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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XXXXX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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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制造  企业能力评估  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指标制定的指导，以及再制造能力评估实施的建议。 

本文件适用于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千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8619  再制造  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28619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总则 

4.1 自愿原则 

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宜遵循企业自愿的原则。 

4.2 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评估指标公平，评估过程公正，评估结果公开。 

4.3 真实性 

企业申请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时提交的资料真实有效。 

4.4 合规性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和相关标准。 

4.5 系统性 

评估活动宜协调各相关方，根据需求有组织有计划的周期性开展。 

5 评估指标 

5.1 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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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指标宜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两个级别。 

5.1.2 一级指标评估内容宜划分为企业资质、人员、设备设施、材料、工艺技术、环境和安全等七个

方面。 

5.1.3 二级指标宜根据不同行业再制造要素对一级指标进行细化，并制定详细的评分标准。 

5.1.4 评分标准宜由行业专家制定，并充分考虑本标准提出的所有指标内容。 

5.1.5 宜对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结果划分等级。 

5.2 企业资质 

5.2.1 企业有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其经营范围（包括从事机电产品维修或再制造业务）的资

质。 

5.2.2 企业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有较高的诚信度和社会认同感。近两年无违法违规

记录。 

5.2.3 企业资质评估的二级指标设置宜考虑以下内容： 

——建立文件化的质量管理体系，包括符合标准要求的质量手册、程序文件、质量记录等； 

——程序文件是否具有可操作性、可检查性； 

——企业获得 ISO 9000系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鼓励通过 ISO 14000环境体系认证和 OHSAS 1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等认证。 

5.3 人员 

5.3.1 企业宜具备与其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并明确规定质量活动有关的各类

人员职责及相互关系，指定质量负责人并赋予相应的职权和权限。 

5.3.2 宜考虑将相关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生产和检测人员是否具备必要能力和专业培训的经历作为

二级评估指标。 

5.4 设备设施 

设备设施的二级指标设置宜考虑以下内容： 

——企业固定的办公及维修或再制造场所； 

——企业的生产规模； 

——与其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维修或再制造设备、设施的配备情况； 

——生产环境控制设备和检测设备的配备情况； 

——环保设备设施的配备情况。 

5.5 材料 

材料的二级指标设置宜考虑以下内容： 

——企业获得用于维修或再制造的机电产品的能力； 

——企业获得来自产品原制造厂商的技术及零部件支持的能力。 

5.6 工艺技术 

5.6.1 企业宜具备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产品维修或再制造的工艺技术。 

5.6.2 工艺技术的二级指标设置宜考虑以下内容： 

——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能力； 

——自主创新的能力，掌握的知识产权数量； 

——专业检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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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标准化能力，包括工艺文件、设计文件、作业指导书、检验试验标准的编制等。 

5.7 环境 

5.7.1 宜具有对影响环保的废弃件进行无害化处理的具体可行方案。 

5.7.2 宜从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各环节中有关废弃物处置、排放和噪声，以及能源利用、节

约、降低能耗等方面考虑二级指标的内容。 

5.8 安全 

宜从企业安全生产、工伤预防、职业健康、应急处置等方面考虑二级指标的内容。 

6 评估实施 

6.1 评估组织 

6.1.1 宜由相关行业协会组建专门评估机构，组织开展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活动。 

6.1.2 评估机构宜组建评估小组进行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评估小组宜由单数的 3位以上行业专家组

成，并设组长 1名。 

6.1.3 评估专家宜通过行业协会组织的考核。 

6.2 评估方法 

6.2.1 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宜采用资料审查和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法。 

6.2.2 评估小组宜先审查企业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再审查企业现场情况与提交资料的符合性。 

6.3 评估流程 

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宜采取如下流程： 

a) 企业提交申请； 

b) 协会提供咨询； 

c) 企业提交资料； 

d) 专家审查资料； 

e) 专家现场评审； 

f) 协会公示结果； 

g) 协会颁发证书。 

6.4 评估结果 

6.4.1 再制造企业能力评估结果宜分为三级： 

——Ⅲ级(维修级)； 

——Ⅱ级（再制造级）； 

——Ⅰ级（完全再制造级）。 

6.4.2 评估机构宜在行业内公开评估结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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