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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 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及内审员 

与策略 

（赠签名书《制造业全面库存管理》） 

 

点 

 

公开课课纲 

kongko

ngkong

kongzhi 

控制物

料控制 

 

  

培培训训时时间间//地地点点：：2021 年 3 月 22~23 日（星期一 ~ 星期二）/上 海 

收收费费标标准准：：￥2500/人 

 含授课费、证书费、资料费、午餐费、茶点费、会务费、税费 

 不包含学员往返培训场地的交通费用、住宿费用，早餐及晚餐  

培培训训目目的的：：  

通过培训，让学员了解 SA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标准的具体要求及相关法律法规，为建立体系并通过

审核奠定基础，并获得内审员证书。 

授授课课形形式式：：  

知识讲解、案例分析讨论、角色演练、小组讨论、互动交流、游戏感悟、头脑风暴、强调学员参与。 

课课程程大大纲纲：：      

包括： 

(1) SA8000 产生的背景； 

(2) 制定 SA8000 的法律依据； 

(3) 谁制定了 SA8000； 

(4) SA8000 内容与特点； 

(5) SA8000 标准条文解释； 

(6) 如何建立 SA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7) 实施 SA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相关法律法规介绍； 

(8) SA8000 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内部审核知识介绍； 

(9) SA8000 审核问题汇总； 

(10) 问题解答。 

讲讲师师介介绍绍：：黄黄老老师师  

黄老师，1972 年生于江苏省，1994 年毕业于扬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 

主主要要工工作作经经历历：：  

1994/8~1997/7  中日合资小松常林铸造有限公司任品质主管。 

1997/8~2001/2  上海中美合资瑞孚有限公司任 QEHS 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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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3~至今任 SA 8000/RBA/EICC/ICTI/Sedex、ISO 9000、ISO 14000、 

OHSAS 18000/ISO 45001、HACCP/ISO 22000、BSCI、BRC、ISO17025、 

ISO 50001/GB/T 23331、 

安全生产标准化和客户验厂等管理体系标准顾问师及培训讲师。 

具具备备资资格格：：  

接受 DNV 公司 SA 8000 知识培训； 

接受 ISO 9001 注册审核员培训，通过 CCAA 考试； 

接受 ISO 14001 注册审核员培训；通过 CCAA 考试； 

接受 OHSAS 18001 注册审核员培训；通过 CCAA 考试； 

接受安全评价工程师的培训； 

接受上海计量协会 ISO/IEC 17025:2005 及《实验室资质评定准则》的培训，取得质量负责人资格证书。 

具具备备能能力力：：  

1. 具备丰富的 SA 8000/RBA/ EICC/BSCI（社会责任管理体系）、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OHSAS 18000/ISO 45001（职业健康及安全管理体系）、HACCP/ISO 22000/BRC

（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ISO 50001/GB/T 23331（能源管理体系）等管理体系的建立、培训、贯彻、

改进经验，任顾问师期间，曾成功地协助五百余家企业建立各种管理体系，并顺利通过 TUV、DNV、

BSI、BV、ITS、LR、SGS、香港品保局、CQC、方圆等国内外知名认证公司的认证及二方验厂审核。 

2. 熟悉汽车零部件、机械加工、电子电气、石油/化工、塑料/橡胶制品、机械制造、纺织服装、热加工和

装备制造等制造型企业；熟悉贸易、仓储物流、检测、给排水、废弃物回收/处置、食品餐饮、酒店、

商业及写字楼、小区物业、景区管理等服务型企业。 

3. 非常熟悉中国及各地方相关的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劳动人事法律法规。 

4. 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亲和力，培训及辅导的客户满意度非常高。 

5. 工作认真负责，能很好地完成各辅导咨询及培训工作，工作计划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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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咨询及培训过的企业（部分） 

德尔福中央电气（上海）有限公司            ISO 45001/RBA 审核 

威图电子机械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RBA 审核 

三井铜箔（苏州）有限公司                  RBA 审核 

信音电子（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RBA 审核 

索尔思光电（成都）有限公司                RBA 审核 

日本电产（平湖）有限公司                  RBA 审核 

江苏新安电器有限公司                      RBA 审核 

安徽桐城信邦电子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昆山东硕电子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苏州三匠科技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日月光（昆山）电子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艾来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EICC 审核 

宁波维科精华家纺有限公司                  SA 8000  (DNV 审核) 

上海英硕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绍兴昱兴塑业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宁波意发纺织品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哈尔滨光宇蓄电池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常熟佳美金属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安徽丰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SA 8000 （SGS 审核） 

南通北岛服饰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上海圣为包装服务有限公司                  SA 8000 （TUV 审核） 

上海依春彩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苏州固鍀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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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安得利包装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上海百成图片有限公司                      SA 8000 （SGS 审核） 

上海翔港印务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上海贝业新兄弟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上海骁璞屋展示器材有限公司                SA 8000 （BVQI 审核） 

利奥电池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SA 8000/OHSAS 18001（BVQI 审核） 

青岛福生食品有限公司（日）                验厂辅导 

上海人立服装有限公司                      BSCI 验厂辅导 

浙江永康东立电机有限公司                  Walmart 验厂辅导 

义乌新光饰品有限公司                      Walmart 企业社会责任辅导 

南通怡芙塑胶制品有限公司                  验厂辅导 

昆山佑兴电子有限公司验厂辅导              验厂辅导 

井上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验厂辅导 

南通三林地板有限公司                      Walmart 辅导 

小林商标(上海)有限公司                     验厂辅导   

苏州嘉顿食品发展有限公司                  Walmart 辅导 

杭州亿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BSCI 验厂辅导 

杭州珍琦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BSCI 验厂辅导 

常熟市张桥宝石乐器有限公司                ICTI 验厂辅导 

海盐天三彩盒印刷有限公司                  Sedex 验厂辅导 

上海鑫域纸杯有限公司                      Sedex 验厂辅导 

上海鼎丰酱油有限公司                      Sedex 验厂／BRC 审核 

上海中菱电子有限公司                      WCA 审核 

上海凸凹彩印有限公司                      BRC 审核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