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山景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景豪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认证咨询、管理培训、现场改善专案、委

托审核、客户专案的咨询公司。 

我们的愿景：让企业和求职人员快乐学习并且在竞争中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我们的使命：为客户的竞争力而不断创新。 

我们提供：您获取高薪或从普通企业到一流企业所需的正能量。 

我们承诺：任何课程在开课两小时内您认为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可以无需任何理由全额退

款。 

我们践行：任何课程或辅导均结合大量的案例、故事，使其不再枯燥无味。 

我们期望：如果未能达到预定期望时请大声告诉您的朋友，如果超出预定期望时请悄悄告

诉您的朋友。 
 

公司专注在职和求职人员所需的各类培训 

内部审核员：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QC080000/GP 及 ISO/TS16949 内审员… 

质量环境安全：ISO9001/ISO14001/OHSAS18001/QC080000 标准、环境安全相关法规… 

汽车质量管理：ISO/TS16949 规范、APQP/FMEA/SPC/MSA/PPAP、VDA6.1、VDA6.3、VDA6.5、 

IMDS… 

精益生产：TPM 全面生产性维护、OEE 设备综合效率、看板管理、SMED 快速换模、TOC 约 

束理论… 

六西格玛：六西格玛绿带/黑带、QFD 质量机能展开、DOE 试验设计、MINITAB… 

其他：测量仪器校验与管理、8D 问题解决方法、班组长培训与管理、新旧 QC 七大手法、5Why

分析方法、抽样计划、TQM 全面质量管理、QCC 品管圈、TWI 现场一线主管技能训练… 

 

 

更多服务项目、开课计划及培训大纲详见公司网站：www.szjinghao.com.cn 

公司地址：昆山市柏庐南路与 G312 交汇处恒龙机电城 B1035 

报名及咨询电话：0512-36868587  18913260282 

邮箱：mail@szjinghao.com.cn 

 
 
 
 
 
 



幸福生活与 ISO9001（景豪顾问原创） 
质量意识 
产品有品质 生活也有品质 
注解 1：产品定义：过程的结果。 
        产品分类：硬件、软件、流程性、服务。 
注解 2：品质即质量，定义：产品的固有特性满足要求的能力。 
        以乘汽车为例确定质量的主要表现方面，看看我们关注了哪些方面的产品质量？ 
        必须关键质量：安全到达、行李不遗失。 
        表现关键质量：准时到达、乘务员服务态度好、舒适。 
        取悦关键质量：乘务员对你的微笑、精彩的电影。 
注解 3：产品和生活本身都有品质这个特性。 
注解 4：产品品质有保障，则工作氛围较轻松，生活的压力也降低。 
注解 5：产品品质好，公司接收的订单就多，成本就降低、利润就丰厚，给员工的福利也多，因此

员工可以更大程度地改善生活品质。 
 
正确理念：把做产品当作在做自己的事业 
错误理念 

A）每天都是在为老板做事。 

B）产品做得好不好与我没有关系。 
例：老木匠的故事 

　 有个老木匠准备退休，他告诉老板，说要离开建筑行业，回家与妻子儿女享受天伦之乐。 

　 老板舍不得他的好工人走，问他是否能帮忙再建一座房子，老木匠说可以。但是大家后来

都看得出来，他的心已不在工作上，他用的是软料，使的是粗活。房子建好的时候，老板

把大门的钥匙递给他。 

　 “这是你的房子，”他说，“我送给你的礼物。” 

　 他惊得目瞪口呆，羞得无地自容。如果他早知道是在给自己建房子，他怎么会这样呢？现

在他得住在一幢粗制滥造的房子里！ 

☆  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漫不经心地“建造”自己的生活，经常不积极行动，而是消极应付，不 

    精益求精。当我们拿到“自建房”时，一切都不可能重来。 

☆  把自己当成那个木匠吧！想想你的房子，每天敲进一颗钉，加上一块砖，或者竖起一面墙，用 

    心好好建造吧！生活是我们的创造，不能抹平重建。 

☆ 我们不也一样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形吗？买台电脑 USB 或是核心部件是我们做的，如果质量好， 

    我们会自豪地告诉人家，这是我们做的产品。质量不好呢？ 

 
正确理念：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对 

错误理念： 

A) 改善总是持续的，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是不可能的。 

B) 人不可能不犯错。 
例：无可挽回的错误 

　 有一位朋友，他妹妹带着一岁多的小侄子，两个人在家里看电视，朋友的妹妹洗了葡萄吃，

看小孩子盯着自己吃，于是就喂了一颗。这一喂不要紧，小孩的喉咙太小，葡萄卡在喉咙

里下不去，朋友的妹妹又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于是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赶紧跑

去外面找人求救，等她找到救兵时小孩竟然让一颗葡萄噎死了！！！ 

我们应当： 

A) 工作及生活中必须树立第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的观念。 

B) 人一辈子有些错就是不能犯。 



C) 好的观念让我们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免犯许多重错。比如家里有小孩的家庭，使用合适

的插座防触电，窗户装上防盗网防小孩爬窗。家里使用的液化气漏气时一定不能打开或关闭电源，

喝酒之后不开车，过马路时不抢红灯。 

 
正确理念：成功者找方法，失败者找理由 
错误理念： 

A)不良率不到 1%，质量水平已经很高了。 

B)做了很多年，这样的质量水平已经是最高的了。 

C)再没有办法可以提高质量，要不你来做。 

例：降落伞的质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降落伞的安全度不够完善，即使经过厂商的努力改善，合格率也只

能达到 99.9%，应该说这个合格率即使是现在许多企业也很难达到。但是美国空军却对厂商

说 No, 他们要求所交降落伞的合格率必须达到 100%。于是降落伞制造商的总经理专程去飞

行大队商讨此事，看是否能够降低这个标准。厂商认为，能够达到这个程度已经接近完美，

没有必要再改善。美国空军当然一口回绝，他们认为质量没有折扣。 

　 后来，军方要求改变质量检查方法。那就是从厂商前一周交货的降落伞中，随机挑出一把，

让厂商负责人装备后，亲自从飞机上跳下。这个方法实施后，不良率立刻变成零。 

 
轻松理解什么是 ISO9001。 
ISO：是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9000 族包括以下四个核心标准 
A． ISO9000：2005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 
B． ISO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要求 
C． ISO9004：2009 质量管理体系—业绩改进指南 
D． ISO19011：2002 质量和（或）环境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ISO9000 族标准的理论基础:八大原则（鹰图源自中国顾问师网朱克龙老师） 

 



草船借箭与八大原则 

 

 
巧记八大原则： 

 

领导带领，全员参与，以客户为关注焦点，运用两个方法（过程方法&管理的系统方法），基于事实

作出决策，在与供方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持续改进。 
 
巧虎、巧虎妈妈、巧虎爸爸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巧虎爸爸是家长。 
巧虎爸爸向巧虎说明在学校学好各门功课的重要性、违反交通法后果的严重性并向巧虎承诺只要是

学习所需的资源如录音机一定会提供（5.1 管理者承诺）。 
巧虎爸爸每月向学校老师询问巧虎在学校的表现情况，问有哪些需要家长配合改进的。（5.2 以顾

客为关注焦点）。 
巧虎爸爸为巧虎设定的方针：好好学习、天天向上（5.3 质量方针）。 

●以顾客为关注焦点： 

  顾客：周瑜。诸葛亮向周瑜立军令状三天内可造10 

万支箭，主要要求为交期、数量； 

●领导作用：策划借船（数量及配置）、出兵时间、 

借箭地点、妙算大雾天气； 

●全员参与：诸葛亮、鲁肃、船上全体将士；  

●过程方法：输入为人：诸葛亮、鲁肃、约600将士； 

 机：20只船；料：草人；法：疑兵之计（大雾之下曹

营不敢出兵）；环：大雾；输出为数量足够的箭； 

●管理的系统方法：识周瑜智用蒋干施反间计，借 

船，妙算大雾天气，施疑兵之计，自暴奇计，退兵； 

●持续改进：调整船的方向以便更好接箭； 

●基于事实的决策方法：估计草船接收到的箭的数量 

确定是否收兵； 

●互利的供方关系：诸葛亮为显示其作战指挥能力， 



ABC 质量方针：顾客满意、品质卓越、持续改进、互利共赢 

顾客满意：始终关注顾客满意，始终追求顾客满意。 

品质卓越：向行业领先水平看齐，不断提升品质水平。 

持续改进：不断鞭策，点滴积累，每天进步一点点。 

互利共赢：与员工、顾客及供应商之间以互利共赢的方式共处。 
巧虎爸爸为巧虎设定的目标：每门功课每次考试 90 分以上（5.4.1 质量目标）。 

ABC 质量目标：a、顾客满意度≥90 分   b、制程合格率≥99.7% 

               c、出货合格率≥99.9%  d、交货准时率≥93%   

               e、供方综合评分≥85 分 

巧虎爸爸确定：平时，巧虎妈妈为巧虎辅导美术、英语;巧虎爸爸为巧虎辅导语文、数学（5.5.1 职

责和权限）。 
详见：ABC 组织架构。 
 
 
 
 
 
 
 
 
 
 
 
 
 
 
 
 
巧虎爸爸经常在外出差，委托巧虎妈妈负责注意巧虎的学习情况（5.5.2 管理者代表）。 
ABC 管理者代表：杨一平副总经理。 
巧虎爸爸出差回家时，带家里人一起到餐馆吃饭，一起聊聊他出差期间巧虎的表现情况（5.5.3 内部

沟通）。 
每半年，巧虎爸爸带一家人到外地旅行，总结一个学期以来的情况（5.6 管理评审）。 
巧虎爸爸、巧虎妈妈为使巧虎在学习上保持兴趣，达成所设定的目标，确定所需的能力，提前让巧

虎预习，请家教为巧虎做辅导，每次家教结束前都出些题目让巧虎测试一下（6.2 人力资源）。 
为使巧虎可以更好地学习，巧虎爸爸为巧虎提供一辆自行车、单独的书房，巧虎经常对自行车进行

润滑（6.3 基础设施）。 
最高管理者应提供相应的资源。针对公司所提供的设备，责任人员必须每日进行点检。

需制定相应的清单，确定易损件及更换周期并且定期更换。 
巧虎妈妈为巧虎做饭、洗衣服，并且打扫房间使之保持整洁（6.4 工作环境）。 
应保持车间、仓库、走道、设备的整洁。 

5S 的重要性：毛主席曾说过“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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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客户考察供应商时，经常不看生产车间的生产和品质管控状况，只看看洗手间或

其他地方的清洁状况便判定能否成为其合格供应商，他们习惯以小见大。 

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 

整理：要与不要，一留一弃；消除无用品，减少架子、箱子、盒子 

整顿：科学布局，取用快捷；有效地、整齐地放置物品，减少寻找时间 

清扫：清除垃圾，美化环境；打扫环境，实现无垃圾、无污垢 

清洁：洁净环境，贯彻到底；持续前 3S，实现现场一目了然 

素养：形成制度，养成习惯。持续前 4S，形成制度，养成习惯 

一天上午，巧虎打电话回来给妈妈，问道：“妈妈，今天下午我有几个同学和我一起到家里吃饭，

行不”？“当然可以，你们几个人？要吃什么菜？有没有不吃辣的？”（7.2.3 顾客沟通）。巧虎答道：

“一共 6 个人，寻常的菜就可以了，没有不吃辣的”（7.2.1 与产品有关要求的确定）。巧虎妈妈道：

“你爸爸出差，我们总共 7 个人，电饭锅煮一锅就够我们吃的了，我就到外面买两个凉菜、两个卤

菜、一条鱼、一份排骨、三个青菜，这样就够一餐了，你看行吗”？（7.2.2 与产品有关要求的评审）。

巧虎答道：“可以呀，您安排就是了”。 
巧虎妈妈于是开始考虑所需的餐具、原材料、做饭及做菜的工艺、监视和测量（7.1 产品实现的策

划）。 
巧虎妈妈安排买菜、做饭及做菜的顺序和大致时间（7.5.1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 
按照生产计划生产满足顾客要求的产品非常重要。 
巧虎妈妈到附近菜市场经常买肉的大叔处买排骨（7.4.1 采购过程中供应商的选择）。 
采购应该向《合格供应商一览表》中的供应商采购物资。 
看到猪皮上的检验检疫章（7.5.3 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 
产品的标识非常重要，如果标识不清可能导致出货后客户反馈异常时无法识别出哪些

产品有问题而需要全部采用相同的处理方法。例 1.丰田的召回事件。2.本人原先所在公

司发生的质量异常。 
公司的产品标识包括：使用标签（如标识产品料号、规格、数量及生产日期、合格、

不合格、待确认等）、区域（如暂放区、合格品区、不合格品区）。 
“我要一斤大排，最好是前腿上的”（7.4.2 采购信息）。 
采购信息务必确保是充分的，包含产品的料号、规格、数量、交付地点、交货期、质

量要求等信息，并且有主管的核准。 
称好后巧虎妈妈仔细看了看大排的颜色确定是当天的新鲜排骨（7.4.3 采购产品验证）。 
对进料的产品进行检验，部分无法检验的项目可以采用验证供应商提供资料的方式（如

环境管理物质验证 SGS 报告）。 
再确认一下电子称上的检定标签 ，确定还在有效期内（7.6 监视和测量设备控制）。 
针对监视和测量设备制定校验计划、依计划校验、贴标签等管制。 
叫大叔把标签贴上（7.5.3 产品标识和可追溯性）。 
回到家里，巧虎妈妈把需要保鲜的菜放在冰箱里（7.5.5 产品防护）。 
产品应确定保存期限并且采取措施确保在使用和交付期间不会损坏产品。 
纸板、纸箱在存放期间要注意确保其不变形，不受潮。 
胶水在存放期间要注意确保粘度不变化。 
并将当天的开销填写到开支一览表中，并将开支一览表放到抽屉里（4.2.4 记录控制）。 
记录应确保填写清楚、权责人员签核、不得随便修改，规定相应的保存期限，按要求

贮存和处置。 
眼看时间快到，巧虎妈妈准备动手做菜了，其中有一个菜她长时间没有做过了，于是从整理好的抽

屉里找来菜谱（4.2.3 文件控制）。 
确保文件经过签核、有相应的修订记录、需要文件的地方有最新适用文件。必要时，

需要对文件进行修订并重新评审。质量管理体系的策划和运行有关的外来文件必须控

制。作废文件也必须得到控制。 



本人所在公司曾发生的与文件控制相关的质量事故。 
按菜谱的要求进行烹饪（7.5.1 生产和服务提供的控制）。 
按控制计划、工艺单、检验规范和作业指导书进行作业。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菜差不多了，巧虎妈妈用筷子捅了一下，确认已经熟透了（8.2.4 产品监视和测

量）。 
针对生产的产品进行检验。适当时，首件、巡检、成品检验确认外观、尺寸、功能、

性能、可靠性、禁用物质含量。 
做另外几个菜时，其中有一个太咸了，于是巧虎妈妈将那个菜重新加工了一下，放了点糖（8.3 不

合格品控制）。 
发现不合格品时，立即标识、隔离（红色不合格品框、区域），将信息反馈给生产部、

品保部。 
大约 5 点多，巧虎带着同学过来了，大家就位后就开始吃饭了，吃完饭后，大家的反馈都很满意（8.2.1
顾客满意）。 
每年针对顾客满意度进行调查，调查之后进行分析。 
等同学们走后，巧虎妈妈总结了一下，今天共做了七八道菜，有一道偏咸了（8.4 数据分析）。 
需要针对顾客满意度、质量目标达成状况、供方的状况进行统计。 
巧虎妈妈针对菜放得太咸进行原因分析，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8.5.2 纠正措施）。 
针对重复发生的产品不合格、目标未达成、内审不符合等采取纠正措施。 
纠正：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所采取的措施。 
纠正措施：为消除已发现的不合格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巧虎爸爸针对所设定的目标进行统计，发现近几个月，巧虎的数学虽然每次考试都达到 90 分以上，

但近 3 个月的成绩分别是 91.5，91，90.5。针对这一情形，巧虎爸爸和巧虎分析问题的原因，采取

措施防止发生不合格（8.5.3 预防措施）。 
针对连续几次虽达标，但接近质量目标值，且有恶化的趋势情形应采取措施防止发生。 
预防措施：为消除潜在的不合格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通过对 ISO9001：2008 的学习了解重要的过程方法和 PDC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