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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说明

（一）发布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是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HXQC）

本年度发布的第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二）时间范围

2018年 1月 1日到 2018年 12月 31日。

（三）称谓说明

为便于表述，报告中“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也以“HXQC”、

“航星”、“中心”、“公司”、“我们”表示；“分公司”也以“分支机构”表示。

（四）数据来源

本报告所引用的 2018年数据来自公司正式文件和统计报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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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可靠性保证

本报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本公司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法人致辞

社会责任是全社会都应遵循和承担的共同价值理念，履行社会责任更是中国特色认

证事业应有的义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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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以“传递信任，服务发展”为宗旨的认证行业，履行社会责任

是认证活动的本质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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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XQC始终将社会责任理念纳入到公司的整体战略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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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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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我们将一如既往的把履行

社会责任的理念和要求根植于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和每一位航星人，用心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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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言

为全面反映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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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公司在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具体情况，特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是 HXQ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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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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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了解，同时使公司更广泛的获得各界的监

督和建议，以不断促进公司的进步与发展。

四、关于 HXQC

HXQC价值观：公正 友爱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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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成为社会尊重、信任的高技术服务机构和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组织。

HXQC的企业文化：严谨，高效，整合，创新，道德，责任，团结，互助，忠诚，

和谐。

HXQC的质量方针：公正、有效、严谨、高品质认证；热情、增值、诚信、航星式

服务。

（一）基本信息

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HXQC）是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

册（注册号为：91110108723960267A）,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批准(批准号为：CNCA-R-2002-045)，经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大洋

洲认可委员会（JAS-ANZ）和英国皇家认可委员会（UKAS）认可的认证机构。可为组

织提供质量管理体系（QMS）、环境管理体系(EMS)、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OHSMS)、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FSMS）、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信息安全管理

体系（ISMS）、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ITSMS）、能源管理体系（EnMS）等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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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体系认证；批发业和零售业服务认证；有机产品（OP）、良好农业规范（GAP）等产

品认证；还可以为组织提供第二方审核、第三方审核等相关业务。HXQC为中国认证认

可协会（CCAA）理事单位、中国社会福利协会理事单位、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中关

村高新技术企业；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会员单位；西城区和谐劳动关系单位。

HXQC总部位于北京，所属分公司有河北分公司、天津分公司、山东分公司、杭州

分公司、安徽分公司、泰州分公司、武汉分公司、南通分公司、青山分公司、郑州分公

司、常州分公司、福州分公司、太原分公司；办事处有西安办事处、贵阳办事处、上海

办事处、南昌办事处。

十九年来，航星秉承“共生和众享”的价值理念，与顾客和相关方“共同成长，共享

价值”。

（二）组织机构及工作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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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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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经营情况

序号 项目 2018年度（截止 2018-12-31）

1 营业收入 11344.75万元

2 上缴税收 974.96万元

3 有效证书数量（张）

（其中：Q：6625；50430：1318；F：328；H：
107；I：102；T：49；E：4031；S:3538；EN：
6；SC：17；OP：4；GAP：2）

4 认证客户数量（家） 9592

（五）人力资源和与认证业务的匹配

HXQC总部现有人员 50人，审核人员 729人（含实习），其中专职审核员 227人，

兼职审核员 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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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 ）

认证领域 专职审核员 兼职审核员

Q 217 294

E 174 174

S 168 155

F 20 22

H 13 7

I 7 3

T 4 1

EN 3 5

SC 33 17

OP 5 0

GAP 5 0

http://baike.baidu.com/view/3334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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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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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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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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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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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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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制度和内部控制流程，明确了关键控制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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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就利用各种方式组

织开展 5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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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审核质量现场复查机制和审核员微信签到机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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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度 HXQC在 CNCA、地方两局非例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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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为数家客户提供了有关标准

化建设方面的技术服务。

HXQC与美国 OneCert International Pvt., Ltd.（以下简称 OCI）合作开展 GOTS（global

Organic Textile Standard中文：全球有机纺织品标准），OCS（Organic Content Standard

中文：有机含量标准），GRS（Global Recycled Standard全球回收标准）和 RCS（Recycled

Claim Standard中文：回收声明标准）有机纺织品国际认证业务，并经国家认监委批准，

正式启动全球纺织品产品系列认证相关业务，业务主要面向众多出口型纺织类企业。

HXQC先后获得了室内环境达标认证；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资产管理体系、反贿

赂管理体系、医疗器械质量管理体系、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理体系认证共六个认证领域

的备案资格。进一步扩大了 HXQC 认证业务范围，其认证业务类别已经囊括了我国目

前管理体系、产品、服务认证三大类别。对打造综中有专、提升航星认证品牌的社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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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有着重要的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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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中国认证认可协会（CCAA）2018年度第五批继续教育课程和教师合格名单中

由北京大陆航星质量认证中心股份有限公司（HXQC）选送的《食品安全保障技术》课

程（主讲人：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教师于海峰博士）

荣耀入选；

2、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博士在中国棉纺织行业协会、

《棉纺织技术》期刊主办的“2018中国棉纺织总工程师论坛”就《棉纺织业 质量管理体

系升级认证要求和评价准则》作主题报告演讲；

3、HXQC 入围 CCAA组织 2018年度良好认证案例并出席评议交流活动，航星认

证（HXQC）委派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博士；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任审核员郑晓斌老师、周继军老师、周志玉老师参加。

4、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博士被吸纳为《合格评定 管

理体系审核认证机构要求 第 6部分：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审核认证能力要求》起草组

成员。

5、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江芳博士；HXQC 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任审核员柯章勇老师被吸纳为 ISO/CASCO/JWG51 工作组（设施管理体系）认证认

可国际标准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6、HXQC 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张晓玉老师；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博士被吸纳为 ISO/CASCO/WG52 工作组（过程方案指南与

示例）认证认可国际标准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7、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江芳博士；HXQC 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任审核员张莉萍老师被吸纳为 ISO/CASCO/WG53 工作组（道德声明-标签与支持信

息）认证认可国际标准国内对口工作组成员。

8 、 HXQC 技 术 委 员 会 委 员 、 主 任 审 核 员 柯 章 勇 老 师 参 与 起 草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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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CASCO/JWG50《城市可持续管理体系审核认证能力要求》。

9、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江芳博士参与起草为 《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 审核与认证机构要求》。

10、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博士参与起草为 《合格评

定 生物样本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应用指南》。

11、HXQC 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审核员于海峰老师撰写文章《Toward

understanding the key enzymes involved in β -poly (L-malic acid) biosynthesis by

Aureobasidium pullulans ipe-1》，在《Engineering in life sciences》国际杂志上刊登；

12、HXQC 技术委员会委员、主任审核员金帮琳老师撰写文章《GB/T 24001-2016

标准 9.1.2条款的实施和审核》和《GBT 19001-2016标准 9.2条款的实施及审核》被刊

登在《质量与标准化》杂志第 2018年 2月总第 310期和第 2018年 12月总第 535期；

文章《GB/T 24001-2016标准 7.4条款的实施和审核》刊登在《中国标准化》杂志第 2018

年 3月上总第 517 期；文章《GB/T 19001-2016 标准 4.1 条款中内外部环境风险评估的

实施》、《新版实验室认可准则 6.3条款中环境条件的实施及审核》、《实验室管理体

系 4.3.3条款的实施及审核》刊登在《中国认证认可》杂志第 2018年 5月总 265期、第

2018年 8月总 268期、第 2018年 10月总 270期；刘爱华老师撰写的文章《食品安全管

理体系的现场审核重点》刊登在《中国认证认可》杂志 2018年 6月总 265期；王三平

老师撰写的文章《以审核促进监理企业管理能效提升》刊登在《中国认证认可》杂志 2018

年 9月总 269期；蒋晓华老师撰写的文章《卓越绩效评价要素 A-D-L-I & Le-T-C-I在纠

正措施过程的应用》刊登在《中国认证认可》杂志 2018年 11月总 27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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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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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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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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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公司的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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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QC

倡导公益事业的持续发展，每年多次参与自闭症儿童帮助活动，每年数次向云南地区捐

赠生活用品、体育用品等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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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并按照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为员工办理了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住房公

基金和补充医疗保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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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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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XQC注重与员工的沟通，尊重员工权利。公司倡导并推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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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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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弘扬公司文化，让员工感受到 HXQC 大家庭的温暖，HXQC 每年不定期举办生

日 Party、圣诞、元旦活动等丰富多彩的员工活动，并且每年不定期举办员工团建以提

高员工的身体素质。

七、结语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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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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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甘苦和荣耀同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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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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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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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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安琪

电 话：010-88266216

邮 箱：zhb@hxq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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