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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一、前言

履行社会责任是认证活动的本质要求，认证是向社会提供产品、管理体系或服务满

足标准和技术法规等特定要求的信用证明，其核心是“传递信任、服务发展”。坚持规

范运作、诚实守信是对认证机构的基本要求，也是认证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北京大

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简称 HXQC，以下简称 HXQC 或中心）始终将

社会责任理念纳入到中心的整体战略中，在市场开发、业务运营、安全环保、法人治理、

信息披露、职工权益保护等各方面能够切实履行应有的社会责任，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

的同时，积极承担对国家和社会的全面发展、自然环境和资源，以及股东、员工、客户、

供应商、社区等利益相关方所应承担的责任，注重企业社会价值的实现，较好的实现了

国家、社会、股东、员工、客户、供方以及合作伙伴共赢，积极推进环境保护、资源节

约与循环建设，热心参与社会公益事业，以自身发展影响和带动地方经济的振兴，促进

企业与社会、社区、自然的协调、和谐发展，为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为全面反映 HXQC 2014 年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重要信息，依据

《认证机构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和《认证机构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提纲指南（试行）》，

结合本中心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特编制本报告。本报告是中心落实科学发

展观，把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发展战略和经营管理，是中心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自觉行动。希望本报告能起到与社会各界沟通、交流的桥梁作用，能够加强社会各界

对本中心的了解，同时使中心更广泛的获得各界的监督和建议，以不断促进中心的进步

与发展。

HXQC 社会责任报告为年度报告，所引用数据大部分为 2014 年度的数据，由于统

计区间问题，可能会有出入，以上报认监委数据系统的数据为准；本报告覆盖 HXQC 本

部及所辖各分支机构；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本中心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HXQC 概述

（一）基本信息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英文简称 HXQC）是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注册（注册号为：110108001469761），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文

简称国家认监委、英文简称 CNCA) 批准（批准号为：CNCA‐R‐2002‐045）、中国合格评

定国家认可委员会（中文简称国家认可委、英文简称 CNAS）和大洋洲认可委员会（英

文简称 JAS‐ANZ）认可的具有第三方公正地位的认证机构，可为组织提供第二方审核、

第三方审核和公开培训、技术创新研发等服务。

（二）业务范围

HXQC 经 CNCA的批准可开展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

系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四个认证领域。

（三）组织机构及工作网络

董事会/董事长

总 经 理

副总经理

技

术

委

员

会

办

公

室

评

定

部

副总经理公

正

性

委

员

会

各

分

公

司

运

营

部

综

合

部

创

新

与

研

发

中

心

技

术

部

卓

越

服

务

中

心

技术委员会
管理者代表

各

办

事

处



HXQC 现设有分公司 6 个，分别是：河北分公司、安徽分公司、山东分公司、泰州

分公司、 杭州分公司、天津分公司。

HXQC 现设有办事处 6个，分别是武汉办事处、南通办事处、武汉办事处、福州办

事处、西安办事处、南昌办事处。

（四）公司治理

HXQC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建立有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另外根据行

业特点和要求，设立有公正性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各委员会均明确了相应职责和相互

关系，规定了相应的运作方式，目前均能够正常有效地开展工作。

（五）经营情况

序号 项目 2014 年度（截止 2014‐12‐31）

1 营业收入 7421.59 万元

2 上缴税收 657.09 万元

3 有效证书数量（张）
9995（其中：Q：5420、50430：723、F：192 、

E：2142 、S: 1518）

4 认证客户数量（家） 6417

（六）人力资源和与认证业务的匹配

HXQC 总部现有员工 51，审核人员 511 人（含实习），其中专职审核员 160 人，兼

职审核员 351 人，人力资源配置基本能够满足现有业务要求。审核人员具体配置和领域

分布置情况见下表：

领域 专职审核员（人） 兼职审核员（人）

Q 158 341

E 126 164

S 108 101

F 21 19（含实习）

（七）发展战略

HXQC使命：

提供有公信力的认证等高技术服务，致力于传播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和管理文明，

为客户和相关方创造价值。

HXQC价值观：



公正、友爱、责任。

HXQC愿景：

成为社会尊重信任的高技术服务组织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认证机构。

HXQC社会责任方针:

培养优良品德和卓越服务能力，致力于为客户、相关方和社会创造价值，努力营造和谐

共赢的环境。

三、HXQC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HXQC 从成立伊始便十分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且在相关规章制度中明确了相关社会

责任的基本要求。在 2013 年度制定了 HXQC 规章制度体系建设规划，其中对 HXQC 社会

责任的管理和实施进行了专项规划，并在相关制度文件中更进一步明细了对社会责任的

要求、职责及管控方法。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获证客户及相关方（公正

性监督委员会、社区）参与了 HXQC 社会责任的识别、确定和制度设计工作，目前 HXQC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基本建立。

四、HXQC社会责任履行情况

（一）遵纪守法、完善和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HXQC 严格遵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及《认证机构管理

办法》等相关法律和行业监管部门的相关法规，不断完善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和高级管理层构成的公司治理架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根据《公司章

程》赋予的职责，严格执行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集、召开和议事决策程序，

依法独立运行，履行各自权利和义务。

HXQC 在经营活动中能够认真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

守信，依法纳税，并主动接受认监委等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二）保障股东权益

HXQC 始终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建章建制，不断完善法人治理和内部

的规范化管理，通过管理层经营责任制、责任审计制、定期的股东大会和监事会等多种

措施，切实保障股东利益。HXQC 的中长期发展规划、每年度的经营计划、分配方案均

经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企业经营情况每年度向股东大会报告。

（三）坚持规范运作、诚实守信



HXQC 为规范内部管理，保证认证活动公正、科学和规范的运作，按照 IS0/IEC17021

等认可规范的要求，在市场开发、业务运营、人员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均建立相应的规

章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明确了关键控制点；成立了内部控制建设领导机构和三个专项

工作小组，定期进行流程测试和风险评价，并对内部规章制度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另

外还定期组织对审核人员、业务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培训，仅 2014 年就利用各种方式组

织开展 50 余次各种专项培训，提高了员工的业务能力和职业素质；还建立了获证组织

监督管理机制，明确了具体方法和手段，加强了认证活动全过程的控制，确保了认证活

动持续保持符合性和规范性。

认证的公信力在于认证活动获得社会的认可和信任，HXQC一直致力于以公平、公

正、客观的方式开展认证活动。HXQC为确保认证活动的公信力，制定了相关规章制度，

并通过不间断的宣传和检查来要求全体员工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和行业自律要

求，以真诚的态度和规范的做法对待认证客户和相关方，主动接受地方两局和客户的监

督，并保持与他们的沟通。早在 2013 年 HXQC 就已修订了“市场开发自律规则和审核

人员行为规范”，并建立了审核质量现场复查机制，与重点业务地区的地方两局建立了

联系热线，对全体认证客户进行了稽查回访和服务回访，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有效地提升

了政府、客户和社会公众对 HXQC认可度和信任感。

2014 年度 HXQC 在 CNCA、地方两局非例行稽查和 CCAA 市场稽查中未发生违纪违

规事件，未发生客户申、投折情况。

（四）合作创新、提升服务水平及能力

HXQC 一直努力追求创新，致力于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近几年 HXQC与国内外的相关大学及标准化相关单位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

与北京建筑大学之间开展科研合作；

与河北大学、齐鲁工业大学、西华大学技术监督学院合作开展认证行业及标准化

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与英国斯旺西大学和英国耶鲁学院合作开展新技术应用专项培训和标准化人才

培养；

与中国标准化杂志社签署合作协议；

HXQC借助国内外的专业技术力量，开展创新和新技术、新标准方面的研究工作，

为社会和客户培训了一批标准化方面的专业人才，2014 年度为数家客户提供了有关标准

化建设方面的技术服务。



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下发通知（国认标委秘函[2014]27

号），言及国际标准化组织合格评定委员会（ISO/CASCO）已通过《合格评定 管理体系

审核认证机构的要求 第 6 部分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审核与认证能力要求》的新工作项

目提案，并指定由第 40 工作组（JWG40）负责。为更有效地跟踪和参与该技术规范的

起草工作，并及时将该技术规范转化为我国国家标准，SAC/TC261 决定面向社会公开征

集专家成立 ISO/CASCO/JWG40 国内对口工作组，HXQC 技术委员会委员、南京创新研

究院院长李悦博士被吸纳为该工作组认证认可国际标准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为更好地提升自身能力，早在 2013 年度 HXQC 与相关方合作成立“宝鸡创新研究

院”，“南京大陆航星创新研究院”专门从事认证认可技术、标准化管理方面的研究和

推广，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好成绩。

2014 年 11月《中国标准化》杂志刊登了 HXQC 国际教育负责人、监事会主席吕小

华的访谈录。言及加强标准化国际教育和培训是推进中国标准化事业迈向国际、深入发

展的基础工程。为充分依托行业资源，开展认证认可标准化工作，中欧标准化学院正在

积极的培训高素质的从事国际标准化工作人才。

HXQC一直坚持开展ISO及其他国际标准化组织颁布标准的应用研究工作，始终站在

科技创新、技术创新、标准研究、认证认可（合格评定）和开发应用的第一线，积极参

与行业研究，主要成果有：

公司审核员陈明明老师撰写的论文《GB/T 28001标准和安全生产标准化的一体化

实施》在2014.5总第217期《中国认证认可》杂志中的“学术广场”上刊登发表。全国

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秘书处决定成立《合格评定 产品认证基础

和产品认证方案指南》等五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国家标准起草组。

2014年4月全国认证认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61）秘书处决定成立《合格评

定 产品认证基础和产品认证方案指南》等五项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的国家标准起草组，

于海峰博士、江芳博士、张洁共三位专家被吸纳为该国家标准起草组成员。

俞扬生老师撰写的论文《浅谈ISO14001：2004标准4.3.2条款的实施及审核》和俞扬

生与孔春红同时撰写的《HACCP体系在风鹅生产中的应用》均在“质量与认证杂志”上

发表。

并在 2014 年 10 月 30 日荣获由市科委、市财政部、市国税市地税局联合颁发的高

新技术企业证书。

（五）保护供方、客户权益



HXQC 奉行“诚信为本、客户为重、持续改进、共创未来”，即：以诚信守誉为立业

根本，不断听取客户的意见，努力改进服务质量和品质，力求实现合作双赢。HXQC 一

直努力实现与供方、客户和社会的良好共存，共创财富、共享成果；注重与各方的沟通，

与供方保持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良性关系，同时把客户的满意度作为衡量企业各项工作

的准绳之一，重视与客户的共赢关系，恪守诚信，共同构筑合作与信用的平台；另外还

坚持每年开展优秀认证客户和良好合作方的评选活动。

（六）防范商业贿赂

HXQC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的

精神和要求，依照制定的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工作方案的要求，积极开展治理商业贿赂的

专项工作，保护供方、客户权益。2014 年 HXQC 董事会、经营管理层、各部门及分支机

构认真贯彻落实相关文件精神，对治理商业贿赂工作进行动员和部署，要求中心的员工，

特别是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到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中去，坚决纠正和杜绝在经

营管理工作中的不良行为，并加强员工的廉政教育，从完善管理制度、加强内控、内部

稽查等方面，根除商业腐败的发生。

（七）环保节能减排

HXQC 积极践行环境友好及能源节约型发展，切实推进环境的可持续和谐发展。

通过宣传、贯彻中心的环境保护政策，提高所有员工的环境意识，倡导绿色办公；倡导

夏季少开空调，实施办公照明的分区管理，鼓励员工绿色出行，减少电能消耗和碳排放；

在办公及审核过程中，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并制定信息化专项规划，大力推进无纸化办

公。

HXQC 在现场审核过程中，采取多种方法向客户及相关方宣传 HXQC 的环保政策和

理念，向客户和相关方施加影响。

（八） 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服务社会

HXQC 努力在追求企业利润、创造股东财富的同时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社会

财富。在兼顾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活动，回报社会。在汶

川和玉树抗震救灾中，HXQC 和广大员工积极捐款捐物，捐款金额达到 3万余元；另外

HXQC 还积极参与助学活动，2010 年以来通过红十字会对内蒙古太仆寺旗等地的 12 名

因家境贫困而频临辍学危险的品学兼优儿童实施了捐助，此次捐助活动将持续到 12 名

学生高中毕业。2013 年度，在 HXQC 2014 至 2018 发展规划中更进一步明确了所倡导的

公益事业方向和战略，并在 2014 年组织员工为西藏阿里地区捐款捐物两次，成立 HXQC



社会公益事业工作小组，每年度制定公益事业支出专项预算，专门用于扶贫济困及支持

各项公益事业，并跟踪评估实施绩效。

（九）保障员工权益

HXQC 严格遵守《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依法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HXQC

所有员工均已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心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并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为全部员工办理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

险，另外还为每位审核人员购买了意外伤害保险。

HXQC 秉持“人才即企业财富”的理念，制定专项计划不断提高员工薪资水平和福

利待遇，吸引和保留高素质优秀人才，并为员工成长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空间。

HXQC注重与员工的沟通，尊重员工权利。中心倡导并推行“温馨企业文化”建设，

定期召开员工座谈会，进行员工满意度调查，与员工共建《航星期刊》等内部刊物。

HXQC 不干涉员工信仰自由，不因民族、种族、国籍、宗教信仰、性别、年龄等采

取歧视行为，实行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积极促进劳资关系的和谐稳定。为加强员工之

间的沟通交流，丰富员工的文化娱乐生活，还定期组织各种文体活动。

HXQC 注重员工的劳动保护和权益保护，每年组织员工进行健康体检，并根据国

家法律规定充分保障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员工享受带薪年假，另外每年还组织员工进行

旅游。

HXQC坚持不定期地对安全生产进行检查，并组织员工参加消防逃生等安全生产知

识培训和演练，有效地提高员工的自我保护能力。最近三年，HXQC 未发生因违反安全

生产所导致的工伤事故。

HXQC注重员工培训与职业规划，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为员工提供成长与发展

机会，激励员工贡献并与企业分享成功。

五、结语

2014 年对于航星人而言是不平凡的一年，全体航星人锐意进取，发奋图强，在改

革中谋求发展，在拼搏中不断前行。《HXQC2014‐2018 五年发展战略规划》的出台就像

灯塔一样为航星的再次航行指明了方向。根据战略规划的统一部署，航星人在去年的一

年里不仅在运营方面递交了满意的答卷，在企业文化的建立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回望 2014 年，甘苦和荣耀同在。作为《 HXQC 2014‐2018 五年战略发展规划》开局

之年，面对机遇和挑战，HXQC 全体脚踏实地、严格自律，坚持以质量求效益、以服务



求发展，牢牢把控认证质量；管理层率领整个团队，采取多种措施，积极抢占发展先机，

持续提高整体实力，不断增强发展后劲，完成了公司预定的各项目标任务，为 2014 画

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HXQC 事业发展再攀新高峰。我们回眸一望，那些激动人心的点

点滴滴。

未来 HXQC 会更加坚定地把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到中心的发展战略中，将企业的持续

健康发展与企业价值观、人的价值观建设进行有机融合统一，从而推动社会环境的健康

和道德水平的提高。

展望未来，HXQC将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推进社会责任工作：

1、将社会责任要求纳入中心机制和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完善社会责任管理的

长效机制。

2、加强全体员工优良价值观建设，培养优良品德；在认证业务活动中勇于承担责

任，坚持诚信、公正、客观。

3、不断学习，努力创新，积极探索新的认证领域和新的服务方式，提升自身的服

务水平和能力，为客户、相关方及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4、利用认证业务活动积极向客户、相关方及社会倡导环境保护理念，推广节能减

排措施。

5、持续服务社会，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努力营造内外部和谐共赢的生存环境。

HXQC 真诚欢迎有关各方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单 位：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甲 12 号玉海大厦 7 层

邮 编：100143

联系人：杨兴

电 话：010-88263784

邮 箱：zhb@hxq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