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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近年来，党和国家把质量提升和认证认可工作放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2017 

年 9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明确提出完善国家合格评定体系，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2017 年 9 月 6 日，

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专题研究推进质量认证体系建设。党的十九大

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建设质量强国。2017 年 10 月 24 日出台了《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中发〔2017〕24 号)。2018 年

全国质检工作会议上，国家质检总局明确提出将着力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年”活

动，集中力量开展 3 年质量提升行动。2018 年 1 月 17 日，国务院印发了《关

于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吹响了质量强国建设的号

角，开启了质量认证促进质量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随着我国市场激励政策的不断完善，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创业热情，小型

微型企业数量快速增长，是大型企业不可或缺的伙伴和助手，在国民经济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整个供给体系看，

相对管理成熟的大企业，小微型企业产品和服务质量仍有较大提升空间，表现在

部分产品质量水平偏低，中高端产品和品牌竞争力不强，消费者对产品和售后服

务质量信心不足等现象，成为质量强国建设中的薄弱环节。究其原因，主要是中

小企业质量技术基础比较薄弱，质量管理水平有待提高，部分企业质量诚信意识

较为淡薄。小微型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亟待提高，亟需开展深入研究，寻求破

解之策。 

针对小微型企业的质量管理提升，国内外有了一些探索，但尚未不完善，且

缺乏行之有效的配套措施。国际上，ISO 针对新版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标准如何在小企业中应用，编制并发布了《小企业如何使用 ISO9001:2015》，内

容包括企业如何采用该标准、如何通过认证、QMS 应用方法的实用建议以及对

ISO9001:2015 各部分内容的详细指南等。国内检索到部分行业或机构自行研究探

索的应用或良好实践，但尚未形成一套系统、通用的制度或规范，特别是针对小

微企业管理运作特点和质量突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2. 研究目的 

为切实推进小微企业的质量提升，从企业应用、认证实施、机构认可、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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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持、政策推动等不同层面系统梳理研究，旨在指导小微企业以适宜的方式运用

质量管理体系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探索适应小微企业特性的认证认可实施方

案，引导企业获得质量认证，促进质量提升。 

加强质量强国建设的宣传和引导，提升小微企业运用科学质量管理手段提升

自身质量的能力，从而激发小微企业质量建设活力，促进小微企业发展，增强市

场竞争力，带动我国企业质量管理全面提升。 

3. 调研内容 

3.1. 调查国内不同行业的小微型企业质量现状，建立和未建立质量管理体系的

小微型企业质量现状，调查分析不同行业小微企业质量问题和制约因素，

研究小微型企业质量提升路径. 

3.2. 调查国内认证机构对小微型企业的质量认证审核现状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小微型企业认证审核方案及认证绩效优化。 

4. 调研工作安排 

由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牵头，负责制定调研方案，并组织安排对 10 个

典型行业进行调研，组织相关认证机构开展企业调研和对审核员、认证管理人员

的调研。 

行业牵头机构负责组织相关认证机构实施调研工作，并对该行业调研数据进

行分析，并形成行业调研报告。 

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负责调研实施过程中的工作协调，总体数据分析和

分行业报告汇总分析，形成调研总报告。 

南京钧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调研信息采集相关技术支持。 

5. 调研对象 

5.1. 国内 50人以下的小微企业。 

5.2. 国内经认可的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6. 调研样本 

6.1. 企业样本 

6.1.1. 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的抽样 

定向选取 10个行业，每个行业各 150个获证企业，共选取 1500 个获证企业

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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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指定的认证机构按分配的行业和数量，对本机构的获证企业进行抽样调

查。 

表 1：认证机构对获证企业调查的分配方案如下表： 

总体负责 
行业 行业牵头机构 调研机构 

调查企业

的数量 

中国船级

社质量认

证公司 

 

（总体负

责调研方

案制定、各

行业调研

组织安排、

调研工作

协调、数据

和分行业

报告汇总

分析） 

03 食品、

饮料 

方圆标志认证

集团有限公司 

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70 

北京埃尔维质量认证中心 45 

山东世通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35 

12 化 学

品、化学制

品及纤维 

北京三星九千

认证中心 

北京三星九千认证中心 46 

北京东方纵横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45 

北京中化联合认证有限公司 20 

广东中誉认证有限公司 30 

深圳华凯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9 

17 基础金

属及金属

制品 

北京联合智业

认证有限公司 

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 30 

北京兴国环球认证有限公司 30 

四川三峡认证有限公司 30 

中标联合（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30 

广东质检中诚认证有限公司 30 

18 机械及

设备 

中联认证中心 中联认证中心 61 

长城(天津)质量保证中心 30 

北京中鼎恒昌认证有限公司 30 

北京军友诚信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29 

19 电和光

学设备 

新世纪检验认

证有限公司 

新世纪检验认证有限公司 73 

深圳中标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60 

北京创源信诚管理体系认证有限公司 10 

必维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1 

北京中物联联合认证中心 6 

33 信息技

术 

广州赛宝认证

中心服务有限

公司 

广州赛宝认证中心服务有限公司 30 

北京泰瑞特认证有限责任公司 30 

北京思坦达尔认证中心 30 

中标华信（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0 

卡狄亚标准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30 

28建设业 北京中建协认

证中心有限公

司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5 

华信创（北京）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48 

华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25 

北京中水卓越认证有限公司 35 

河北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7 

29 批发及

零售业 

浙江公信认证

有限公司 

浙江公信认证有限公司 35 

北京恒标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30 

北京中润兴认证有限公司 30 

浙江全品认证有限公司 30 

http://www.baidu.com/link?url=TTZdZSgA2FUSkhCswvAkWOgqW7buPkcJOKYZktrz1aQta36Ibp_iL0QnRBJjsTKtm4X_6xsixwDPnrDYYfZ0dbSh5J6L8JbtqxCgnMiC6C9-PS3YDXDZBhJwVV8unTkgH2RjMNwGpPh7twlGt0auBQnTp10Mt-f0D8WIDPvejGrSMLNXTUR1lB-7vaNXhProdBWjdGELlapB-LRQ0M_9iHU9NkCOdJUJgZJ728oz13W
http://www.baidu.com/link?url=TTZdZSgA2FUSkhCswvAkWOgqW7buPkcJOKYZktrz1aQta36Ibp_iL0QnRBJjsTKtm4X_6xsixwDPnrDYYfZ0dbSh5J6L8JbtqxCgnMiC6C9-PS3YDXDZBhJwVV8unTkgH2RjMNwGpPh7twlGt0auBQnTp10Mt-f0D8WIDPvejGrSMLNXTUR1lB-7vaNXhProdBWjdGELlapB-LRQ0M_9iHU9NkCOdJUJgZJ728oz13W
http://www.baidu.com/link?url=TTZdZSgA2FUSkhCswvAkWOgqW7buPkcJOKYZktrz1aQta36Ibp_iL0QnRBJjsTKtm4X_6xsixwDPnrDYYfZ0dbSh5J6L8JbtqxCgnMiC6C9-PS3YDXDZBhJwVV8unTkgH2RjMNwGpPh7twlGt0auBQnTp10Mt-f0D8WIDPvejGrSMLNXTUR1lB-7vaNXhProdBWjdGELlapB-LRQ0M_9iHU9NkCOdJUJgZJ728oz13W
http://www.baidu.com/link?url=WpgeoiI4zJqp-5_9IAbpxBQeY_2gp_3msNbjqAB91L_4G14goe04i8yvQ-x9cvM1qF1GwgFBre1qeQXO0dj5XQxCR5L2A59r64qi3WxvOIjL9Y9gH2hOkoayUTBoNmgb4UW4iCHU0IqXdOAfcrTHwK
http://www.baidu.com/link?url=WpgeoiI4zJqp-5_9IAbpxBQeY_2gp_3msNbjqAB91L_4G14goe04i8yvQ-x9cvM1qF1GwgFBre1qeQXO0dj5XQxCR5L2A59r64qi3WxvOIjL9Y9gH2hOkoayUTBoNmgb4UW4iCHU0IqXdOAfcrTHw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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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认国际认证有限公司 25 

30 宾馆和

餐饮 

中质协质量保

证中心 

中质协质量保证中心 5 

中国质量认证中心 70 

北京新纪源认证有限公司 20 

中球联合国际认证（北京）有限公司 2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

公司 

53 

31 运输和

仓储 

北京中经科环

质量认证有限

公司 

北京中经科环质量认证有限公司 30 

北京中安质环认证中心 30 

北京世标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30 

北京中联天润认证中心 30 

北京航协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 30 

6.1.2. 非定向或自愿参与的企业样本 

（1）通过网络自愿参与调研的企业，可以是获证企业，或非获证企业，数

量不限； 

（2）通过社会团体、行政单位等组织或召集企业参与调研，可以是获证企

业，或非获证企业，数量不限。 

6.2. 认证机构样本 

选取国内经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机构 50家。 

7. 调研方法  

7.1. 对企业的调研： 

7.1.1. 认证机构通过现场面谈或电话访谈等方式，对获证企业进行调研，由认

证机构填报《小微企业质量提升项目-企业调查问卷》； 

7.1.2. 非定向或自愿参与的企业自行填报《小微企业质量提升项目-企业调查问

卷》。 

7.2. 对认证机构的调研： 

  由认证机构组织对本机构的审核员和认证管理人员进行调查，综合反馈情况

后，填报《小微企业质量提升项目-认证机构调查问卷》。认证机构按表 1 所指

定的参与行业，每个行业提交 1份《认证机构调查问卷》。 

8. 调研数据及报告 

8.1. 企业调研数据提交 

8.1.1. 提交方法：请登录 https://junyuan.wjx.cn/jq/23982050.aspx 获取《小

微企业质量提升项目-企业调查问卷》并提交调查数据；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PgTculp24MTwvjYCwTDA-6a8FkWSdaIzuipAjufGIAQSHtvEH-JUvLeJPmnfym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PgTculp24MTwvjYCwTDA-6a8FkWSdaIzuipAjufGIAQSHtvEH-JUvLeJPmnfym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PgTculp24MTwvjYCwTDA-6a8FkWSdaIzuipAjufGIAQSHtvEH-JUvLeJPmnfym
http://www.baidu.com/link?url=DVPgTculp24MTwvjYCwTDA-6a8FkWSdaIzuipAjufGIAQSHtvEH-JUvLeJPmnf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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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第一阶段提交时间：12化学品、化学制品及纤维、17基础金属及金属制

品、18机械及设备、19电和光学设备、33信息技术等 5个行业的《企业

调查问卷》提交截止日期为 2018年 6 月 30日，各认证机构应于此日期前

完成数据提交。 

8.1.3. 第二阶段提交时间：03 食品饮料、28 建设业、29 批发及零售业、30 宾

馆和餐饮、31 运输和仓储等 5 个行业的《企业调查问卷》提交截止日期

为 2018年 12 月 31日前提交，，各认证机构应于此日期前完成数据提交。 

8.1.4. 南京钧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各阶段提交截止日期后一周之内所有数据

提交至至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8.2. 认证机构调研数据提交： 

认证机构于 2018 年 6月 30日前将《认证机构调查问卷》提交至项目组。 

8.3. 行业调研报告提交 

各行业牵头机构对调研结果进行分析，形成行业调研报告。 

8.3.1. 12化学品、化学制品及纤维、17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18机械及设备、

19 电和光学设备、33 信息技术等 5 个行业的调研报告于 2018 年 7 月 31

日前提交至至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8.3.2. 03食品饮料、28建设业、29批发及零售业、30宾馆和餐饮、31运输和

仓储等 5个行业调研报告于 2019年 1月 31日前提交至至中国合格评定国

家认可中⼼和中国船级社质量认证公司。 

9. 现场调查和企业座谈 

9.1. 现场调查 

9.1.1. 根据提交的数据和报告情况，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项目组和相关专家从每个行业中抽取部分企业

进行现场调查，了解真实信息。 

9.2. 企业座谈 

9.2.1. 根据企业反映的问题，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中心和中国船级社质量

认证公司从每个行业中筛选代表性企业并组织座谈，座谈时间初步定为

2018年 8月和 2019年 2月。 

http://www.baidu.com/link?url=6qgWnYS5WdFrKNESJx8e9741CclFXdFCY3fgPJjyUv9ziQNmVT4udsPhfE2R8o2f
http://www.baidu.com/link?url=f94elYM1sohf9w6IQeNn6MtFZljw4UuoX3-odHVcY3142pybJa-1bSllFRnBH--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