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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 质量文化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条件
下,建立企业质量文化已成为现
代企业的战略选择。 
 
而作为企业质量文化核心的企业
价值观，直接影响着企业质量文
化的精神层、制度层和物质层等
各个层面。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质量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如果说８０年代的关键词是效率，那么现在年
代的试金石就是质量。 
 

由于市场竞争的加剧，公众问责的兴起，使得质量
问题越来越凸显。大量的质量管理和保障机构建立
起来，开展了大量的质量管理和保障活动，试图保
障和提高质量。 
 

这些活动对提高质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后
却开始遭遇瓶颈。对此，研究者们意识到技术手段
的局限，并进一步提出“质量文化”的概念和思想，
提倡转变观念，从注重质量管理和保障的技术手段，
转移到注重深入组织内部、深入成员内心的质量文
化，从而建立提高质量的长效机制。 















































质量的定义 



药品的质量 



药品质量的管理 



药品的质量 



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
习惯，以及一切成为社会一份子的能力与惯习
等等的综合体。 
 
Culture 一字发源来自拉丁文的 colere，其实
际意义是指栽培、培养的意思。所谓栽培、培
养的原义是指「藉人工的努力使动植物超越自
然的状态，而成为合乎人类理想的境界与状态，
这也就是所谓「耕耘」(Cultivation)之意。」 



2017年5月31日，国家食药总局发布《2016年度药品
检查报告》，报告包括中英文版本，阐述了2016年药

品检查情况及发现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各类检查发现
的薄弱环节和潜在质量风险。 
  
报告显示，2016年总局共开展药品注册生产现场检查、
药品GMP认证检查、药品GMP跟踪检查、飞行检查、

进口药品境外生产现场检查、流通检查以及观察检查
434项。其中，占比最大的药品GMP跟踪检查204次，
其次是国际观察检查81次。 

CFDA  2016 年度 药品检查报告 



从报告中可以看出，国家食药总局的药
品监督管理模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从以围绕“GMP认证检查”为中心的审批
式监管，转为“基于风险点的”的生命
全周期监管。 

CFDA 药品 监督管理模式 



我国检查员队伍的壮大： 
2016年12月，国家食药总局首次举行

国家级药品检查员颁证及宣誓仪式，
我国现有国家级药品检查员649名，
其中国际检查员108名，占到了六分
之一。 

CFDA： GMP 检查员队伍 



China CFDA vs. US FDA  
GMP 检查员队伍 

CFDA 现有国家级药品检查员 649 名，其中国际检
查员108名，占到了六分之一。 
 
US FDA: 1,700 investigators in USA field 
offices conducting domestic inspections. 
 
About 400 investigators and 150 analysts 
qualified  to conduct  foreign inspections . 



每年的报告问题重点便是下一年的检查重点。 
 

2017年，国家药品检查计划遵循“以风险为基础，以
品种为主线”原则，拟对466家药品生产企业进行检查，
包括药品跟踪检查生产企业316家、“双随机”检查生
产企业150家，检查重点为全部疫苗和血液制品、上一

年度抽验发现不合格品种和不良反应监测发现严重不
良反应或预警事件品种，各类不通过检查或被发放告
诫信的企业、既往飞行检查发现问题的企业、部分专
项品种等问题和风险信号集中的生产企业，以及针对
不同风险级别和品种特点实施分层双随机抽取的部分
中药饮片，生化药，使用中药提取物的生产企业等。 

2017年 GMP 检查 重点 



卓越 运营 



卓越 运营 



卓越 运营 



卓越 运营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ix Systems: The Quality 
System and the Five Manufacturing Systems 









Employees at All Levels can 
Demonstrate Leadership on 

Quality Culture 







质量的缺陷 















Quality by Design 



Quality Mgmt in 4 Phases 





公司为全面提升生产力与竞争力，引入了国际先进的管理模
式——卓越绩效管理、5S 管理及精益生产管理。公司建立了健
全的药品质量管理体系， 体系适用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包括

产品研发、技术转移、商业化生产、产品终止等阶段，为产品
质量的持续改进和提升提供了保证。 
 

公司倡导以顾客为中心，将质量目标层层分解，落实到各部门，
并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权限，确保质量目标的完成。公司建
立了完善的文件体系、验证体系、培训管理制度， 每年均结合
质量法规、GMP 知识、微生物知识、岗位操作规程、EHS 等内
容， 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并实施。 
 

公司定期对质量管理体系进行评审，并对质量目标进行必要的
完善，扎实有效地落实管理工作中的各项责任、目标，确保质
量管理体系始终符合注册国法律法规及现行GMP 规范要求，且
持续、有效、良好的运行，推进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质量风险管理流程 
 

为了树立风险意识，分析查找质量风险点并加以控
制，最大限度将公司药品生产各环节的风险导致的
各种不利后果降到最低，使之符合产品质量和服 
务质量的要求。 
 

公司建立了质量风险管理体系及质量风险管理流程，
对厂房设施、生产设备、空调净化系统、工艺用水
系统、产品生产工艺等开展了全面的风险估，找出
风险点并采取措施加以控制，以保证质量风险管理
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助于企业和管理部门对药品
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质量做出更有效、更协调一致的
风险应对决策。 



质量诚信管理 
 

公司坚持“质量第一、诚信为本”的质量诚信经营理
念，严格遵守《药品管理法》、《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GMP）等法规，全面通过2010版药品GMP认

证并持续改进。倡导员工树立“真诚做人、扎实做事”
的诚信理念，把诚信贯穿于从原材料进厂到产品出厂
等生产质量控制全过程。 
 

公司制定了质量方针、质量目标和《质量手册》，自
上而下明确了质量岗位职责，逐级分解和传递质量责
任，严把原辅料质量关、生产全过程监控关、产品放
行关，确保不合格原辅料不放行，不合格中间产品不
流入下工序，不合格产品不予出厂。 



质量文化建设 
 

本着以客户需求为目标，树立“质量第一、诚信为
本”的经营理念，将“持续改进、不断提升产品质
量”作为企业质量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不断
提升产品的质量。 
 

公司开展质量技术攻关活动，搭建信息共享平台，
在质量改进活动中，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沟通员工
的思想，从而使员工产生对企业质量目标、质量理
念、质量行为规范的“认同感”，为实现企业的质
量改进目标而努力工作，在自身技能提升的同时，
也促进了质量文化建设。 









不良质量文化的表征 



1. Moving from cost based quality to a value based quality 
2. Relentless pursuit of process efficiency and effectiveness 
3.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al of Managing for 
Quality to better integrate Six Sigma-like programs 
4. Process optimization through multi-functional improvements 
5. Enterprise-wide Assurance Systems to maintain daily control. 
6. Expanding the “Q.A. function” to the Enterprise Assurance 
System 
7. Bi-lingual employees – they know finance and quality 
8. Multi-tasking employees trained in quality assurance and 
control, not just improvement 
9. Annual and Bi-annual renewal of programs aimed at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to avoid Six Sigma surges and 
collapses. 

优良质量文化的表征 



质量文化的效益 





质量的提升 





Systems-Based Approach 

Quality Systems 

Materials 

Management 

Production 

Facilities & 

Equipment 

Packaging & 

Labeling 

Laboratory Control 









Lifecycle Approach to Process Validation  
FDA and EMA 





Traditional Role of  
QA / Compliance 



Expanded New Role of  
QA / Compliance 



79 

Q10 and GMP / ISO -  
Augments Existing Documents 

Lifecycle 

Opportunities 

Knowledge 

QRM 

Continual Imp 

  Management 

GMPs 

Q10 FDA QS ISO 9000 G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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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ceutical Quality System 

GMP 

Pharmaceutical  

Development 

Commercial 

Manufacturing 
Discontinuation 

Technology  

Transfer 

Investigational products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Process Performance & Product Quality Monitoring 

Corrective Action / Preventive Action  (CAPA)        

Change Management 

Management Review 

PQS 

elements 

Knowledge Management 

Quality Risk Management 
Enablers 















质量度量 
Quality Metrics 



辅助度量 
 

Supporting 
Metrics 



Sustain quality, Organization capability  
&  

Quality Culture 



Shaping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质量文化 
QUALITY CULTURE 







优良团队的表征 



优良团队的建设 

• Build a highly cohesive team 
 

• Create Clarity 
 

• Communicate for clarity 
 

• Reinforce on Clarity 
 



优良团队的建设 



优良团队的沟通 



优良团队 与 质量文化 



优良团队 的 核心价值观 



优良团队 的 行为准则 



• Belief in Company’s vision 
 

• Commitment to Quality 
 

• Understanding / commitment to 
Company’s goals & objectives 
 

• Support for employee healthy / safety 
 

• Belief that Company has the right 
strategies in place to achieve vision 

优良 公司 与 团队 



Six Dimensions of   
Cultural Excellence 

ISPE  
Quality  
Culture  

Sub -Team  



质量文化指标 
Quality Culture Index 











止于至善  Culture of Excellence 



mikeleeok@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