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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所认证管理要求 

1 目的  

明确多场所的理解、可能的多场所和多场所抽样的原则，对多场所组织的评定、多

场所的抽样审核、多场所的审核时间、多场所组织及各多场所在认证证书的表达进行规

定，满足 CNAS-CC01:2015《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CNAS-CC11：2010《基于抽样

的多场所认证》等的要求。 

2 范围  

本管理要求适用认证公司各认证领域对多场所组织认证申请的评审受理、认证审

核、认证评定及认证证书表达。 

3 定义 

3.1 场所  

场所是指组织实施活动或提供服务的常设地点。 

3.2 临时场所  

临时场所是组织为在有限的时期内进行特定工作或服务而设立的，且不会成为常设

场所的场所（例如施工现场）。 

3.3 新增场所  

在认证范围内的场所外增加的场所或一组场所。 

3.4 多场所组织  

多场所组织是指组织有一个确定的中心职能机构（以下称作中心办公室，但不一定

是组织的总部）来策划、控制或管理某些活动，并且有一个由地方办公室或分支（即场

所）组成的网络来实施（或部分实施）这些活动。 

注 1：多场所组织可有多个法律实体，但全部场所与总部有法律或合同上的联系； 

注 2：属于一个共同的管理体系； 

注 3：总部及各场所进行了统一的内审、管理评审，中心办公室有权要求各场所在必要

时采取纠正措施。 

4 职责  

4.1 市场部负责确定申请认证的组织是否为多场所组织，并要求被审核方提交临时/多场

所清单； 

4.2 审核部根据被审核方确认的临时/多场所清单，进行审核方案策划并确定审核员时

间。将相关信息传递给审核组，审核组负责按多场所组织审核要求实施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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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认证决定人员负责依据多场所组织认证要求评审全部认证审核资料，并做出认证决

定。 

5  要求  

5.1 多场所的判定  

5.1.1 判定原则  

5.1.1.1 全部场所提供的产品、服务本质上应是同一种类，应基本上按相同的方法和程序

生产。  

5.1.1.2 有证据表明组织总部已按照审核标准建立了管理体系，并且整个组织满足标准要

求，其中应包括对相关的法规的考虑。 

5.1.1.3 组织的管理体系应按集中控制计划进行统一管理并接受总部的管理评审。全部相

关场所（包括中心管理）在接受认证机构的审核前,应按照组织的内部审核方案进行了审

核。  

5.1.1.4 组织有能力从包括总部和它的行政管理机构在内的全部场所收集和分析数据（包

括：体系文件和体系变化、管理评审、投诉、纠正措施的评价、内部审核策划和结果评

价、环境因素/危险源的变化和关联影响、不同的法律要求等），并证明其在需要时有权

力和能力进行组织变更。  

5.1.2 可能有下列固定多场所的组织（不限于此）： 

5.1.2.1 组织的分支-----例如：集团下属公司、勘察分公司（勘察分院）、设计分院、研究

分院； 

5.1.2.2 具有相同产品实现和服务提供过程的分厂、分车间、分队、分站等； 

5.1.2.3 销售网络（商业连锁店）；  

5.1.2.4 制造企业的销售网络；  

5.1.2.5 物业管理的项目； 

5.1.2.6 特许经营组织；  

5.1.2.7 服务性组织的固定服务网----供热、供汽、供电、电梯运行； 

5.1.2.8 金融组织的分支----如分理处、储蓄所等。 

5.1.3 可能有下列临时多场所的组织（不限于此）： 

5.1.3.1 建设、安装/组装/维修临时现场； 

5.1.3.2 建设、安装监理项目；  

5.1.3.3 工程勘察、地质勘察/勘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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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4 房地产开发项目； 

5.1.3.5 石油测井、固井、录井现场；  

5.1.3.6 楼宇智能化施工现场；  

5.1.3.7 服务性组织的临时服务网—供热、供汽、供电、电梯运行。 

5.1.3.8 交通运输线路； 

5.1.3.9 旅游线路。  

5.2 多场所组织的认证的实施  

5.2.1 答复询问  

市场部在接到客户的询问时，应将多现场审核的条件、抽样原则、收费、认证范围及其

他有关信息通告组织； 

5.2.2 合同评审 

5.2.2.1 市场部/审核部/合同评审人员在合同评审时应充分识别申请组织存在的多场所和

有无临时场所，并在合同评审记录中予以明确，并将组织的信息及“多场所申请表”或“临

时场所/项目申请表”传递审核组。另外还应注意： 

行业范围和识别申请组织的管理体系所覆盖的活动的复杂性和规模以及各现场之间的

差别； 

—组织的总部作为实施认证的合同方，各场所管理体系实施存在的差异，如不同的活动、

合同和法规的要求； 

—组织的临时现场情况； 

—对拟申请认证的活动所涉及的所有现场不准备同时进行认证时，合同评审时应在记录

中注明证书范围内的现场名称。 

5.2.2.2多场所组织的认证申请人在提出认证申请时应按要求如实填报“多场所申请表”或

“临时场所/项目申请表”，如有漏报项目，应在现场审核之前及时向审核部补报，如确认

漏报项目已影响到审核结论的客观性、有效性，认证公司将保留补充审核、撤消认证证

书等措施的权利； 

5.2.2.3 审核项目管理人员应根据场所所处位置、抽样原则等，合理策划含有多场所/临时

场所组织的审核人日。在实施抽样方案时，只要有抽样准则中的任何一方面未得到满足，

均不能以抽样的方法实施评定； 

5.2.2.4 当申请方要求发放子证书时，应在申请时明确提出要求。市场部/审核部/合同评

审人员在合同评审时应识别此需求信息，并传递至审核组。 

5.3 审核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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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审核计划和准备  

5.3.1.1 审核部根据合同评审的结果、抽样准则的要求，确定抽样和总人日数； 

5.3.1.2 通知审核组长、成员和申请组织； 

5.3.1.3 必要时可进行初访或预审核， 

5.3.2 文件和一阶段的审查  

5.3.2.1 文件审查时应注意须符合从总部扩展至各现场的要求； 

5.3.2.2 各现场的文件应与总部的要求协调一致； 

5.3.2.3 是否进行过统一的管理评审和执行总部的内审方案；  

5.3.3 多场所/临时抽样审核的原则  

5.3.3.1 多场所组织的各场所的产品/服务属于同一类（一般情况下为相同专业小类），且

产品实现过程和服务提供/环境因素及影响/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及风险基本上相同，可

现场抽样, 审核项目策划人员应记录进行多场所抽样审核理由和保存每次多场所抽样的

记录。如果不同场所提供的产品/服务及其实现过程不属同一专业小类，产品实现过程和

服务提供/环境因素及影响/职业健康安全危险源及风险不同，应分别对这样的场所进行

审核。如果要缩减对每个场所正常的全面审核，应由审核部提出申请和理由，报管理者

代表批准。 

5.3.3.2多场所组织的各场所按小类抽样，即同一小类的场所可一起计算场所总数，不同

小类的场所要分开计算现场总数；组织分支具有多层次时(如:总部/国家分部/地区分部/

地方分部),各层次都要满足抽样量要求。 

5.3.3.3 抽样要覆盖审核范围中的产品、活动和场所。监督审核如实在无审核范围中相关

产品和活动的场所，可以审核一年之内客观证据的资料，审核结果必须在检查表上详细

记录。 

5.3.3.4 增加一组新场所时，应独立确定样本量。以后的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再与原来的场

所一同抽样。 

5.3.3.5 每次审核、包括监督审核和再认证审核都必须对总部和最高管理层进行审核。 

5.3.3.6 现场的选择不一定在审核计划编制时完成，也可以在现场审核时确定。任何情况

下，均应通知被审核方总部被抽样的现场，以便有足够的审核准备时间。 

5.3.3.7 作为受审核方全部活动的评价，临时多场所的审核（包括抽样原则）与固定多场

所相同。 

5.3.3.8 当新的现场需要追加到已认证的多现场网络时，每批新现场都应视为独立的一组

确定样本量。在认证证书包括新现场后，往后的监督和再认证，应将新增加的现场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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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以前的现场数来确定样本量。 

5.3.4 多场所抽样样本的选择 

样本的选择应具有代表性和包含随机抽样的成分。25%的样本应以随机的方式进行抽

取；在选取剩下的样本时宜考虑到下面条款的规定（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并使在证书

有效期内选择的场所之间具有尽可能大的差别。 

● 内部现场审核和管理评审或以往认证审核的结果； 

● 投诉记录以及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其他相关方面； 

● 各场所在规模上的显著差异； 

● 在倒班安排和工作程序上的差异； 

● 场所的管理体系和过程的复杂程度； 

● 上次认证审核以来的变化； 

● 管理体系的成熟度和组织的理解程度； 

● 对于环境管理体系，考虑环境问题和环境因素及其关联影响的程度； 

● 文化、语言和法律法规方面的差异； 

● 地理位置的分散程度。 

5.3.5 多场所抽样的样本量  

每次审核抽样的场所的最低数量为： 

5.3.5.1 初审：样本应当为现场数量的平方根（Y=√X）取整到上界的整数。 

5.3.5.2 监督审核：每年度的样本应当为现场数量的平方根乘以系数 0.6（Y=0.6√X）后

取整数。 

5.3.5.3 再认证：样本数应与初审相同，如果体系在三年获证期间被证明是有效率的，样

本量可减少至现场数量的平方根乘以系数 0.8（Y=0.8√X）取整至上界的整数，总部每

次必须审核。 

5.3.6 多场所抽样的样本量也应根据体系所覆盖活动的风险分析结果增加或减少 5.3.4条

款的样本量（Y）。考虑风险因素的样本量（Q）的计算公式为：Q=KY，K 为风险系数，

Q 取整至上界；风险系数的确定具体见附件 1 的内容。 

如果对拟认证或获证管理体系涵盖的活动进行风险分析，发现有涉及下列因素的特

殊情况时，宜增加抽样的数量或频率： 

● 场所的规模和员工的数量（例如一个场所的员工超过 50 名）； 

● 活动和管理体系的复杂程度和风险水平； 

● 工作方式的差异（例如进行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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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从事活动的差异； 

● 对于环境管理体系，环境因素及其关联影响的重要性和程度； 

● 投诉记录，以及纠正措施和预防措施的其他相关方面； 

● 与跨国经营有关的任何方面； 

● 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的结果。 

5.3.7 多场所审核时间  

5.3.7.1 审核方案策划人员/审核组应根据每个场所的具体情况合理分配各场所的审核时

间。 

5.3.7.2 审核方案策划人员/审核组应依据《审核活动工作人日管理要求》，对每个场所（包

括中心办公室）计算人日数。 

5.3.7.3 如果中心办公室和（或）分场所不适用标准的某些条款，可以考虑减少人日数，

但进行大多数过程或关键过程的场所的人日数不能减少。审核方案策划人员应记录减少

人日数的理由。 

5.3.7.4 初次审核和监督所用的总时间为用在每个场所和中心办公室的时间之和，而且绝

不宜少于将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到一个场所进行（即组织的所有员工都在同一个场所）时

根据运作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计算出的审核时间。 

5.3.8 多场所组织的总部及整个网络的认证审核/监督审核，应由同一审核组同一名审核

组长完成。特殊情况下由多个审核组参与审核时，应由审核部确定一名审核组长负责汇

总各审核组的审核发现，进行纠正措施跟踪验证，并最终提交综合的审核报告； 

5.3.9 如抽样的场所总数与项目清单不一致，要在计划中说明。 

5.4 不合格项的处理与跟踪  

5.4.1 审核组长对单独的现场的审核发现，应调查其他现场是否受到影响，是否是整个体

系的缺陷。如果是，应要求组织在总部和所有现场采取纠正措施；如果不是，应要求组

织说明其影响的有限度，可只在该现场采取后续的措施； 

5.4.2 审核组长应要求组织提供采取措施的证据，必要时提高监督的频次和（或）样本数

量，直到确信被审核方已重新建立了控制。 

5.5 资料审查和认证决定  

5.5.1 资料审查组应对审核资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 

5.5.2 技术委员会在做认证决定时，发现任何一个现场仍存在不合格未关闭，应拒绝向整

个网络颁发证书，直到组织采取令人满意的纠正措施为止。 

5.5.3 不允许组织为了克服由单一场所存在的不符合造成的认证障碍，在认证过程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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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有“问题”的场所排除在认证范围之外。 

5.6 多场所组织的认证文件管理 

5.6.1 如果审核组对认证范围内的每个场所都进行了审核，或使用本文件规定的抽样方

法对认证范围内的场所进行了审核，那么公司颁发的认证文件可以覆盖认证范围内的每

个场所。 

5.6.2 认证文件应包含组织中心办公室的名称和地址，以及该认证文件涉及的所有场所

的清单。认证文件的范围或文件上的其他索引信息应明确由清单中的多场所网络实施的

获证活动。如果场所的认证范围只是整个组织认证范围的一部分，认证文件应明确说明

每个场所的适用范围。如果认证范围包含临时场所，认证文件中应注明该场所为临时场

所； 

5.6.3 公司可以为组织认证范围内的每个场所颁发认证文件（子证书），但前提条件是

每个场所的认证文件应含有相同的范围，或该范围的一个分范围，并应明确地引用主认

证文件。子证书应清楚地引用主认证证书编号，即在主认证证书编号后加“－1、－2、

－3、……”来表示子证书编号； 

5.6.4 如果组织的中心办公室或任何场所不满足保持认证的必要条件，公司应撤销所有

认证文件； 

5.6.5 公司应保持获证组织场所的最新清单。为做到这一点，公司应要求获证组织在关

闭认证所覆盖的任何场所时告知本公司。获证组织未能提供上述信息，将被认为是误用

认证标志； 

5.6.6 监督审核和再认证时要对组织已关闭的场所和增加的场所（不包括临时场所）在

“证书确认单”中向认证决定人员说明，并附上增加的多场所的情况说明，内容包括名称、

地址（区域）、产品和基本过程，以更改证书或证书附件的表达（添加新增加的场所，

取消已关闭的场所）； 

6 引用文件及记录表单 

6.1 CNAS-CC01:2015《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要求》 

6.2 CNAS-CC11:2010《基于抽样的多场所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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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Annex 1）                       

多场所风险系数 
                           Multi-site Risk Factor 

   质量管理体系多场所抽样的风险系数（K） 

Risk factor (K) of multi-site sampling for QMS 

K 多场所 Multi-site 临时场所 Temporary site 

K=1 a.集团下属公司（一般行业） 

Subordinate company of group 

(general industry) 

b.具有相同产品实现过程的分厂、

分车间、分队、分站、分处等 

Company with branch plant, branch 

workshop, branch team, branch 

station, branch office etc, which 

have the same product realization  

c.设计分院、研究分院 

Design branch institute, research 

branch institute 

d.销售网络（商业连锁店） 

Sale network (commercial chain 

store) 

e.制造企业的销售网络 

Sale network of manufacturing 

company 

f.物业管理项目 

Project of facility Management  

Franchising organization 

g.特许经营组织 

Franchising organization 

h.金融组织的分支——分理处、储

蓄所等 

Branches of financial organization 

such as branch handling office,  

saving bank etc 

a.房地产开发项目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project 

b.石油测井、固井、录井现场 

Oil welling, cementing and logging sites 

c.建筑物的拆除 

Removal of Buildings   

d.勘察、地基 

Investigation  and foundation  

e.电气安装工程 

Electric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f.隔离工程 

Isolating engineering 

j.建筑物管道安装工程 

Buildings piping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h.建筑物其他设备安装 

Other equipment of buildings installation  

i.水泥瓦工作业 

Cement and bricklayer operation 

j.精细木工作业 

Cabinet work  operation 

k.墙及地面装修工程 

Wall and ground installation engineering 

l.油漆的喷涂和玻璃的安装 

Paints spraying and glass installation 

m.建筑物的其他装饰工程 

Other decoration engineering of buildings 

n.建设及拆除用设备出租(含操作人员) 

Rent of equipment used for construction and 

removal (including operation personnel) 

K=1.1  a.一般建筑物的土建工程 

Civil work of general building 

b.屋顶及框架工程 

Roofs and framework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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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1.2  a.公路、机场及运动设备的建设 

Construction of road, airport and sport 

equipment 

b.水利工程 

Hydraulic engineering  

c.特殊行业的建设工程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of special industry 

K=0.7 a.楼宇智能化现场； 

Building intelligent site 

b.电梯运行与维修；elevator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c.供热、供汽、供电用户现场； 

User sites of heat supply, gas supply, electricity supply,  

d.交通运输线路；Transportation lines 

e.旅游线路；Travel routes 

 

 环境管理体系多场所抽样的风险系数（K） 

Risk factor (K) of multi-site sampling for  EMS 

· 环境因素复杂程度等级为“低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 

The complexity is “low”,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 环境因素复杂程度等级为“中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1 

The complexity is “medium”,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point one. 

· 环境因素复杂程度等级为“高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2 

The complexity is “high”,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point two. 

· 环境因素复杂程度等级为“有限”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0.7 

The complexity is “limit”,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point seven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多场所抽样的风险系数（K） 

Risk factor (K) of multi-site sampling for  OHSMS 

· 危险源风险程度等级为“低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 

The risk level is “low”,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 危险源风险程度等级为“中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1 

The risk level is “medium”,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point one. 

· 危险源风险程度等级为“高级”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1.2 

The risk level is “high”, and the “K” is equal to one point two. 

· 危险源风险程度等级为“有限”的认证项目，抽样量的风险系数 K=0.7 

The risk level is “limit”, and the “K” is one point sev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