升降机安全规程

2013-02-01

GB 28760-2012

弯管机 安全技术要求

2013-10-01

GB/T 28762-2012

数控剪板机

2013-05-01

GB/T 28763-2012

数控弯管机

2013-05-01

GB/T 28771-2012

型钢自动化焊接装备

2013-03-01

GB/T 28773-2012

齿楔带

2013-03-01

GB/T 28774-2012

同步带传动 米制节距 梯形齿同步带

2013-03-01

GB/T 28775-2012

同步带传动 米制节距 梯形齿同步带轮

2013-03-01

GB/T 28779-2012

滚动轴承 带座外球面球轴承 分类

2013-03-01

GB/T 28780-2012

机械安全 机器的整体照明

2013-03-01

GB/T 28781-2012
GB/T 28782.2-2012

气动 缸内径 20mm 至 100mm 的紧凑型气缸 基本尺寸、安装
尺寸
液压传动测量技术 第 2 部分：密闭回路中平均稳态压力的
测量

2013-03-01
2013-03-01

GB/T 28783-2012

气动 标准参考大气

2013-03-01

GB/T 28848-2012

智能气体流量计

2013-02-15

GB/T 28849-2012

SX 系列实验用箱式电阻炉

2013-02-15

GB/T 28850-2012

恒温槽与恒温循环装置 高温恒温槽

2013-02-15

GB/T 28879-2012

电工仪器仪表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2013-02-15

GB 28883-2012

承压用复合无缝钢管

2013-05-01

GB/T 28896-2012

金属材料 焊接接头准静态断裂韧度测定的试验方法

2013-05-01

GB/T 28897-2012

钢塑复合管

2013-05-01

GB/T 28904-2012

钢铝复合用钢带

2013-05-01

GB/T 28908-2012

高纯金属铬

2013-05-01

GB/T 28909-2012

超高强度结构用热处理钢板

2013-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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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编 号

标

准

名

称

代 替 标 准

实施日期

YB/T 5259-2012

镍铬电阻合金丝

YB/T 5259-1993

2013-03-01

YB/T 5353-2012

耐蚀合金热轧板

YB/T 5353-2006

2013-03-01

YB/T 5354-2012

耐蚀合金冷轧板

YB/T 5354-2006

2013-03-01

YB/T 5355-2012

耐蚀合金冷轧带

YB/T 5355-2006

2013-03-01

标准制修订信息
纺织行业标准《针织横机针床座通用技术条件》制定工作组
会议在常熟市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

会议开始前，东道主常熟市国光机械有限公司

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总经理顾振刚先生对工作组全体代表表示了热烈的

201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

欢迎，并对该公司进行了简要介绍，同时预祝会议

计划的通知”
（工信厅科[2012]119 号）和中国纺织工

圆满成功。

业联合会“关于下达 2012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在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标准质量部李岱

知”（中纺联科函[2012]39 号）的要求，《针织横机

先生的主持下，工作组全体成员对《针织横机针床

针床座通用技术条件》（其计划号 2012-0953T-FZ）

座通用技术条件》标准的初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

纺织行业标准制定工作组会议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

论。本着对行业进步和对用户负责的态度，全体代

在江苏省常熟市召开。

表畅所欲言，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会议取

近年来，国内针织横机（主要是电脑针织横机）

得了预期的效果。最后，全体代表一致同意由工作

发展速度迅猛，针织横机针床座是影响针织横机整

组组长单位——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按照会

机性能的主要部件之一。各生产厂家陆续开发了多

议提出的意见修改标准文本，以便尽早完成标准的

种不同类型针床座，但至今没有统一的标准。为了

征求意见稿并进行标准征求意见的工作。

规范行业内针织横机针床座的生产，制定《针织横

本次会务工作由常熟市国光机械有限公司承

机针床座通用技术条件》行业标准用以指导企业生

担，大家对于该公司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以及

产并适应针织横机市场的发展，同时对于我国针织

为会议提供的良好条件深表谢意。

横机技术水平的不断攀升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纺织行业标准《纺织机械 高速绕线机》制定工作组会议召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高速绕线机用于绣花线、缝纫线等成品线卷绕

“关于印发 201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成筒，该产品卷绕成筒速度快，效率高。高速绕线

知”（工信厅科[2012]119 号）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机在我国研发生产多年，迄今已形成高速发展势头，

会“关于下达 2012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行业已成规模。目前产品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要，

（中纺联科函[2012]39 号）的要求，
《纺织机械 高

也远销至海外市场。由于其行业标准至今尚未制定，

速绕线机》（其计划号 2012-0937T-FZ）纺织行业标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技术水平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

准制定工作组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14 日在浙江省杭

提高，同时也不利于行业内的有序竞争。
首先，会议东道主杭州长翼纺织机械有限公司

州市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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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岳琴总经理对长翼公司做了简单介绍并致欢迎

的初稿按照会议的讨论结果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

辞，他对代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同时预祝会

见稿，在行业内广泛征求意见。
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还参观了杭州长翼纺织

议圆满成功。

机械有限公司的制线车间。

会议由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标准质量部
李岱先生主持，工作组全体成员对《纺织机械 高速

本次会务工作由杭州长翼纺织机械有限公司承

绕线机》标准的初稿进行了逐字逐句、认真细致地

担，全体代表对于该公司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持

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会议全过程热情、

以及为会议提供的良好条件深表谢意。

积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大家一致同意将该标准

纺织行业标准《储纬器》修订工作组会议召开
领作用，因此很有必要对原标准进行修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会议由纺织机械电气系统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

知”（工信厅科[2012]119 号）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赵关红女士主持。慈溪太阳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高

会“关于下达 2012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山总经理代表东道主致辞，他向会议代表的到来表

（中纺联科函[2012]39 号）的要求，
《储纬器》（其

示热烈欢迎，对会议的召开表示大力支持，同时预

计划号 2012-0934T-FZ）纺织行业标准修订工作组会

祝会议圆满成功。
在赵关红秘书长的主持下，工作组全体成员对

议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在浙江省慈溪市召开。
储纬器是无梭织机的供纬装置，直接影响织机

《储纬器》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讨论。

的速度、效率和布面的质量。它是集机、电、磁、

本着对行业进步和对用户负责的态度，全体代表畅

传感器、电气控制、材料等多学科的机电一体化产

所欲言，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和建议，会议取得了

品。原标准 FZ/T 99007-2000 实施十几年来对无梭织

预期的效果。最后，全体代表一致决定由慈溪太阳

机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由于这些年来无

洲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张益淩副总经理按照会议代表

梭织机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提高，储纬器的性能有了

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标准文本，以便尽早完成标

很大的改进，原标准已不能起到技术推进、市场引

准的征求意见稿。

纺织行业标准《高速丝袜机》制定工作组会议在慈溪市召开
范、指导针织机械企业生产并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同时不断提高其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使国内产

知”（工信厅科[2012]119 号）和中国纺织工业联合

品与国际快速发展的丝袜机步调一致，制定高速丝

会“关于下达 2012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袜机行业标准是非常必要的。

（中纺联科函[2012]39 号）的要求，
《高速丝袜机》

会议开始，慈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平范先

（其计划号 2012-1446T-FZ）纺织行业标准制定工作

生首先代表会议东道主致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辞，他

组会议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在浙江省慈溪市召开。

对代表们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圆满成
功。

目前，国内丝袜生产企业使用的丝袜机大多为
进口设备，近两年来通过国内针织机械企业的不懈

会议由全国纺机标委会秘书处李岱先生主持，

努力，国产高速丝袜机已批量投入市场并逐步扩大

工作组全体成员对《高速丝袜机》标准的初稿进行

成规模化，基本改变了国外丝袜机一统国内市场的

了逐字逐句、认真细致地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

局面，也填补了我国高端袜机制造的空白。为了规

和建议，会议全过程热情、积极，取得了预期的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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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最终，大家一致同意由工作组组长单位——中

代表对于该公司给予工作组会议的大力支持以及为

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按照会议通过的意见和建

会议提供的良好条件深表谢意。
这次会议恰逢与第十三届中国（义乌）国际袜

议修改标准文本，以便尽早完成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子、针织及染整机械展览会（11 月 27～30 日）同期

并进行征求意见的工作。

举行，有几位会议代表在会议当天早上从义乌驱车

会议结束后，全体代表还参观了慈星股份有限

赶到慈溪来参加标准工作组会议。由此可见这些代

公司。

表对会议的重视、对行业标准化工作的重视。

本次会务工作由慈星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全体

纺织行业标准《纬编机 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修订工作组会议在泉州市召开
对针织机械的需求，为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的设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 2012 年第二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

制造提供依据和导向作用；同时也有利于行业的有

通知”（工信厅科[2012]119 号）和中国纺织工业联

序竞争。

合会“关于下达 2012 年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

首先，会议东道主泉州卜硕机械有限公司黄立

知”
（中纺联科函[2012]39 号）的要求，
《纬编机 双

震董事长对工作组全体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简

面提花圆型纬编机》
（其计划号 2012-0948T-FZ）纺

单介绍了公司开展标准化的情况,同时预祝会议圆满

织行业标准修订工作组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19 日在

成功。
会议由全国纺机标委会秘书处李岱先生主持。

福建省泉州市召开。
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是针织机械中专业化程度

工作组全体成员对《纬编机 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

较 高 的 产 品 之 一 。 现 行 的 行 业 标 准 “ FZ/T

标准的讨论稿进行了逐字逐句、认真细致地讨论和

97009-1991 纬编机 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制定的

推敲。大家畅所欲言，纷纷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

时间较早。当时是我国圆型纬编机制造业的初起阶

经过工作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达成了一致的意

段，技术上处于模仿期，不够成熟，更谈不上自主

见：将该项标准的讨论稿按照会议所通过的意见进

创新。所以该标准难免存在着不足，其中一些内容

行修改，然后进行征求意见的工作。

和技术指标已不能适应当今双面提花圆型纬编机产

本次会务工作由泉州卜硕机械有限公司承担，

品的提高和发展的需要，对行业技术失去了导向作

工作组全体成员对卜硕公司给予本次会议的大力支

用和执行意义。修订该项行业标准，以促进双面提

持深表谢意。

花圆型纬编机技术水平的提高，适应针织面料市场

标准化与质量论坛
浅析全面质量管理在民营企业中的运用
一、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及

的需要发展起来的现代化质量管理，现已成为一门

重用性

系统性很强的科学。全面质量管理内容和特点，概

（一）全面质量管理的概念

括起来是“三全”、“四一切”。“三全”——是

全面质量管理这个名称，最先是 20 世纪 60 年代初

指对全面质量、全部过程和由全体人员参加者的管

由美国的著名专家菲根堡姆提出。它是在传统的质

理。 “四一切”——即一切为用户着想，一切以预

量管理基础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营管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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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为主，一切以数据说话，一切工作按 PDCA 循环进

用，还可以提高市场的接受程度及认知程度，降低

行。

经营质量成本和现场维成本，减少经营亏损，从而
使企业的效益提升。另外全面质量管理的运用还可

全面质量管理(TQM)的定义是指为了能够在最
经济的水平上并考虑到充分满足顾客要求的条件下

以减少责任事故，从而保证企业的和谐与社会的稳

进行市场研究、设计、制造和售后服务，把企业内

定。由此可见全面质量管理对企业的发展起着非常

各部门的研制质量、维持质量和提高质量的活动构

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民营企业全面质量管理的运行中存在

成为一体的一种有效的体系。

的弊端

（二）全面质量管理的重要性

（一）误把 ISO 标准当作全面质量管理的上方

随着我国加入 WTO 多年，我国的民营企业在很
宝剑

多方面都要跟国际接轨。如果我们质量管理水平不

现在，很多民营企业还是把IS09000 标准当作申

能跟上国际的水平，我们的制造业将永远停留在初
级水平，而不能有质的飞越，也会被产业结构调整

请的过程，虽然按照 1S09000 标准操作，质量有了

所淘汰。另外从企业的成长历程来看我国的民营企

提高，但企业的文化并未因此而改变，领导也并没

业是从家族企业的创建开创事业出来的。不可否认

有全身心地投入。把ISO当作了标杆当做了一个噱

发达国家许多家族企业都带有家族色彩，但是其管

头。而且，尤其需注意的是TQM中所定义的质量是一

理层的革新已经改变了其价值观念，不光在企业管

个多维的概念，它不仅与最终产品有关，并且与组

理采用了科学决策程序，在人员任用上更是聘请职

织如何交货，如何迅速响应顾客的投诉等都有关。

业经理人来打理其公司。从以上的现实情况可以看

因此，我国民营企业要真正贯彻全面质量管理，还

出我国的民营企业必须切实推进全面质量管理应该

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流程、技巧、技术支持、

有强烈的紧迫感及使命感。而且全面质量管理的重

培训系统、企业价值观和文化等都做一个全面的改

要性已经在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中显现出来。如温州

进。ISO只是一个框架，好比造房子的一个空壳，提

有部分档次低的，没有核心价值，靠价格取胜的工

供必要的建设标准，里面实际家俱要靠企业自行去

厂已经陆续关闭工厂。质量要求的提高，也是由于

优化，调整。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经营理念不同。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使得老百姓更加注重产品

因此把ISO标准作为全面质量管理的上方宝剑是不

的质量及安全。而要做到质量的提高，就必须实行

合理的。

全面质量管理。只有实行了全面质量管理，企业的

（二）质量管理中缺乏全员参与

质量管理水平才可能进一步提高，才可能跟上国际

我国民营企业里面的员工往往认为质量管理是

的水平。全面质量管理的运用可以提高产品的质量，

少数人的事情，而与组织的其他人员无关。而实际

质量目标朝着更高的方向发展。全面质量管理中统

上，质量管理是包括组织、决策、控制、领导、激

计手段的运用，改善了产品设计方案，先期降低了

励等基本职能和预测、调研、计划、策划、咨询、

失败成本及后续因产品设计问题而引发的一系列成

协调、沟通、指导、执行、制度、监督、考评、培

本优化。全成质量管理的运用，加速成了生产流程，

训、任用、选拔及竞争、公关、广告、营销等主要

使流程加优化简洁。全面质量管理的深入开展，鼓

功能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的有机体系和过程，制订

舞员工的士气和增强质量意识。全面质量管理运用，

并执行规章制度只是质量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另

改进了产品售后服务，使得客供关系更加紧密，使

外，质量管理也不是组织中某几个人的事，而是组

客户对于所供产品更加信赖感。全面质量管理的运

织中全体人员的事。管理者是管理的主体，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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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如重复建设，这样的企业很难做长久。

者是管理的客体，只有两者相互作用和影响，才会
形成一个完整的管理过程。《细节决定成败》的作

企业基础数据管理更是一塌糊涂，没有一个成

者汪中求认为，全世界最难管的就是中国人，因为

熟的文件体系去支撑。要得到先前的数据，都因为

中国人都很聪明。有四个词很关键，也容易模糊：

资料的丢失，而找不到。这样作为经理人只能依靠

聪明、精明、高明、英明。聪明就是能正确感知世

资历经验凭空制定个决策出来。导致做出的决策，

界；精明就是急于表现自己的聪明，现代社会大多

轻者不合符合企业实际状况，遇到执行难，重者，

数人精明；善于掩饰自己的聪明叫高明；能够左右

使企业产生很大的内耗，增加失败成本。这就为何

高明的人叫英明。而中国企业里面往往是精明的人

现在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越来越重视导入 ERP 系统进

太多，高明的人太少，英名的人基本上没有。中国

行基础数据管理的原因。

企业的员工，往往是聪明的员工,把精力放在分析规

（四）在质量管理方面的经验论

则上，去寻找规则的漏洞，去违反规则。这样的员

很多民营企业认为管理主要靠经验和实践，管

工一多起来，企业往往就管不下去了。这样的问题

理是"无师自通"或"存乎一心"的事，轻视先进管理

在企业中屡见不鲜。

工具和方法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因此，在实际管理

（三）企业在基础数据管理方面缺乏必要的管

过程中既不注重学习新知，也不注意及时将经验升

理及维护

华为理论，造成管理粗放、经营短视，多凭主观决

基础管理好比是蹲马步。我国民营企业的管理

策、靠运气行事。往往导致企业管理效率不高、绩

基础还没有做好，甚至连经理人自身的岗位职责，

效不佳。我国的民营企业非常缺少管理的工具和方

要做什么事都说不清楚。企业在制定很多决策时，

法。我们企业的制度建设、管理规则非常抽象笼统。

没有科学的依据，没有真实的市场信息，有的是靠

很多企业员工手册的第一条是"热爱××公司"，剩

一两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凭借想象力来的。这样的

下的也都是些口号和空话。这是一本没有用的手册，

决策，会在今后的工作中造成问题重重，难以解决。

连最基本的做事原则和方法都没有，而企业中这样

一时一个政策，计划没有变化快，企业朝令夕改，

的薄弱环节不胜枚举。

（上）

小知识
质量管理常见名词概念解释
8、国家需要控制的重要产品质量标准。

48、强制性标准的范围：
1、药品标准、食品卫生标准，兽

49、强制标准可分为全文强制和条文强制两种形式。

药标准；

50、制定标准的基本原则：

2、产品及产品生产、贮运和使用

1、认真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中的安全、卫生标准，劳动安全卫生标准，运输安

2、充分考虑使用要求，并兼顾全社会的综合效益；

全标准；

3、合理利用国家资源，推广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

3、工程建设的质量、安全、卫生标准及国家需要控

使用要求的前提下，有利于标准对象的简化、选优、

制的其他工程建设标准；

通用和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4、环境保护的污染排放标准和环境质量标准；

4、相关标准要协调配套；

5、重要通用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和制图方法；

5、有利于保障社会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保护消费

6、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标准；

者利益，保护环境；

7、互换配合标准；
14

6、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有利于促进

6、批准阶段

对外经济合作和发展对外贸易，有利于我国标准化

7、出版阶段

和国际接轨。

8、复审阶段

51、制定标准的对象：“重复性事物”是制定标准

9 废止阶段

对象的基本属性。

56、标准化的常用形式：简化、统一化、通用化、

52、国家标准的制定对象：

系列化和组合化。

1、互换配合，通用技术语言要求；

57、企业标准化的基本任务：

2、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技术要求；

1、贯彻执行国家、行业和地方有关标准化的法律、

3、基本原料、燃料、材料的技术要求；

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4、通用基础件的技术要求；

2、贯彻实施有关的技术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5、通用的试验检验方法；

地方标准和上级标准；

6、通用的管理技术要求；

3、正确制定、修订和贯彻实施企业标准；

7、工程建设的重要技术要求；

4、积极承担上级标准的制定和修订任务；

8、国家需要控制的其他重要产品技术要求。

5、建立和健全企业标准体系并使之正常有效运行；

53、行业标准的制定对象：

6、对各种标准的贯彻实施进行监督和检查。

1、技术术语，符号、代号、文件格式，制图方法等

58、企业标准体系的构成：以技术标准为主体，包

通用技术语言；

括管理标准和工作标准。

2、工、农业产品的品种、规格、性能参数、质量指

59、国际标准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

标、试验方法以及安全卫生要求；

电工委员会（ICE）、国际电信联盟（ITU）。

3、工农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检验、包装、储运、

60、国外先进标准——指未经 ISO 确认并公布的其

运输、使用、维修方法及生产、储运及运输过程中

他国际组织的标准，发达国家的国家标准区域性组

的安全卫生要求；

织的标准，国际上有权威的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中

4、通用零部件的技术要求；

先进的标准。

5、产品结果要素和互换配合要求；

61、ISO/IEC 在其出版的导则中规定国家标准采用

6、工程建设的勘察、规划、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技

国际标准的六种方法是：认可法、封面法、完全重

术要求和方法；

印法、翻译法、重新起草法和包括（引用）法。

7、信息、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的技术要求及其管

62、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有：

理方法等要求；

等同采用（IDT、≡）和修改采用（MOD、=）。

54、地方标准的制定对象：

63、《产品质量法》自 1993 年 9 月 1 日实施。

1、工业产品的安全、卫生要求；

64、产品质量法规主要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2、药品、兽药、食品卫生、环境保护、节约资源、

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组成。

种子等法律法规的要求；

65、制定《产品质量法》的宗旨是：

3、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

1、为了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提高产品质量

55、标准制定的程序：

水平；

1、预阶段

2、为了明确产品质量责任；

2、立项阶段

3、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起草阶段

4、为了更好的维护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4、征求意见阶段

66、产品质量立法的基本原则：

5、审查阶段

1、有限范围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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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一立法、区别管理的原则；

7、程序——为进行某项活动或过程所规定的途径。

3、实行行政区域统一管理、组织协调的属地化原则；

8、组织——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得到安排的一组

4、奖优罚劣原则。

人员与设施。

67、产品质量法使用的主体是公民、法人和社会组

9、质量计划——对固定的项目、产品、过程和合同，

织。

规定由谁及何时应使用那些程序和相关资料的文

68、
《产品质量法》对企业管理的要求：生产者、销

件。

售者应当健全内部产品质量管理制度、严格管理制

10、质量策划——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制定

度，严格实施岗位质量规范、质量责任及相应的考

质量目标并规定必要的运行过程和相关资源以实现

核办法。

质量目标。

69、生产者的质量义务：保证产品内在质量，保证

11、质量控制——质量管理的一部分，致力于提供

产品标识符合法律规定，产品包装必须符合规定要

质量要求会得到满足的信任。

求，严禁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12、质量管理体系——在质量方面指挥和控制组织

70、销售者的产品质量义务：严格执行进货检验制

的管理体系。他致力于建立质量方针和质量目标，

度，保持产品原有质量，保证销售产品的标识符合

并为实现质量方针和目标确定相关的过程、活动和

法律规定要求，严禁销售假冒伪劣产品。

资源。

71、国家对产品质量采取的监督管理和激励引导措

13、质量管理的八项原则：以顾客为关注焦点；领

施：推行企业质量体系认证制度，推行产品质量认

导作用；全员参与；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

证制度，实施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制度，实施生产许

持续改进；基于实施的决策方法；与供方互利关系。

可证制度，实行奖励制度。

14、2000 版 ISO9000 族的核心标准：

72、企业质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能力要求：质量评定、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标准明确了

质量检验、产品开发和质量改进，质量审核，安全

质量管理的八项原则，能帮助组织取得成功，表达

环境鉴定。

了建立和运行质量管理、体系应遵循的基础知识，

73、社会中介质量专业技术人员的要求：质量认定；

并给出了质量有关的术语，用概念图表达各相关术

质量监督；质量仲裁；质量咨询，

语的关系；

第二章 质量管理体系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标准给了质量管

1、合格——满足要求。

理体系的要求，用于证实组织具有能力，用于内部

2、产品——过程的结果。（服务、软件、硬件、流

和外部评价满足要求的能力并增进顾客满意；

程性材料）

ISO9004《质量管理体系 业绩改进指南》标准为帮

3、过客——接受产品的组织和人。

助组织持续满足相关方的需要和期望、改进组织的

4、供方——提供产品的组织和人。

整体业绩和能力获得成功提供了指南（不拟用于内

5、相关方——与组织的业绩和成就有利益关系的人

审和外审，不用于认证和合同）；

和团体。

ISO19011《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6、过程——将一组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和相

标准为质量和环境管理体系的审核的实施和审核员

互作用的活动。

的资格的评定提供了指南。

（未完待续）

敬 请 各 位 委 员 、 网 员 尽 快 办 理 2013 年 入 网 手 续 !
——————————————————————————————————————————-——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1号第三置业A座6层
中国纺织机械器材工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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