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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的故事



2018年9月10日， 《人民日报》 在19版刊发《高质量发展呼唤高标准认证》，指出企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需要认

证机构的创新，但认证现状注重保底线，缺乏拉高限，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匹配。急需认证机构积极响应高质量

发展的需求，为企业提供高技术、高质量的认证服务。

 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加强质量认证体系建设促进全面质量管理的意见

 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提升建筑工程品质指导意见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标准认证 审核的故事



集团化审核

2009 2019

2019年，审核组从全集团角度自上而下，提出了150多个问题，

顺藤摸瓜指出集团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系统性建议。中铁六

局对本次审核高度肯定，并表示明年审核会议将通过直播形势扩

大到全集团，第一时间传达给集团各个业务部门。

自2009年起，中建协认证中心便开始为中铁六局提供专业的认

证审核服务，是中心第一家采用集团化审核的企业。

集团化审核 审核的故事



工程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体系

管理体系整合与融入 卓越绩效评价的整合

数字工程服务认证 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可持续发展融入

质量管理体系

集团化审核
管理体系认证审核的升级 审核的故事

中心认证服务涵盖体系认证、产品认证、服务认证三大类。体系认证包括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信息、能源、可持续性等多个

领域，服务认证22个认证领域中的19个，提供包括建材等多项产品认证服务。专业范围包括全部建筑业专业范围在内的33个大类，

392个专业类别。此外还提供包括BIM、健康厨房、装配式建筑等34项在国家认监委备案的特色认证服务。



卓越的故事





浙江省政府质量奖评审员培训 卓越的故事



《建筑业企业卓越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是在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

基础上，增加建筑行业发展议题

和建筑企业特色管理议题，认证

审核采用A＋B模式，对企业文化、

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管理、

测量分析与改进、经营结果等进

行综合评审。

卓越质量管理体系 卓越的故事

议题 指标 评审



卓越质量管理体系 卓越的故事

为期两天的建筑业企业卓越质量管理体系高级评审员培训班圆满结束。《建筑业企业卓越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在卓越绩效评价准则的基

础上，增加建筑行业发展议题和建筑企业特色管理议题，认证审核采用A＋B模式，对企业文化、战略、顾客与市场、资源管理、测量分析与

改进、经营结果等进行综合评审。



卓越的故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学习



相关绩效指标 获奖企业 对照企业

营业收入增长率 91% 43%

销售增长率 69% 32%

总资产增长率 79% 37%

员工数量增长率 23% 7%

销售利润增长率 8% 0

资产收益增长率 9% 6%

美国专家凯文·亨德里克斯（Kevin Hendricks）

和维诺德·辛哈尔（Vinod Singhal）对600家荣

获质量奖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分析，针对这些公司

在首次获得质量奖前6年以及后4年的绩效情况。

调查的绩效指标包括营业收入的变化率，总资产、

员工数量、销售利润率、资产回报率等。将获奖

公司数据与同行中规模类似的对照公司相关数据

进行比较，差距显著。

卓越绩效模式
推动美国企业质量提升

获奖企业与对照组企业相关绩效增长率对比

来源：《质量管理与卓越绩效》（詹姆斯·埃文斯、威廉·林赛）

卓越的故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学习



导入卓越绩效模式对企业绩效提升影响显著

根据203家导入卓越绩效模式的是上市公司选取了与区域、行业、员工情况及成

立时间等方面都比较接近的同类型上市企业作为对照组（203家没有导入卓越绩

效模式的上市公司进行对照），对比分析2015年-2017年三年的营业利润、利润

总额、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

16.70%

12.98%

16.32%

4.29%

20.01%

3.30%

导入 未导入 导入 未导入 导入 未导入

营业利润年平均增长率 利润总额年平均增长率 净利润年平均增长率

450

200

115

上市公司导入卓越绩效模式企业

（不完全统计）

上市公司获得省级质量奖数量 上市公司获得全国质量奖数量

>

目前，中国大陆上市公司数量是3627家

卓越绩效模式
推动中国企业质量提升

卓越的故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金融管理博士学习



联盟的故事



统一产品 统一规则

统一标识 统一平台

2015年12月联盟成立



世界认可日 住房城乡建设部、质检总局、

国家认监委共同主办2017世

界认可日“认证认可助力质量

提升——在建设工程和建筑环

境中传递信任”主题活动，携

手推动认证认可工作，助力质

量提升。



装配式建筑的故事



欧洲高品质混凝土预制构件联盟（Syspro）的宗旨是为确保提供最高质量水平的建筑和精密混凝土预制构件，主要

职责是包括构建建筑工业化体系，高标准与质量管理体系，建筑节能与被动房，新能源建筑应用等。

中建协认证中心、中建科技集团、北京市住宅产业化集团、北京住总万科等作为创始会员单位发起成立C-Syspro中

国高品质建筑工业化建造技术企业联盟。

C-SYSPRO中国建筑工业化高品质联盟成立仪式 C-Syspro联盟会议合影德国SYSPRO专家访问中建协认证中心

装配式建筑的故事中国高品质建筑工业化建造技术企业联盟（C- Syspro）



2016 2017

2018 2019

装配式建筑的故事中欧建筑工业化论坛



装配式建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装配式建筑的故事装配式建筑管理体系及构件厂认证

C-Syspro联盟专家为“中建科技集团廊坊预制工厂、北京住总万科顺义预

制工厂、住宅产业化集团燕通预制工厂、武汉美好集团江夏预制工厂”四

家工厂提供HiQ认证服务。

中建协认证中心为“中铁北京工程局、北京住总万科、

北京建工集团”提供装配式建筑管理体系认证服务。



 建筑小镇项目

“两基地 三中心”项目

 绿色建筑示范工程项目

福建省龙岩上杭建筑工业化项目

“两基地 三中心”项目是目前国内唯一集装配

式构件生产制造（制造基地）、实训教学（培训基

地）、示范建筑体系展示（示范中心）、技术研发

（研发中心）、检验检测（检测中心）、职业教

育、云平台于一体的综合项目

装配式建筑的故事



数字工程的故事



数字工程的故事以BIM为代表的数字工程服务认证



数字工程的故事以BIM为代表的数字工程服务认证

BIM硬件
认证

针对项目BIM
服务认证

针对组织BIM
服务认证

BIM软件
认证

BIM应用信息环境评价

工程项目BIM应用服务认证

企业级BIM应用服务认证



数字工程的故事以BIM为代表的数字工程服务认证



数字工程的故事以BIM为代表的数字工程服务认证

获证企业（部分）

• 北京建工三建有限公司
•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 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有限公司
• 上海市政集工程设计研究总院
•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 中国惠普有限公司
• 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 深圳市住宅工程管理站
•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 中建三局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
• 上海宝冶集团有限公司
• 中国华西企业有限公司

中建协认证中心累计发放34张BIM服务认证证书、8张BIM相关

软、硬件评价证书



数字工程的故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2019年11月7日，主题为“工程认证服务新时代，共享数字经

济新未来”的数字工程认证服务贸易大会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期间召开。

2019年11月7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中国数字工

程认证联盟及检测中心正式启动。



数字工程的故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认证认可是国际通行的质量手段、世界公认的国家质量

技术基础，广泛应用于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的各个环节。

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是最早推行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行

业，认证证书广泛应用于建筑市场招投标管理等环节，帮助

数万家企业提升了质量管理水平，有效促进了建筑市场的良

性发展。

早在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认监委联合发

布了《关于在建筑施工领域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中应用〈工程

建设施工企业质量管理规范〉的公告》（2010年21号），

在2017年6月9日世界认可日主场活动期间，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与原国家质检总局签署《全面推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认

证认可发展的战略合作协议》，通过共同推进认证认可与检

验检测工作，促进城乡建设领域实现高质量发展。

2019年11月7日，在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副司长卫明讲话。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数字工程的故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国数字工程认证联盟创始成员

理事长单位 成员单位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认证认可技术研究中心 机械工业第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贸易促进中心 欧特克软件（中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兼） 上海现代建筑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单位 上海中心大厦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铁路BIM联盟 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保险养老产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房地产业协会数字科技地产分会 云南青山建设监理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通信协会物联网分会 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

清华大学软件学院 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有限公司

秘书长单位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中建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中机国际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副秘书长单位 中设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城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建筑检测

2019年4月26日，健康人居万里行2019北京站活动在远洋国际

中心正式召开

2019年4月26日，中建协认证中心与美国Delos公司联合发

布”建筑测“检测品牌

数字工程的故事中国“建筑测”检测品牌发布



数字工程的故事健康厨房认证

2019年9月5日，由中建协认证中心牵头编制的国内首个

《住宅建筑健康厨房星级评价标准》专家审查会在京召开。

标志着我国建立了自主知识产权用于评价厨房健康环境的

标准体系，同时也可以依据此标准开展相关的服务认证。



标准评分指标

1. 空间安全与舒适

空间安全

空间布局

环境安静

热湿环境

适老及无障碍

2. 空气

污染源控制

空气质量指标

通风换气

3. 水
水质卫生

水质检测

4. 光照
天然采光

人工照明

5. 厨房部品部件

吸油烟机

灶具

燃气热水器

电冰箱

厨柜及操作台

洗涤池（水槽）

净水器

废弃食物分类及处理器

果蔬净化清洗机

6. 智能化

智能监测

智能调节

辅助系统

7. 健康促进策略与创新
健康促进策略

健康创新

数字工程的故事健康厨房认证



增值服务的故事



增值服务的故事建筑业企业项目管理培训



2018年10月启动的项目管理体系建设项目，覆盖事业部、分公司和项目部三个层次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人员能力建设。

各大区项目管理轮训 项目精细化管理座谈（华润城润玺一期项目）

增值服务的故事华润置地建设事业部项目管理体系建设



中可北京预验收专家组与企业人员合影

专家组给中粮生物科技榆树公司进行培训 专家组进入粉体包装（防爆）区实施安全检查 专家组检查危化品库房

在中粮集团开展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工作中，中建协认证

中心陆续为5家专业化公司提供咨询指导，参与7家专业化

公司的验收，得到了中粮集团及下属单位的好评和认可。

增值服务的故事中粮双重预防机制建设



社会责任的故事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2014年2月21日，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举办、中建协认证中心承办的全国建筑业AAA级信用企业发布会暨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UNIDO）中国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CSR）项目启动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2019年，项目一期成果入选联合

国在华四十周年纪念册。

社会责任的故事



2016年中国建筑业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考察团赴奥地利维也纳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UNIDO）总部考察，并受李勇总干事亲切接见 。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2014年2月，在社会责任项目启动会上，时任

中建股份董事长的易军与王海董事长合影。

社会责任的故事



访问奥地利环保部

一带一路论坛 参加欧洲工业化论坛

访问奥地利质量协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社会责任的故事



奥地利是一个高度重视环保的国家。奥地利政府规

定，所有的建筑物必须进行能耗评估与认证，没有

认证证书的建筑不能上市交易或者租赁。为此，奥

地利政府专门组织制定了建筑能源管理认证标准，

总分1000分。建筑物只有达到600分以上才能通过

认证，

在高盛的房地产价值评估体系中，建筑对的健康影

响是一项重要的因素。如果经检测，建筑物对人体

健康有负面影响，那么建筑物的估值将大打折扣。

反之，则会获得高溢价。

绿色建筑

健康建筑

通过建筑能源认证的奥地利环境部大楼

奥地利环境部应用案例

社会责任的故事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社会责任的故事



2019年4月19日，项目二期启动会于上海”2019联合

国工发主题日”举行。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中国建筑业社会责任项目 社会责任的故事



冬奥会可持续的故事





2017年，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管理体系内审员首次集中培训。

冬奥会可持续的故事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发展支持



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可持续发展支持

2018年1月5日，正式实施《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

会可持续公众参与活动总体计划及搭建非政府组织NGO平台》项目。

中建协认证中心获得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

委员会表彰。

冬奥会可持续的故事



2017年9月1日，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成为中国首批通过大型活动

可持续管理体系认证组织。

2019年4月4日，国家会议中心通过大型活动可持续性管

理体系认证。

大型活动可持续管理体系认证

天星调良马术俱乐部（2008夏季奥运会马术赛场

馆）

国家会议中心（2008夏季奥运会击剑馆、新闻中

心）

冬奥会可持续的故事



我们的团队



公司愿景 Our Vision 

高质量发展最佳合作伙伴

公司使命 Our Mission

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遇为社会创造财富

核心价值观 Our core values

客户满意责任感学习创新团队合作结果导向追求卓越

2025年成为中国领先的建筑检验认证服务集团

战略定位 Our Strategy 

专业化、增值化、国际化

建筑业全产业链高技术服务平台

战略目标 Strategic Objectives

企业文化 我们的团队



2018年，全年度共派出专业化审核组5233组。

追求卓越的管理团队 分布全国各省市地区的分支机构共23个
专业强大的审核员团队392人，其中

建筑类专业审核员占比78.615%。

人员 我们的团队



团队活动 我们的团队

2019年第一季度审核员培训现场企业文化日团队建设活动合影

妇女节插花活动员工服务认证知识培训

奥森5公里欢乐跑

公司团建活动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