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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评估协议

1  国际卓越标准系列历史
多年来，供应商审核已成为在零售商体系和程序中固定的组成部分。直到2003年，供应商审
核都是由零售商、批发商和食品服务机构的质量部门来执行的。顾客要求的不断上升，零售
商、批发商和食品服务机构对质量可靠性要求的不断提升，以及法律的日益严格和产品供应
的全球化，这些因素促使有必要制定统一的过程/服务规范以及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标准。
同时还应找到一个解决方案来减少审核的数量，为零售商与供应商节约时间。

德国零售联盟的成员-德国零售业联合会（HDE）与其法国的搭档-法国批发和零售联合会
（FCD）-为了用统一的标准来评估供应商的产品/流程的质量和安全，共同起草了有关零售
商品牌食品的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标准：国际食品标准（IFS Food）。该标准现由FCD和
HDE所属的公司-IFS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管理。IFS Food标准的第一版由HDE开发并于
2003年发布。

2004年1月，更新版在FCD的协助下得到开发和引进。在2005年到2006年间，意大利零售联
合会ANCC，意大利全国联合会ANCD也加入了IFS国际食品标准（目前的国际卓越标准）。

对于目前使用的IFS Food第六版，除了零售商、相关方，以及来自于企业、食品服务机构、
认证机构的代表外，国际技术委员会以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工作组也积极参与其中。在
IFS Food标准第6版编制期间，IFS还得到了IFS北美工作组和西班牙、亚洲、南美洲零售商的
大力支持。

IFS最初出版了IFS food标准，随后开发了更多标准，如IFS Logistics（国际物流标准）, IFS 
Broker（国际经纪商标准）, IFS Wholesale/Cash & Carry（IFS批发/现购&自运标准）, IFS 
PACsecure（IFS包装材料标准）, IFS Food Store(IFS食品门店标准), IFS Household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HPC)（IFS家用和个人护理产品标准）以及本标准IFS食品--全球市
场项目（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和IFS Global Markets – Logistics（IFS全球市场-物流项
目）。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准是IFS（国际卓越标准）统御性品牌下属的一个标准。

2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历史
2008年，GFSI的利益相关方认识到“小型和/或欠发达企业”在其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发展的过
程中对技术协助和支持的需求。“小型和/或欠发达企业”指企业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状
态，尤其是运营中实施HACCP遇到困难的企业，而不是指员工的数量或产品产量方面。

小型和/或欠发达企业受限于企业规模、缺少技术知识、财力或工作性质，而市场机会往往
对有着高准入要求的正式供应链开放。这些企业为了满足食品安全的要求，并不要求必须具
备专业知识、技术和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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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在介绍了此倡议后，IFS决定在GFSI全球市场项目第二版检查表的基础上开发一个标准化的、

自愿的、逐步提升的评估方法。在第一版检查表中关注食品安全要求的经验基础上，又增加
了质量方面。这项倡议被命名为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第二版，将为“小型和/或欠发达企
业”在提供安全和高品质产品的方面提供协助，同时向实施IFS Food标准要求（如适用）迈出
第一步。

为了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工具以比较评估结果，全球市场项目检查表被包含在了IFS的框架内；
这也简化了IFS食品标准认证的方法。 

该计划的目标是促进市场准入，建立供应链各环节的相互认可，为指导、发展和评估小型欠
发达企业提供框架。计划包括一项驱动食品安全和质量持续改进过程的协议。

2.1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益处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整合了单一的检查表、IFS评估协议、对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
评估员的基础要求以及明确的评估报告。此外，计划保证每一份评估报告都将以相同的形式
展示，并上传到IFS数据库，供所有支持IFS全球市场项目的零售商和制造商查找和跟进其收
藏的企业的发展。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主要优势有：

•  为小型和欠发达企业提供评估计划
•  在一定的时间内提供系统的、基于风险的方法以达到IFS标准要求
•  建立统一的兼具一致性和差异性的评估体系
•  提供IFS评分系统内持续提升的方法
•  与有资质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评估员共同工作
•  保证整个供应链的可比较性和透明性
•  降低制造商和业务伙伴的成本和耗时

3  评估协议的目的和内容 
该协议对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相关评估机构提出具体要求。

该协议也为期望获得完整的IFS食品标准认证，按照基础级和中级要求而进行的评估提供了引
导。

该协议的目的是为了明确根据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条款要求从事产品和过程评估的认证
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需要遵守的标准。同时，该协议也详细说明了受评估企业应遵守的程
序及评估的基本原则。本标准的第三部分将明确说明IFS对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评估
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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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步骤
该协议应作为以下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关键阶段的使用指南：

(1) 自我评估或预评估
按照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进行自愿的自我评估或预评估，以助于企业判断其关于该计划的入
门水平。根据自我评估或预评估的结果，企业可以达到阶段2（基础级评估），阶段3（中级
评估）或阶段4（IFS Food认证）。

(2)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评估： 基础级或基础级+HACCP
按照基础级检查表的具体要求对企业进行非认证的评估活动。该水平的技术要求由大约35%
的IFS Food第6版标准的基础要素组成，包括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良好操作规范和食品
危害控制。根据业务伙伴需要，可以评估更多的要求。

为了将欧盟法律的要求更好地纳入到基础级要求中，中级内的HACCP要求被移动到了基础级
检查表内。这个合并的检查表称为基础级+HACCP，可以在评估时替代基础级检查表使用。
关于具体哪些要求从中级移动到基础级+HACCP条款，可查看附件4。

(3)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评估： 中级
按照中级检查表的要求对企业进行非认证的评估活动。检查表包括基础级要求和约20%的
IFS Food第6版标准的要素。根据业务伙伴需求，可以评估更多的要求。

(4) 认证机构依据IFS Food标准进行认证：
针对IFS Food标准进行官方认可的认证活动。

使用检查表的可能选择见附件1：检查表的使用。

由于阶段1和阶段2被视为过渡水平，因此每个阶段的持续时间不应超过一年，除非和业务伙
伴签订有其他独立的协议/要求。通常情况下，受评估企业需要就计划达成协议，在不超过
三年的时间内达到IFS Food标准的要求。

在约定的时间范围的例外情况下，应考虑到产品风险评估和供应商绩效。

5  评估类型

5.1  自我评估

现场按照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进行自愿性的自我评估，以确定在计划中的入门级别。

5.2  预评估

在独立的有资质的咨询顾问的支持下或在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的指导下，按照基础级或
中级检查表进行自愿性的评估，以确定在计划中的入门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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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5.3  首次评估

由IFS注册的评估员进行的首次评估，指场所第一次依据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进行IFS食品--
全球市场项目检查表进行评估，或评估周期中断后进行的评估。

5.4  重新评估 (评估结果为“不批准”之后)

由IFS注册的评估员进行，依据所有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要求对现场进行的非认证的有计划的
评估。

5.5  换证评估

在相应的评估周期内，首次评估之后由IFS注册的评估员按照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对现场进行
的非认证的预定的评估。

注意：如果重复获得某一评估水平时，在IFS数据库内收藏了该评估现场的企业和零售商会收
到信息。

6  评估范围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有以下定义的范围： 

•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旨在发展和评估零售商和批发商品牌的食品产品生产商，以及其
他食品产品生产商。该计划适用于食品加工企业，或包装散装食品产品的企业。IFS食
品--全球市场项目仅当产品是“加工”状态或在初级包装过程中存在产品污染危害时适用。
因此，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不适用于以下活动：

•  进口 （办事处，如典型的贸易企业）
•  运输，贮藏和分销
•  贸易
•  计划的水平和评估范围应在评估机构和受评估企业双方的合约上明确陈述。达到的水平和

评估范围应在评估报告和确认书上注明。
•  评估范围应由评估员在评估的首次会议中进行评审。
•  评估范围应包含企业的完整活动（如不同生产线生产同一种产品，产品既是供应商品牌也

是自有品牌）并且不限于自有品牌的生产线。
•  对于已确定的评估范围内的产品，应在其加工和/或包装时进行评估。例如，评估时如果

受评估场所的生产线没有运行，则不可以纳入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评估范围，除非
这些生产线包含了同样的风险评估研究，并与评估时运行的生产线的产品及范围相同。如
果评估期间某些生产线未运行且涉及不同的风险评估研究、产品和范围，评估员可以要求
企业在评估当天的晚些时候启动生产线，以便在评估期间覆盖这些生产线。

•  评估应针对所有进行产品加工或包装活动的场所。如果生产场所分散存在时，某一现场的
审核不足以全面了解公司生产过程时，则所有相关的其他的设施都应进行评估。完整的细
节应在评估报告的企业简介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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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应包含企业的完整活动。评估时进行的活动应在初步风险评估之后、评估活动进行之初
得到评审并确认。此外，这些活动可以在风险评估（例如，后续的活动会影响目前评估范围
内的某项活动）之后进行调整。

评估范围应参照评估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参见附件3）。

例如：对于一个生产冷鲜、冷冻和罐装肉的企业，评估范围应参照产品类别 1（红白肉，家
禽和肉制品）和技术类别A（杀菌），D（冷冻/冷却），E（加工以防止产品污染，如适用）
和F（混合，切片，包装）。

•  • 如果存在外包服务，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充分了解这些安排。评估范围应在报
告和确认书中清晰的描述并详细说明。

•  • 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决定从评估范围内取消某种产品，若其包括的和不包括的
产品的污染风险可以得到适当控制（并由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评估员确认），认证
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可以同意该要求。如果有文件证明并有正当理由，在确认书及评估
报告的企业简介中应写明这种情况。

企业应就任何可能影响其符合评估要求（如，召回，产品警报，组织和管理，产品或生产方
法的调整，联系地址，生产场所等）能力的变化通知其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这些信
息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进行传达。

7  评估过程

7.1  自愿性的自我评估或预评估

评估前，企业应仔细阅读当前版本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具体要求。IFS食品--全球市场
项目和总体要求的信息均对外开放并可以在IFS网站免费下载。附加的企业特定要求可以从业
务伙伴处获得，或者通过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获取。

自我评估须企业自行完成。预评估可由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或独立的且有资质的咨询
顾问进行。自我评估和预评估二者择一进行。

按照基础级和中级检查表要求进行的自我评估或预评估是自愿性的。其目的在于让企业进行
自身差距分析并建立相应的纠正措施计划。

7.2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合同协议

为了确保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进行的完整性，企业在进行基础级或中级评估时，应选择
配备了满足本计划第三部分要求的评估员的认证机构或评估服务提供方。注册的认证机构/
评估服务提供方可以从IFS网站内获得。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拥有针对单一或多个范围资质的评估员。确认认证机构/评估服
务提供方可以进行何种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的评估，需要从独立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
方处进行。

一名评估员（评估员和评估组长）不允许连续超过三次进行同一企业场所的评估（无论间隔
时间多长）。进行预评估的评估员应与首次评估的评估员不同。受评估企业和认证机构/评
估服务提供方应就细化的评估范围，评估日期，时长和其他报告要求建立单独的评估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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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协议应包括：

•  授权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对受评估方的管理体系，设施，现场和实际操作进行评估
•  授权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上传评估报告至IFS数据库
•  明确评估活动的发票事宜

评估应使用受评估企业的工作语言进行，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尽可能派遣母语或主
要工作语言与受评估企业工作语言相同的评估员。评估报告的语言应与业务伙伴协商确定。

受评估企业有责任去证实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是否受批准进行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评估。

7.3  评估时间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拥有合适的系统以估计评估所需的最短时间。对于完整的（多
个）检查表的评估通常持续4-8个小时。评估的时长不包括评估前准备和报告生成的时间。

在认证机构和企业签订的合同中所描述的一系列因素对确定一次全面的评估所需要的时间起
到一定的作用。

它们可能包括：

•  企业规模
•  评估范围
•  现场雇佣员工数量
•  上一次审核中发现的不符合项数量

保证至少2/3的评估时间在现场的生产区域。

如果计划的评估时间内为能覆盖所有确定的评估范围，则需要增加额外的评估时间。

评估员应尽可能在生产现场评审文件和记录，而非办公室内。

独立于评估时间，除了评估活动和相关评估报告的现场准备，共需要2-3小时。

7.3.1  基础级或基础级+HACCP评估

评估员根据基础级或基础级+HACCP检查表进行非认证评估。评估时间由受评估企业的工作
性质和复杂程度决定。

在进行基础级+HACCP评估时，IFS数据库会将二者评估结果分开显示。基础级+HACCP评估
结果根据上传的包含所有基础级和HACCP要求的报告计算得出。

7.3.2  中级评估

评估员依据包含基础级检查表的中级检查表进行非认证评估。评估时间由受评估企业的工作
性质和复杂程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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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制定评估计划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负责制订评估计划。评估计划包括具体的评估范围和评估复杂
性，同时也要有足够的灵活性，以应对现场评估期间可能发生的不可预测的情况。评估计划
要考虑到评估报告和有关上次评估的纠正措施计划（无论上次评估在何时进行）。同时也要
详细说明所评估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类别。

评估时，评估范围内的产品应处于生产状态。评估计划应在评估前送达受评估方，以便评估
当日相关的负责人员在场。

在评估过程中，企业应协助和配合评估员的工作。评估员将评估与企业架构和功能有关的IFS
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所有要求。适用时，可以评估业务伙伴具体的问题和要求。

末次会议期间，评估员提出所有的评估发现并讨论识别出的所有偏离和不符合项。认证机
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该给企业提供一份初步的评估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大纲，以此作为制
定针对偏离纠正措施的依据。

7.5  实施评估

评估应依据附件1：检查表的使用进行。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从IFS网站下载当前版本的标准。适用时，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
供方应使用受评估场所当地语言的检查表。如果没有当地语言的翻译，应使用英语版本。

评估员应评估相关检查表的全部要求。

适用时，也应评估业务伙伴的单独检查表。

7.6  对要求的评估

评估员要对偏离的性质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为了判定是否符合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基础
级或中级条款的要求，评估员须评估已商定的检查表的所有要求。对评估发现的评分有不同
的等级。

7.6.1  偏离项的得分要求

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中，有以下得分的可能性：

A：完全符合标准规定的要求

B：几乎完全符合标准的要求，但是发现有小的偏离

C：只执行了少部分的要求

D：没有执行标准的要求

按照以下表格对各项要求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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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 解释 得分

A 完全符合 20

B 基本完全符合 15

C 仅执行了一部分要求  5

D 没有执行标准条款要求  0

除评分外，评估员可决定对企业判Major主要不符合项。这种可能性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解
释。

7.6.2  不符合项的评分规则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第2版中，有一种不符合项：Major主要不符合。这种不符合项会导
致从总分中扣分。

7.6.2.1  主要不符合
主要不符合定义如下：

任一条款出现实质性的标准条款不符合时，均可判为主要不符合。其中包括不符合法规，法
律，食品安全，客户要求或内部功能紊乱（如，完全不受规定和控制的过程）。当被识别出
的不符合项会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时，也可以视为主要不符合项。

每个主要不符合项将扣除总分数的10%。

如果评估中评判出了一个（中级）或若干个主要不符合项，且当前有IFS全球市场项目报告和
确认书，则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尽快在IFS数据库中撤回这些报告和确认书，这些工
作应当在评估日期后的两个工作日内完成。

在IFS数据库内，有关撤回现有报告/确认书的原因解释会以英文形式提供。有关识别的不符
合项的详细原因会以涉及的条款编号形式给出。这些解释会详细说明并与纠正措施计划中的
描述相同。

注意：所有有权限进入IFS数据库并在其收藏夹列表内关注各自企业的用户，一旦现有报告/
确认书被撤回，均会收到电子邮件形式的通知（包括有关识别出的不符合项的解释）。

如果识别出超过1个主要不符合项，但期望持续符合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要求，则需进
行一次全新的完整的评估。

如果存在业务伙伴的要求，这些特定的检查表应单独评分。

7.6.3  对 N/A (不适用)的评分规定

被认为受评估场所不适用的要求应由业务伙伴识别和/或预先确定。

当评估员认为某项要求不适用时，评分应当为：N/A：不适用，并在评估报告内作简短的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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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的条款要求应不包含在纠正措施计划大纲中，但是应在评估报告中单独的表格中列出。

N/A的条款应从最终评分中去除。

7.7  评估报告

每次评估之后，应按照固定格式准备一份完整的书面报告（参见第四部分）。确认书仅当评
估结果为有条件批准或批准时出具。

报告和确认书应在评估后的规定时间内（参加第一部分，章节7.9）上传至IFS数据库。

报告能够概述企业的符合性。

确认书基于评估的细节和最终的评估结果。

7.7.1   评估报告的结构

评估报告应具备透明度，并能给报告阅读者以信心，这都由评估员来完成。评估报告划分为
若干部分：

•  企业的基本信息
•  基本的评估结果
•  每章节的基本摘要
•  评估总结

对确定的主要不符合的总结和评估发现

•  上一次不符合的纠正措施的跟踪情况
•  所有被评定为N/A（不适用）的条款都要用单独的表格列出来，并作出解释

所有在评估期间发现的偏离项（B,C,D）和主要不符合项要形成专门的纠正措施计划。企业应
根据每个偏离项的级别分配和不符合项来制定纠正措施计划。这样评估报告的读者可以看到
不符合项和偏离项，以及企业发起的纠正措施。

如适用，针对额外的业务伙伴特殊要求的评估应单独生成报告。

7.7.2  评估报告完成的不同阶段

7.7.2.1  起草评估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大纲
评估员应解释所有的主要不符合项和偏离项(B, C, D)，以及所有发现的不适用项。

纠正措施计划应包含所有未评为A或N/A的条款。纠正措施计划大纲由AuditXpress软件生
成。报告应包括表2中的内容。

评估员应完成表2中A栏的所有内容，在将纠正措施计划大纲和初步的评估报告发给企业之
前，要对偏离项和不符合项做出解释和判定。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或评估员应在评估完成之后的两周内将初步的评估报告和纠正措
施计划大纲发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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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条款
号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
目要求

评价 解释
(由评估员
填写)

纠正措施，
根本原因，
纠正措施计
划（由企业
填写）

责任/期限/
执行情况 
(由企业填
写）

评估员确认

A栏 B栏 C栏 D栏

B.A 2.1 是否建立文件化的可追
溯体系…?

Major

B.A 2.2 可追溯体系是否包
括…?

C

B.A 2.3 记录是否确保产品识
别…?

B X

B.A 2.4 是否建立清晰的标识流
程…？

D

7.7.2.2  企业纠正措施的完成
企业针对评估员判定的主要不符合项和偏离项(B, C, D)，要在表2的B栏中列出纠正措施、根
本原因及纠正措施计划。

所有得分为C, D的偏离项以及主要不符合项，企业需要列明职责和整改期限(在表2的C栏)。
纠正措施计划应在3个月内执行完毕。如果无法按时完成，需要确定超出的时间期限。企业
需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告和纠正措施大纲两周内递交纠正措施计划至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
供方。逾期者，受评估方须重新接受一次完整的评估。

注意：起草报告和制定纠正措施计划大纲的不同流程可以与业务伙伴进行商定。

7.7.2.3  纠正措施计划的确认
评估员或者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代表需要确认受评估企业提交的纠正措施计划 (在表2
的D栏)。如果纠正措施无效或者不恰当，认证机构代表/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及时将纠正措施
计划返还给企业，使其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逾期者，受评估方须重新接受一次完整的评
估。

7.8  得分与评估报告及确认书的签发条件

不同水平的总体得分如下所述。

7.8.1  基础级

基础级评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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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础级评估结果

评估结果 状态 纠正措施（受评估
方）

报告形式 评估频率

基础级> 1个主要
不符合项和/或总
分＜75%

不批准 整改措施，并协商重
新进行评估

报告描述现状 重新评估

基础级最多 1个主
要不符合项，并
且总分≥75%

如果采取进一步
纠正措施并获得
业务伙伴的确认
或认证机构/评估
服务提供方的最
终批准，则结果
为基础级有条件
批准

如果没有采取进
一步纠正措施或
未得到确认，则
结果为基础级不
批准

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
告后的两周内发送纠
正措施计划。评估后
的三个月内实施纠正
措施。
对最终确认的主要不
符合项的偏离实施纠
正措施。

整改措施，并协商重
新进行评估

报告，包括对
现状采取的纠
正措施

报告描述现状

12个月后进行换
证评估

重新评估

基础级没有主要
不符合项，并且
总分≥75%

基础级批准 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
告后的两周内发送纠
正措施计划。评估后
的三个月内实施纠正
措施。

报告，包括对
现状采取的纠
正措施

12个月后进行换
证评估

评估结果根据上述规则自动计算得出。

7.8.2  中级

中级评估结果如下：

表4:  中级评估结果结果

评估结果 状态 纠正措施（受评估
方）

报告形式 评估频率

基础级和中级没
有主要不符合
项，中级检查表
分数＜75%

中级不批准 整改措施，并协商重
新进行评估

报告描述现状 如需要，重新评
估中级级别

中级≥1个主要不
符合项，基础级
＞1个主要不符合
项

中级和基础级不
批准

整改措施，并协商重
新进行评估

报告描述现状 重新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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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评估结果 状态 纠正措施（受评估

方）
报告形式 评估频率

中级≥1个主要不
符合项，基础级
最多1个主要不符
合项，且基础级
检查表总分
≥75%

如果采取进一步
纠正措施并获得
业务伙伴的确认
或认证机构/评估
服务提供方的最
终批准，则结果
为基础级别有条
件批准

如果没有采取进
一步纠正措施或
未得到确认，则
结果为基础级不
批准

中级不批准

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
告后的两周内发送纠
正措施计划。评估后
的三个月内实施纠正
措施。
对最终确认的主要不
符合项的偏离实施纠
正措施。

整改措施，并协商重
新进行评估

报告，包括对
现状采取的纠
正措施

报告描述现状

12个月后进行换
证评估

重新评估

中级≥1个主要不
符合项，基础级
没有主要不符
合，基础级检查
表总分≥75%

基础级批准
中级不批准

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
告后的两周内发送纠
正措施计划。评估后
的三个月内实施纠正
措施。

报告，包括对 在收到初步的评
估报告后的两周
内发送纠正措施
计划。评估后的
三个月内实施纠
正措施。

基础级和中级没
有主要不符合
项，基础级和中
级检查表总分均
≥75%

中级批准 在收到初步的评估报
告后的两周内发送纠
正措施计划。评估后
的三个月内实施纠正
措施。

报告，包括对
现状采取的纠
正措施

12个月后进行换
证评估或IFS 
Food认证

评估结果根据上述规则自动计算得出。

注意：总分计算规则如下：

总分=（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要求条款总数–N/A的条款数量）*20

最终得分（按百分比）= 得分/总分

一般地，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不颁发认证证书，仅发布确认书。确认书模板见本文
件的第四部分，也可用IFS软件生成。

评估活动的结果评价依据规则计算得出，规则如下述的判断树概括并在章节7.8.1（基础级）
和7.8.2（中级）中进行了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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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判断树  

生产企业

IFS全球市场
评估 IFS HPC标准

批准中级

基础级中没有
主要不符合项

基础级中有
1个主要不符

合项

基础级中>1 
个主要不符

合项

在基础级和中级均
≥ 1个主要不符合项

不批准
中级

批准
基础级

有条件批准为
基础级

不批准
基础级

在基础级和中级中均没
有主要不符合项

基础级
81 个条款

中级
在81个条款之外的
129 个条款

检查是否符合基础级要求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总分在 
75–100%

之间

总分在 
75–100%

之间
是

主要不符合项纠
正措施的确认

在基础级和中级的
得分均在75-100%

之间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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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7.9  IFS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时间表

评估从正式报告和确认书发布之日起正式生效，并在首次评估日期加上8周减去1天再加上1年
后失效。后续安排评估的日期应从首次评估的日期起开始计算，而不是以报告/确认书发布
的日期计算。如果评估没有及时进行，零售或其他用户将通过IFS数据库收到通知。

评估后的最终报告/确认书上传时间取决于以下因素：

•  评估之后两周内起草初步的评估报告
•  企业/场所有两周的时间就偏离项和不符合项做出决定（即，制定纠正措施计划）
•  评估员有两周的时间审查纠正措施，并将评估报告、确认书和纠正措施计划上传至IFS数

据库。

总计：从评估日期起到将评估报告/确认书上传IFS数据库共计6周时间。

•  目标：6周

•  最多：8周

注意：起草报告/确认书和制定纠正措施计划的不同方式可以和业务伙伴共同商定。

8  评估周期
换证评估应由业务伙伴或受评估企业发起。

注意：受评估场所将在评估报告/确认书过期前的三个月收到由IFS数据库发出的提醒。

虽然换证审核的日期每年都不相同，并且不一定完全与认证周期一致，评估报告/确认书的
有效期应每年都保持统一。

这样会避免在两次连续的报告/确认书之间留下空隙，并且不会因为提前对公司安排审核而
损失证书的有效期限。

例：

首次审核： 2016年10月1日

报告/确认书发布日期： 2016年11月26日

报告/确认书有效期至： 2017年11月25日

换证审核日期： 2017年9月25日

报告/确认书有效期至： 2018年11月25日（不受换证评估日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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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评估周期 

换证评估应安排在评估到期日（首次评估后的周年日期）之前最早8周，或最晚迟2周。

未按照规则在适当的时间进行，将会导致评估周期的中断。

如果未进行换证评估，受评估企业在报告/确认书过期后会在IFS数据库保持三个月的可见。

9  关于报告和确认书撤销条件的信息
只有当有信息显示受评估公司产品不再满足IFS全球市场项目要求时，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
供方才可以撤销报告和确认书。

该规则的唯一例外情况是受评估公司没有支付本次评估的费用。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与受评估公司间的合同应与认证周期一致（见上图6）。

10  评估报告的分发和留存
评估报告归受评估企业所有，除非经过事先同意(或另有法律规定)，否则其任何内容不得泄
漏给第三方。评估报告的发放应经过书面的同意。这种书面的确认文件，可以在受评估方与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之间签订，或者在受评估方与相关用户之间签订。认证机构/评估
服务提供方将保留一份评估报告和所有支持性文件。评估报告应存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保
存期限为5年。

进入关于评估报告信息的权限详见第四部分。

11  附加措施
采购方可根据评估报告，就其所采取的附加措施水平做出决定。

IA:  首次审核
RA:   换证审核
R / LoC: 报告/确认书有效期起始

< 12 个月 > 12 个月

= 12 个月= 12 个月

2017年
10月

2018年
9月

2019年
10月11月 11月11月 12 12121 112 223 334 445 556 667 778 8 98 910

IA:
2017年10月1日

R / LoC:
2017年11月21日

R / LoC:
2018年11月25日

R / LoC:
2019年11月25日

RA:
2018年9月25日

RA:
2019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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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12  申诉和投诉程序

12.1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申诉和投诉程序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有书面的程序，以审查和解决对评估结果的申诉。

这些程序应独立于评估员个人，并由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高级管理人员负责申诉的
处理工作。

应在收到受评估企业申诉的20个工作日内处理完毕。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有书面程序处理来自受评估方和其他相关方的投诉。在接到投
诉的10个工作日内给予初步的反馈意见。在收到投诉后的5个工作日内将发出确认函。在完
成对投诉的全面调查后应该给投诉者提交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12.2  投诉通知后的质量保证措施

零售商或其他任何相关方都有权利向IFS发送任何可能的投诉以进行调查和管理。

IFS办事处应收集与IFS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报告或其他会使IFS品牌遭到质疑的情况有关的投
诉。零售商、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按照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受到评估的员工或其
他任何人可以就某一特定问题通过IFS网站 www.ifs-certification.com 上的投诉表格或发邮
件至complaintmanagement@ifs-certification.com 通知IFS。

IFS办事处将收集所有必要信息来调查投诉原因， 并确定受评估公司、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
供方是否有缺陷，或评估员是否满足IFS全球市场项目的要求。

基于此项调查，如果偏离项已被识别，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实施适当的纠正措施计
划。

13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的所有权以及使用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及其注册商标的版权完全归IFS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所有。IFS标志可以
在IFS客户端受限制的下载。

另外，评估员在评估中应检查以下条款和条件，并作为强制性内容，在评估报告的公司简介
中陈述检查结果。

如果评估员发现企业没有完成这些条款和条件，需要通知IFS。

申请
这些条款和条件适用于IFS标志和通用IFS标志。

IFS标志的样式，设计和颜色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使用时应按比例满足其形状和颜色要求。如在文件中使用，也
可以黑白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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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受评估企业可以在遵守下述规定的前提下，在其文件中（例如，
发票）使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在保证其形状及格式的情况下，可以用物理的或者电子的及胶
片方式印制，IFS标志作为图章的使用也是如此。

对注释和解释的限制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受评估企业、IFS培训服务提供方、IFS咨询顾问或IFS认证机构/评估
服务提供方在发布带有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的文件时，相关的注释，解释应当清淅
明确。

促销资料中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的使用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认证企业可将IFS标志用于促销宣传及发布其通过IFS认证的信息，但
须保证该标志不会出现在终产品上，并不会被最终的消费者看到。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和评估信息可以依据相关IFS用户的情况来使用，但不可以包括
最终的消费者。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不能展示在产品上或任何形式的可能会达到最终消费者手中的
宣传文件上（如最终消费者展会，宣传册）。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可以出现在任何
形式的常规交流中（如商业展会、宣传册、与产品安全和质量管理有关的普通物件、车辆
等）。

应保证所有引用了IFS的、关于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信息是清晰明确的。

IFS标志不得用于与IFS无明确关联的演示之中。

对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使用的其它限制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的使用不能让人认为IFS标准的所有人负有认证决定权，同样，
在使用上也不能引出类似的感觉和解读。如果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评估决定被撤消
了，受评估企业应立即停止在其文件或其他有关材料中使用IFS标志，停止有关通过IFS认证
的宣传。

有关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的宣传
所有上述条款同样适用于有关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宣传。这意味着，不得使用“IFS”， 
“International Featured Standard（国际卓越标准）”，“IFS Global Markets-Food（IFS食
品--全球市场项目）”等类似的词语。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在最终消费者购买的产品上进行
的宣传。

14  标准的评审
评审委员会应保证标准的质量和内容，按规定对基础级和中级条款标准及协议进行定期评
审，以确保它们仍符合要求。

评审委员会应包括所有参与评估过程的人员：零售商代表、行业机构代表、咨询顾问代表和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代表。评审委员会的目标是要分享经验、讨论和决定有关标准的
更新，评估报告和培训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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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附件1:  检查表的使用

基础级或中级检查表有多种不同的使用方式。

通常情况下通过评估的时间间隔为1年，理想状况下不应退步。

注意：业务伙伴之间可以商定不同检查表的使用方式和时间表。

1. 自愿性的自我评估或预评估

4.  IFS HPC 标准认证

2. 基础级评估

3. 中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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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评估过程 

1.  由受评估方或业务伙伴选择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

2. 评估计划和准备。由胜任此产品类别和产品组的评估员在确定的日
期进行所选定级别的现场评估。

3.  首次会议，现场检查，流程评审，人员访谈。生成评估结论

与认证机构/评估
服务组织一起：报
价，决定，合同签
名，评估日期决

定，评估时长及评
估范围

在确认的审核报告过
期前的3个月，IFS数
据库将向审核企业发
送提醒，以安排一次
新的认证机构/评估服

务机构的评估或审
核。

12.  由CB/ASP将上次评估数据至IFS数据库(评估详细，报告，纠正措施计划，确认书)

8.  Completion of the 
 corrective action plan and 

determination of corrective 
 actions by the assessed site

9.  将完成的纠正措施计划反
馈给CB/ASP/评估员

10.   CB/ASP/评估员校对完成的纠正措施计划，
并向受评估方反馈

11.  发送最终报告给受评估企业

8.  纠正措施计划的完成

9.  将完成的纠正措施计划反
馈给CB/ASP/评估员

8.  受评估场所完成纠正措施
计划，确定和实施纠正措施

9.  将完成的纠正措施计划及
主要不符合项纠正措施实施的

证据反馈给CB/ASP/评估员

10.   由业务伙伴或CB/ASP对完成
的整改措施计划和主要偏离项的整
改措施进行最终确认，并向受评估

方反馈

2 a. 根据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计划检查表进行自我评估

3 a.  按照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检查表进行预评估

4.  末次会议，包括确定的偏离项和不符合项 批准 因为主要不符合项或得分
过低不批准 有条件批准

5.  评估员准备评估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

6.  受评估场所完成纠正措施计划，确定纠正措施

7.  评估员准备评估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

自愿的
CB   = 认证机构
ASP =  评估服务提供方

批准 因为主要不符合项或得分过低
不批准 有条件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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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附件3:  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中，公司的所有活动均为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的组合。

表1:  产品类别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产品类别

1. 红、白肉，家禽及肉制品

2. 鱼及鱼类产品

3. 蛋及蛋类产品

4. 乳制品

5. 果蔬

6. 谷物、谷物产品、烘焙产品、糕点、糖果、小吃

7. 复合产品

8. 饮料

9. 油脂

10. 干货、其他食品原料和配料

11. 宠物食品

注意:

•  复合产品指包括至少两种不同产品类别的产品。
•  关于产品和其在产品类别中所处位置的例证表格可见IFS网站: www.ifs-certification.com.

http://www.ifs-certifi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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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技术类别

IFS技术类
别

基于产品风险的技术分类

A 以杀灭致病菌为目的的杀菌方式（最终包装产品）：最终包装中的杀菌（如高压灭
菌）产品。
品）：最终包装中的杀菌（如高压灭菌）产品。

B 以降低食品安全危害为目的的巴杀（和UHT过程）。
巴氏杀菌、UHT/无菌灌装、热灌装，其他巴杀技术，如高压巴杀、微波

C 已加工的产品：通过食物保藏技术和其他加工工艺以改变产品形态和/或延长保质期
和/或降低食品安

全危害为目的的处理过程。
食品辐照
保存：盐渍、卤制、糖渍、酸化/酸渍、干制、烟
熏等，发酵、酸化
蒸发/脱水、真空过滤、冻干、微孔过滤（孔径小于10μm）

注意- 例外情况：虽然辐照目的是破坏微生物，也归于此类别。

D 保持产品完整性和或安全性的系统的处理方式：
消除和/或预防污染的处理措施在内的以保持产品质量和/或完整性为目的的处理过
程。
包括储存在内的冷冻（–18 ℃以下）
速冻、冷藏、冷却过程和低温储存
抗菌浸泡/喷雾、熏蒸

E 预防产品污染的系统和处理措施
在处理、处置和/或加工和或包装中，通过高清洁控制和/或特殊设施预防产品污染，
特别是微生物的污染。
气调包装、真空包装
无菌室技术、“绝尘室”，以食品安全为目的的车间温度控制、清洗后消毒、正压系统
（如小于10μm过滤、清洗后消毒）等以预防产品污染，特别是微生物污染的过程
特殊的隔离技术：如反向渗透过滤、活性炭过滤

F A、B、C、D、E中没有列出的其他操作、处理和加工过程
蒸煮、烘焙、装瓶、酿造、发酵（如酒类）、干燥、油炸、烘烤、挤压
包衣、裹粉、打浆、分割、切片、切丁、分割、搅拌/混和、填充、屠宰、分选、操
作、包装 
控制条件（空气）下的储存（除温度）
蒸馏、纯化、蒸煮、水煮、氢化、碾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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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附件4:  基础级概述 + HACCP

基础级 基础级 + HACCP 中级

A: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

产品规格书包括产品放行(8) 产品规格书包括产品放行(8) 产品规格书包括产品放行(8)

可追溯性(4) 可追溯性(4) 可追溯性(6)

食品安全事件管理 (2) 食品安全事件管理 (2) 食品安全事件管理 (4)

不合格产品控制(2) 不合格产品控制(2) 不合格产品控制(2)

纠正措施计划(2) 纠正措施计划(2) 纠正措施计划(2)

管理层职责(1) 管理层职责(1) 管理层职责(3)

记录保持要求(2) 记录保持要求(2) 记录保持要求(2) 一般文件要求 
(1)

测量和监控设备控制(1) 测量和监控设备控制(1) 测量和监控设备控制(2)

培训 (2) 培训 (2) 培训 (3)

程序(2)

投诉处理(2) 投诉处理(2) 投诉处理(2)

产品分析(1) 产品分析(1) 产品分析(2)

合同协议和采购(2) 合同协议和采购(2) 合同协议和采购(2)

供应商批准和绩效监控 (2)

B: 良好操作规范 (GMPs)

个人卫生(6) 个人卫生(6) 个人卫生(6)

设施环境 (6) 设施环境(6) 设施环境(6)

清洁和消毒 (3) 清洁和消毒(3) 清洁和消毒(3)

产品污染控制(2) 产品污染控制(2) 产品污染控制(2)

虫害控制 (3) 虫害控制 (3) 虫害控制 (3)

水质(2) 水质(2) 水质(2)

员工设施 (4) 员工设施 (4) 员工设施 (4)

废弃物管理 (2) 废弃物管理 (2) 废弃物管理 (2)

贮藏和运输 (3) 贮藏和运输 (3) 贮藏和运输 (3)

设施和设备管理 (5)

C: 食品危害控制

预备工作 (6) 预备工作(6) 预备工作(6)

过敏原控制(5) HACCP (12) HACCP (12)

过敏原控制(5)

过敏原控制(5) 食品防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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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要求 

序号 基础级 中级

A: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
B.A 1 产品规范包括产品放行

企业应确保产品规范的适宜性和充分性，并确保符合有关安全、法规和顾客的要求。企
业应建立和执行适宜的产品放行程序。

B.A 1.1 是否有适用于所有的产品输入（原料，配料，添加剂，包材，返工）和成品的 规范？

B.A 1.2 这些规范是否能够符合相关安全、法规和顾客的要求？ 
它们是否考虑了食品欺诈的脆弱性？

B.A 1.3 是否所有可能对产品和现有符合性认证产生影响的包装材料满足当前法律要求？在没有
特定法律要求适用的情况下，是否有证据表明包装材料适合使用？它是否适用于可能对
原料、半成品和终产品产生影响的包装材料？

B.A 1.4 产品规范是否是最新的，清晰的，并提供给相关人员？

B.A 1.5 产品规范修改是否明确通报给内部和外部相关方？ 
这些沟通过程是否受到管理并被知晓？

B.A 1.6 是否有指定的人负责产品规范控制？

B.A 1.7 配料和配方是否是最新的、有效的，并符合产品规范？

B.A 1.8 是否制定书面的产品放行流程？  
流程是否能有效地确保终产品（包括包装和标签）满足产品规范，内部要求，客户规格
（包括约定的配方）和目的地国法规？

B.A 2 可追溯性 I.A 2 可追溯性

企业应建立可追溯体系，以识别产品
批号与其原料、主要包装材料和最终
包装材料的批次，以及加工和分销记
录之间的关系。记录应包括：
•  识别任何外购产品、配料或服务。
•  整个生产过程的记录，包括加工、

成品和包装的批次。
•  所有供应产品的购买者和运输目的

地的记录。

企业应确保可追溯体系至少每年测试
一次，并进行必要的更新。 
记录应包括：
•  可追溯体系年度测试记录。
•  适用时，体系的更新记录。

B.A 2.1 是否为每个产品建立书面的可追溯体系，确保其满足法规和客户的要求？

B.A 2.2 可追溯系统是否包括加工、后处理、返工等全部的操作过程，且有效运行？

B.A 2.3 在库存/存货、加工、后处理和返工等的全部生产阶段是否有记录能够实现产品识别？ 
是否有所有原料和包装材料从购买到生产再到直接目的地的记录？

B.A 2.4 是否建立清晰的标识流程，确保产品在整个生产和运输过程持续地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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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级 中级

I.A 2.5 可追溯体系是否至少每年测试一次？ 
可追溯体系是否进行必要的更新并保
存记录？

I.A 2.6 如果顾客要求，可识别的、代表生产
批次的样品是否被适当保存直到成品 
“使用日期”或“保质期”结束，是否在
需要时确定一个更长的期限？

B.A 3 事件管理 I.A 3 事件管理

企业应证明其能力，可以撤回和召回
受影响产品，联系相关客户并保存这
些事件的记录。

企业应有建立有效的针对所有产品的
事件管理程序，包括事件报告，客户
沟通，产品撤回和召回。 
应有追溯体系年度审查，测试和验证
的记录。

B.A 3.1 企业是否能够撤回和召回受影响产品？

B.A 3.2 是否保存事件的记录？

I.A 3.3 是否建立书面的事件管理体系，包括
事件报告、产品撤回和产品召回？

I.A 3.4 是否建立有效的沟通计划，并规定指
定人员负责提供相关信息给到客户、
消费者和监管部门？

I.A 3.5 事件管理体系是否每年至少审查、测
试和验证一次？

I.A 3.6 是否记录和评估所有的食品安全事
件，并确定其严重程度和顾客风险？

B.A 4 不合格品控制

企业应确保任何不合格品的确认和控制，防止非预期的使用和运输。

B.A 4.1 是否建立书面的程序识别和管理所有的不合格品，包括原料、产品投入物、半成品、成
品、加工设备和包装材料？

B.A 4.2 不合格品的控制是否由有能力的人员负责？

B.A 5 纠正措施

企业应确保尽快实施纠正措施，以防止不符合的再次发生。

B.A 5.1 是否建立书面的纠正措施程序来分析投诉和调查不符合以避免再次发生？是否明确规定
实施纠正措施相关的责任人和期限？文件是否妥善保管且便于取阅？

B.A 5.2 纠正措施（如放行、返工、隔离、拒收/清理）是否确认并有效实施，以消除已发现偏
离或不符合或其他不期望现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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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级 中级

B.A 6 管理层职责 I.A 6 管理层职责

企业应确保有管理承诺，为发展、实
施和满足包括客户要求在内的食品安
全及质量计划提供资源。

企业应建立清晰的组织架构，至少包
括影响到产品安全性、合法性和质量
的工作人员的职位描述、职责和汇报
关系。

B.A 6.1 是否有证据表明管理部门致力于为实施和满足包括客户要求在内的食品安全和质量计划
提供资源？

I.A 6.2 是否有最新的组织结构图表明公司的
组织结构？

I.A 6.3 是否有关于食品安全、质量、法律的
形成文件的、明确的职责规定并贯彻
到员工？

I.A 6.4 对产品要求产生影响的员工是否了解
其职责，他们是否能说出对其职责的
理解？

B.A 7 记录保存要求 I.A 7 一般文件要求

企业应确保记录可以获得，以证明企
业的活动符合食品安全和质量体系，
包括所有相关法规，客户和食品安全
要求。

企业应建立并实施程序，确保所有文
件得到维护，并保持更新。

B.A 7.1 是否可以获得记录，证明企业符合食品安全和质量体系，包括所有适用的法规，客户和
食品安全要求。

B.A 7.2 企业是否依据法规或客户要求确定了记录保存时间？

I.A 7.1 是否建立书面程序，并得到有效实
施？

B.A 8 测量与监控设备控制 I.A 8 测量与和监控设备控制

对食品安全，质量（包括客户要求）
和法规要求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和监控
设备应是可靠的。

企业应确定对食品安全和质量（包括
客户要求）起关键作用的测量和监控
设备，并确保它们已校准并能溯源到
相应的国家或国际标准。

B.A 8.1 对食品安全，质量（包括客户要求）和法规要求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和监控设备是否可
靠？

I.A 8.2 对食品安全，质量（包括客户要求）
和法规要求有重要影响的测量和监控
设备，是否得到识别、校准，满足相
应的标准，并得到有效的控制？

I.A 8.3 当测量和监测设施超出规定限值时，
是否采取措施并记录？



第
二
部
分

39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第2版

序号 基础级 中级

B.A 9 培训 I.A 9 培训

企业应确保所有人员进行了有关其工
作职责的充分的食品安全，质量和实
践培训。

企业应建立体系，以确保所有员工都
受到了符合其工作内容的，有关食品
安全原则和实践的适当的培训、指导
和监督。

B.A 9. 1 所有新员工是否接受了有效的培训？

B.A 9.2 所有相关人员是否接受了进修培训？

I.A 9.3 是否建立了员工培训计划，包括进修
（更新和重复），并有效实施？

I.A 9.4 是否建立了HACCP培训计划？

I.A 9.5 是否有充分的培训记录？

I.A 10 程序

企业应为对产品安全，质量和合法性
有影响的所有过程和操作制定并实施
详细的程序和指导书。

I.A 10.1 对食品安全，质量和合法性有影响的
所有过程和操作是否建立详细的程
序，并有效实施？

I.A 10.2 程序是否清楚的传达给相关人员？

B.A 11 投诉处理

企业应制定并实施有效的客户和顾客投诉管理方案。投诉数据应受到控制和管理，以确
保针对合法性和质量合规以及食品安全事件均制定有整改措施。

B.A 11.1 是否建立书面的产品投诉管理体系，并有效实施？

B.A 11.2 是否保存了所有的客户和顾客投诉，调查已经整改措施？

B.A 12 产品分析 I.A 12 产品分析

企业应实施测试计划，确保对食品安
全、法规要求以及客户规范有重要影
响的问题进行了系统地产品和成分分
析。

分析结果应由受到认可的和有效的方
法得出。
企业应执行程序，确保对食品安全、
法规要求以及客户规范有重要影响的
问题进行了系统地产品和成分分析。
企业应确保所使用的方法可以提供有
效的结果（如使用ISO 17025规定的程
序和/或行业推荐方法）。

B.A 12.1 是否建立内部和外部分析的测试计划，以确保满足所有规范的产品要求，包括货架期内
的法规要求和客户的要求？测试结果是否被记录？

I.A 12.2 是否建立分析程序确保满足所有规范
的产品要求，包括货架期内的法规要
求和客户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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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级 中级

I.A 12.3 与食品安全，质量和合法性有关的检
测方法是否能得到有效结果（如使用
ISO 17025规定的程序或行业推荐方
法）？

B.A 13 合同协议和采购 I.A 13 合同协议和采购

企业应确保有关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合
约协议得到遵守。

企业应控制采购过程来确保所有来自
外部的产品和服务符合书面要求

B.A 13.1 在供货协议形成前，合同方之间是否考虑了可接受程度并对已明确的要求进行确定、达
成协议及评审？是否所有关于质量和食品安全的条款，传达并被各相关部门知晓？

B.A 13.2 现有合约协议的变化是否形成文件并在合同方之间传达？

I.A 13.3 影响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外包过程是否
确保得到控制？这些外包过程的控制
是否得到识别并在食品安全和质量管
理体系中描述？

I.A 13.4 产品和服务采购是否符合现行规范和
合同协议？

I.A 14 供应商批准和绩效监控

当供应商的产品或服务可能影响到产
品安全和质量时，企业应建立供应商
批准和持续监控程序。
应记录评估结果和后续行动。

I.A 14.1 是否建立书面的供应商批准计划，并
有效实施?

I.A 14.2 是否建立书面的供应商监控计划，并
有效实施？

B:  良好操作规范 (GMPs)
B.B 1 个人卫生

企业应确保实施合适的卫生规范，并适用于所有员工和来访者。
这些规范应保证卫生地处理和运输安全和优质产品，并交付于客户。应遵守食品法典委
员会有关个人卫生的相关建议。

B.B 1.1 是否建立个人卫生要求，并适用于相关人员、合同方和参观者？

B.B 1.2 如适用，个人卫生要求能否满足法律要求？

B.B 1.3 是否在现场有针对员工、合同方和参观者的沟通程序，规定发生传染性疾病时的应采取
的措施？

B.B 1.4 是否有合格的负责人决定疑似传染病个体能否进入食品区，及如何控制疑似传染病个
体？

B.B 1.5 员工、合同方和参观者是否知道并遵守个人守卫生要求？

B.B 1.6 员工、合同方和参观者是否知道并遵守进入特定工作区域的穿戴和更换防护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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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基础级 中级

B.B 2 设施环境

企业设施应合理布局和维护以避免污染风险，且能生产出具有备相应质量的安全合法产
品。

B.B 2.1 公司设施的位置、设计、建造和维护是否能保证产品的安全、合法和质量要求？

B.B 2.2 设施是否进行有效地维护、清洁和消毒，以避免产生物理、化学和微生物的产品污染？

B.B 2.3 灯光的强度和设计是否能保证食品安全和质量措施的有效性？

B.B 2.4 建筑物、接触面和材料，特别是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分是否便于维护、清洁及适当时进
行消毒？

B.B 2.5 是否安装有设备以确保废水或排水不会危害食品安全，合法性和质量？

B.B 2.6 地面和设施周边区域是否得到维护，没有废弃物和堆弃的残渣？

B.B 3 清洁消毒

企业应确保在任何时间、所有生产阶段的清洁、消毒标准得到保持。

B.B 3.1 是否建立了有效的书面的清洁、消毒程序，包括验证活动，确保设施、工器具和设备的
清洁？

B.B 3.2 清洁用的设备、器具和化学品是否标识清晰，并保存在独立场所，且远离预期使用的产
品、设备和包装材料？

B.B 3.3 从事清洁和消毒的人是否有资质，并接受过培训？

B.B 4 产品污染控制

企业应建立适当的设施和程序，尽量减少产品物理、化学或微生物污染风险。

B.B 4.1 是否有物理屏障或有程序来减少和避免潜在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污染风险？

B.B 4.2 是否建立了可操作的程序来降低任何潜在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污染？

B.B 5 虫害控制

企业应确保建立控制措施以减少或消除虫害风险（包括鼠类、昆虫和鸟类）。

B.B 5.1 是否建立有效的虫害控制计划？

B.B 5.2 产品、原料和设施的虫害控制措施是否适当？

B.B 5.3 虫害检查计划是由有资质的人以适当的频率进行，是否对发现进行调查？

B.B 6 水质

企业应确保与食品接触的水、冰或蒸汽的质量，符合其预期用途。 
所有与食品接触、作为配料以及用于清洁和消毒的水都应来自可饮用水源。

B.B 6.1 是否建立书面程序保证水、蒸汽和冰的质量，确保不会危害成品的质量安全？

B.B 6.2 是否建立书面程序避免饮用水和非饮用水的交叉感染？

B.B 7 员工设施

企业应确保员工设施的设计和运行应能尽量减少食品安全风险。

B.B 7.1 员工更衣室是否适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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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7.2 是否提供厕所，正常运行，可以使用且充分远离加工和食品处理区域？

B.B 7.3 是否提供合适的、足够的洗手设施？

B.B 7.4 餐厅是否远离生产、包装和贮存区域？

B.B 8 废弃物管理

企业应建立程序来收集和处置废弃物。

B.B 8.1 是否规定了适合的区域来存贮和清除废弃物？

B.B 8.2 非可食产品、废弃物或副产品的容器是否明显标识，并妥善利用？

B.B 9 贮藏和运输 I.B 9 贮藏和运输

企业应确保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所
有原料（包括包材）、半成品和成品
应能保护产品。

企业应确保在贮藏和运输过程中，所
有原料（包括包材）、半成品和成品
应能保护产品完整性。
所有用于运输原料（包括包材）、返
工品、半成品和产品的车辆（包括承
包车辆）应干净、适合于其用途、且
维护良好。

B.B 9.1 是否有合适的设施来储存食品和配料？

B.B 9.2 在贮藏期间，贮藏设施能否有效的防止物料和终产品污染？

B.B 9.3 产品运输能否尽量减少食品变质（如通过温度和湿度控制）？

I.B 9.4 是否建立产品运输程序且有效实施？

I.B 9.5 是否建立运输车辆程序且有效实施？

I.B 9.6 是否建立书面的装卸车辆及设备的保
养和卫生程序且有效实施？

I.B 10 设施和设备维护

企业应实施计划、预防和维修保养体
系，确保设施能够充分达到食品安全
与质量的要求。

I.B 10.1 是否建立书面的保养计划？

I.B 10.2 是否实施了有效的保养计划？

I.B 10.3 是否建立涵盖所有保养活动的、书面
的卫生清洁程序？

I.B 10.4 设施保养是否实施有效的卫生程序？

I.B 10.5 保养和维修所使用的材料是否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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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食品危害控制
B.C 1 预备工作

企业应识别并符合有关产品和产品类别的法规要求和客户要求。  
对于所有产品，应包括以下内容： 
•  任务1:  建立多学科的食品安全小组
•  任务2:  描述产品和产品类别（包括原料，包装，终产品）以及贮藏和分销所需的条

件。
•  任务3: 描述产品预期用途，识别目标客户。
•  任务4: 在工艺流程图中描述产品生产的所有步骤。
•  任务5: 对比工艺流程图和生产过程，确保工艺流程图的准确。

B.C 1.1 企业是否识别并符合有关产品和产品类别的法规要求和客户要求？

B.C 1.2 承担食品安全不同职责的小组是否执行检查表本部分描述的任务（任务2-5）？

B.C 1.3 是否有产品/产品类别的完整产品描述，包括所有成分，包括原料、包材、终产品以及
贮藏和分销所需的条件？

B.C 1.4 是否描述了产品的预期用途，是否识别了目标客户？

B.C 1.5 是否在工艺流程图中描述了产品生产的所有加工步骤？

B.C 1.6 是否比对了工艺流程图以确保其准确反映加工过程？

B.C 2 过敏原控制

企业应确保有充分的控制措施，防止过敏原的交叉污染。
产品中所有已知的会导致食物过敏的成分，都应清晰地标示，并告知顾客。

B.C 2.1 是否建立书面的程序来控制过敏原并防止产品在生产各个阶段出现交叉污染？

B.C 2.2 制定过敏原控制计划时是否考虑了法规要求和适当的客户要求？

B.C 2.3 是否确定了交叉污染的潜在原因，是否建立了原料、中间产品和成品的处理程序以避免
交叉污染？

B.C 2.4 是否建立食品接触面的清洁、消毒程序，并能有效去除食品接触面的所有潜在过敏原？

B.C 2.5 是否建立明确的标识系统，确保产品生产和运输各个阶段持续有效的识别？

I.C 3 HACCP 

企业应至少要对其食品生产过程进行
危害分析，以判定食品生产过程中是
否存在危害。
供应商应使用HACCP（危害分析与关
键点控制）进行评估。
如果识别出生产过程中存在危害，企
业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制定满足食品
法典七大原则的HACCP计划。

I.C 3.1 原理 1：是否对食品生产的每个步骤
都进行了危害分析？

I.C 3.2 危害分析是否由可以胜任的小组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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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 3.3 原理 2：如果危害分析表明食品生产
过程中的任何显著危害无法通过良好
操作规范（GMPs）减少或消除，是
否确定其为关键点（CCPs）？

I.C 3.4 原理 3：是否确定了每个CCP的关键
限值？

I.C 3.5 原理 4：是否每个CCP都建立了相应
的监控程序？

I.C 3.6 是否所有的CCPs都能有效实施？

I.C 3.7 原理 5： 超出关键限值时是否为每个
CCP建立了纠偏措施？

I.C 3.8 原理 6： 是否建立验证程序？

I.C 3.9 验证程序是否有效运行？

I.C 3.10 原理 7： 是否建立HACCP程序文
件，并保留记录？

I.C 3.11 所有HACCP相关的记录保存和文件程
序是否有效实施？

I.C 3.12 企业是否为非CCP的相关步骤实施特
殊控制措施？

I.C 4 食品防护

企业应评估其防止蓄意的产品干预或
污染的能力，并建立合适的预防控制
措施。

I.C 4.1 是否评估了产品被蓄意破坏或蓄意污
染的风险？

I.C 4.2 加工过程中易于受到蓄意破坏/蓄意
污染的点是否得到识别，且有额外的
门禁控制？

I.C 4.3 如果发生违背禁止进入且产品可能已
被蓄意破坏或蓄意污染时，是否建立
措施说明如何处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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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术语
术语表中没有提及的定义可以在相关法规和指令中查找。以下定义适用于本文所使用的术
语，请予留意。

过敏原（欧盟） 由食物引起的，以免疫反应为主要症状的不良反应。确定的过敏原有：
•  含麸质的谷类食品（例如小麦、黑麦、大麦、燕麦、斯佩耳特小麦、

卡姆(kamut)以及其杂交品种）及其制品
•  甲壳类动物及制品
•  鸡蛋以及蛋制品
•  鱼以及鱼制品
•  花生及花生制品
•  大豆以及豆制品
•  牛奶以及奶制品（包括乳糖）
•  坚果类，例如杏仁(Amygdalus communis L.)、榛实(Corylus  

avellana)、胡桃(Juglans regia)、腰果(Anacardium occidentale)、山
核桃(Carya illinoiesis(Wangenh.) K. Koch)、巴西坚果(Bertholletia 
excelsa)、阿月浑子果实(Pistacia vera)、澳大利亚坚果、昆士兰坚果
(Macadamia ternifolia)及其制品

•  芹菜及其制品
•  羽扇豆及其制品
•  软体动物及其制品
•  芥末及其制品
•  芝麻籽及其制品
•  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以SO2计，含量超过10 mg/kg或10 mg/L）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法规(EU) No 1169/2011。

受评估企业 受到评估的供应商/加工企业。

评估 按照独立的评估协议条款对受评估企业进行的评估活动。

评估服务提供方 (ASP) 它们是未获得ISO17065和/或ISO17021对食品安全计划认证活动的认可但
有资格进行的组织。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中，如果它们满足本文件
第三部分中提及的要求，即可进行评估活动。评估应由公正的评估员以
独立的方式进行。

校准 在指定的条件下，在由测量仪器或测量系统表明的数量值、或由实物测
量或参照物显示的值，与由标准实现的相应值之间建立关系的一组操
作。

CCP—关键控制点 通过对其实施控制，能预防、消除或最大限度地将食品危害降低到可接
受水平的步骤。

认证机构(CB) 它们是获得ISO17065和/或ISO17021认可的对食品安全计划进行认证的组
织，开展关于食品安全（和质量）的审核并在通过审核（第三方审核）
的情况下颁发认证证书。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范围内及未认可程
序下，认证机构可以负责开展不颁发认证证书的评估活动。评估应由公
正的人员以独立的方式进行。

公司 一般的组织 (而场所是公司的一个单元)。



46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第2版

咨询顾问 咨询顾问是独立于受评估企业或相关CB/ASP的个人，提供有关IFS全球市
场项目的专业或专家建议。在实际执行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要求时为
受评估方提供支持。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范围内，咨询顾问不实施
除预评估以外的其他评估。

污染 食品中或食品环境中污染物的引入或产生。污染包括：物理污染、化学
污染和生物污染。污染也包括包装材料之间的相互污染。

企业 公司

纠正 消除某种不符合或偏离。

纠正措施 为消除某种不符合或不符合要求的情况的原因所采取的措施。

客户 产品或半成品的销售对象，它可以是企业/商业伙伴或个人。

偏离 不符合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要求但是不会影响产品和加工过程的食品
安全。
在IFS中，偏离是指得分为B、C或D的要求。

最终消费者 食品的最终消费者是指不将食品用于食品商业生产活动的人。

流程图 对食品生产或制作过程的步骤和顺序的系统表示。

食品防护 食品防护是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美国农业部（USDA），国家
安全部（DHS）等部门通用的术语，是指所有与保护国家的食品供应免
于受到蓄意或者故意的污染或破坏的相关活动。食品防护涉及其他相似
的内容（例如：生物恐怖主义（BT），反恐怖主义（CT）等）。美国农
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对于食品防护的定义：保护食品免于受到故意的生
物的、化学的、物理的或者放射性掺杂。

HACCP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一个识别，评估和控制食品安全显著危害的体
系。

危害 对健康有潜在影响的生物的、化学的或物理的因素或食品所处状态。

危害分析 是一个过程，用于收集和评估危害和导致危害发生的条件的信息，以确
定显著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从而将其列入HACCP计划中。

独立评估协议 在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受评估企业间达成的独立协议，认证机
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基于此协议提供评估活动。

主要不符合 当切实表明不满足计划的要求时，所有要求均可被评判为不符合。这包
含不符合法规，法律，食品安全，客户要求或内部问题（如，完全未进
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当被识别的不符合项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危害
时，可以被评判为主要不符合。

监控 按照制定的计划对控制参数进行观察或测量来判定一个CCP是否受控。
可以参见食品法典，食品卫生的通用原则，HACCP体系应用指南，第九
章。

巴氏杀菌 为了将与产品（例如:牛奶、奶油、冰欺凌、鸡蛋、果汁、发酵产品、汤
和其他饮料等）相关的致病微生物产生的健康危害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
度的杀菌方式，它能使得产品产生最低程度的化学、物理和感官的变
化。

产品 将输入转换为输出的一个过程或一组活动的结果。产品包括服务。

产品召回 采取任何措施，旨在收回生产者或分销商已经供应或被消费者获得的不
安全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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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要求 产品要求包括：产品安全、产品质量、产品合法性、工艺与规格书。

产品撤回 旨在阻止进一步分销、展示或向消费者提供不符合产品规范和/或危险产
品的任何措施。

风险 产品中危害对健康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的函数。

服务 参见产品的定义。

现场 企业的一个单元。

灭菌 为了生产商业无菌产品，从而在室温下获得更长的保质期，而应用于最
终包装的产品（例如：牛奶、发酵产品、汤和饮料等）的生产流程。主
要关注灭活最耐热的致病菌芽孢，肉毒梭状芽孢杆菌。

体系 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一组要素。体系是计划的、有秩序的一组过程的
组合。
根据体系的复杂性，建议使之文件化。体系包括：文件、程序描述、控
制/监控、纠正措施、现场计划。

可追溯性 指在生产、加工和分销的整个过程，追踪和回溯某种食品、饲料、食用
性动物或可能成为食品或饲料的某种物质的能力。

确认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特定的预期用途或应用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的认
定。

验证 通过提供客观证据，对规定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的认定。





第三部分

0  介绍  50

1  对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要求  50

2  对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要求  51



50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第2版

第三部分  
对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评估员的要求

0  介绍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包括对产品和过程的评估。所有机构应符合国际规则和本文所规定
的IFS

的具体要求。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第三部分主要涉及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和评
估员。

1  对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要求
打算进行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的认证机构和评估服务提供方应符合如下规则。

1.1  认证机构

认证机构从事食品安全计划认证应取得国际认可论坛（IAF）或欧洲认可组织（EA）承认的
认可机构依据ISO/IEC 17065和/或17021标准做出的认可。

认证机构应与IFS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独立的IFS全球市场项目协议。协议包括接受IFS全球
市场项目的规则并获准进入IFS数据库。

1.2  评估服务提供方

评估服务提供方应提供书面的证据证明其代表零售商或业务伙伴参与了评估过程。

评估服务提供方应与IFS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签订IFS全球市场项目协议。协议包括接受IFS全球
市场项目的规则并获准进入IFS数据库。

1.3  认证机构对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包括自由职业者）的责任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有如下责任：

•  为了确保：
• 评估员可以胜任相应领域的评估
• 评估员能获得和应用相应的法律法规
• 评估员有食品安全和卫生操作的知识
• 评估由公正的评估员以独立的方式进行
• 保留评估员能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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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分享经验、校准和更新法规要求知识等，每年为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安
排一天的培训。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保持这方面的能力（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连续性监督）
并通过现场见证评估来监督评估的执行。

注意：如果评估员已经是IFS Food认可的审核员，则可免于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有关培训
的最后一条要求。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负责为每一个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活动选派适合其相应领
域，语言，能力等的评估员。

对于评估员首次进行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前在IFS数据库注册事宜，认证机构/评估服
务提供方应联系IFS管理部门。

2  对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要求
在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过程中，评估员应采用适当的抽样技术及评审文件，以确定
对于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要求的符合性。

2.1  一般要求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  应与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签定合同
•  应向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提交与其能力相关的资料；
•  如果可能无法保证必要的公正性，应与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进行明确的沟通。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对评估员的专业资质和能力进行了验证和确认。

2.2  对首次申请的评估员要求

申请成为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的人员应至少满足如下要求：

a) 食品行业的教育:
 1)  食品加工（高级）的专业教育以及与食品生产活动（质量，生产，研发，…）相关的

食品行业两年专业经验，

 或

 2)  如果申请者完成其食品相关专业的大学学位后直接成为审核员，那么申请者应当具有2
年以上的食品生产行业的从业经验；

b) 如果申请者不具备评估和审核经验，应以观察员身份进行两次有关食品安全的评估或审核

c) 通过基于食品卫生相关的食品法典基本原则的食品卫生（包括HACCP）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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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具备当地和目的地国（适用时）评估范围相关的法律知识。

e) 具备与评估范围相关的充分的产品和加工知识（参见附件1第一部分）

f) 具备当地语言知识
  如果评估员打算使用母语之外的语言实施审核，应提供流利使用这种语言进行交流的证

据。 

g)  如果审核员没有根据GFSI认可的关于食品加工范围内的食品安全计划实施审核的经验，则
应完成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的评估员课程。

IFS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员课程（上述g中提及的）是由IFS或可由认证机构内部实施并由IFS认
可的培训师组织的IFS学院课程。所使用的培训材料由IFS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第二种选择仅适用于评估员。评估员应就进行IFS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并负责认证机构培训的事
宜签订有效的合同。

注意：如果相关国家没有该课程或业务伙伴有不同要求，也可以接受其他课程（应经过业务
伙伴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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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报告、AUDITXPRESSTM软件以及IFS客户端

0  介绍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完成后，要形成一份详细的且结构合理的评估报告。通常情况
下，报告采用企业的工作语言。如果业务伙伴的母语与企业的工作语言不同，应同时准备一
份英文的报告。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报告应按以下格式准备：

1  报告

1.1  评估概述 (附件 1)

评估报告的第一部分应该包含下列基本信息：

评估详情

评估报告封面应该包括：

•  评估的结果和等级
•  所评估企业/现场的名称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名称和地址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标志
•  评估日期

第一页应当对最重要的评估报告项目进行总结，应主要包括：

•  被评估场所的名称及地址
•  企业名称及地址(如果为总部)
•  GLN(全球位置码)，如果有
•  企业当地注册号
•  IFS客户端中确定的COID
•  评估日期
•  评估时间
•  上一次评估日期
•  实施上一次评估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以及评估员姓名
•  评估范围（加工过程/产品的强制性详细描述）
•  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的代码/编号
•  出席评估的主要人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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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员姓名
•  负责决定评估结果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人员姓名
•  评估结果
•  企业基本信息（员工人数、规模、组织结构、详细活动等）
•  公司简介
•  关于得分的详细解释

1.2  评估报告 (附件 2)

评估报告的结构如下：

•  评估结论，包括评估等级以及百分数结果
•  所有章节的概述表及概述图
•  评估的全面总结
•  所有确定的主要不符合项及其评估发现的清单
•  上一次评估纠正措施跟踪的描述（可选的，需要征得业务伙伴的同意）
•  所有评N/A（即适用）的条款的清单（包括解释）

1.3  纠正措施计划 (附件 3)

按照附件给定的纠正措施计划模板，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评估员应当对每章中的所有
偏离和主要不符合项进行描述和解释。

2  auditXpressXTM 软件
为了提高IFS报告的标准化，IFS开发了auditXpressXTM软件。可以提供以下便利:

•  友好的界面，方便收集评估数据
•  快速无误地生成IFS评估报告
•  动态计算所有相关项，自动评估评估结果
•  自动生成标准评估报告
•  自动保存临时的评估数据，备后期使用
•  简洁可靠的向IFS客户端导入完整的评估报告
•  在评估员与认可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之间进行评估文件的简单交换
•  离线工作，无需永久网络链接
•  自动更新选项，即时提供最新IFS标准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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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IFS数据库 (www.ifs-certification.com)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应把每一份IFS全球市场项目评估报告上传IFS数据库（上传报告、
纠正措施计划及确认书）。

有多个用户组可以使用IFS数据库：

•  审核员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
•  咨询顾问
•  受评估企业
•  零售商和其他用户

每类用户组的使用权限如下：

审核员/评估员:

•  管理他们自己的数据
•  下载自己的审核员简介，包含IFS数据库内有关该审核员的全部可用信息-标准，范围，考

试，所进行审核和评估的概述
•  接收IFS新闻
•  获取用户组的特定信息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

•  管理受评估企业，上传评估报告、纠正措施计划
•  特定情况下撤回报告
•  通过日志功能管理所有IFS评估日期，使零售商和企业可以方便查看审核安排
•  管理自己的账号
•  可以比较两次连续评估的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以供内部评估培训和比对
•  下载IFS的标志

受评估企业:

•  获取自己的评估数据
•  可以向零售商和其他用户公开得分、详细的评估报告及纠正措施计划
•  可以比较两次连续评估的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以便改进
•  下载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标志
•  管理他们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
•  管理公司人员访问评估数据的权限（创建下级账户）
•  搜索其它受评估的企业
•  使用“收藏夹”选项管理其供应商
•  可以比较两次连续评估的报告和纠正措施计划，以便改进

受评估企业总部的使用权限
受评估企业可以设定“总部”权限，这样企业总部可以通过简单的访问权限来管理其所有的已
被评估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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咨询顾问（仅限美洲）:

•  管理自己的数据包括标准，范围，语言等
•  在IFS公共网站上展示-包括来自客户的评论

零售商及其他用户:

•  搜索受评估的企业
•  用“收藏夹”选项管理受评估的企业
•  如果某一评估水平是重复的，则会受到邮件消息
•  通过邮件获得其意向公司报告被撤回的信息

每个用户组可以在各自的受保护区域获得IFS 客户端的使用手册。

IFS数据资料的安全
IFS数据资料的安全系统是基于国际认可的并广泛使用的安全系统。零售商及受评估企业可以
访问所有受评估企业的基本信息。如果未获得受评估企业的更多授权，零售商及受评估企业
只能浏览到以下信息：

•  公司的名称和地址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名称和地址
•  评估员姓名
•  评估范围
•  评估日期及评估时间
•  获得的评估水平
•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确认书的颁发日期及有效期
通过安全登录，受评估企业可以通过授权开放更多的信息，如：

•  评估报告、确认书和纠正措施计划

数据解锁后，零售商和其他用户/受评估企业将自动获得受评估企业的开放信息。与零售商
和其他用户的信息沟通是通过安全的网络进行的，以确保只有被授权的零售商和其他用户/
受评估企业才可以获取已取得受评估企业/供应商的特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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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评估概述

评估报告封面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方的标志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第二版，2017年1月

等级[批准/有条件批准/不批准]

最终评估报告

公司/场所：[姓名]

评估日期：[日，月，年]

认证机构/ 
评估服务方的名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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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第一页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等级[批准/有条件批准/不批准]

评估详情

评估组长:

组员：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的评
估结果负责人姓名:

评估日期/时间： 上次评估日期/时间：

上次评估的认证机构/评估服务
提供方，评估员

公司名称和地址（或者总部） 评估地点名称及地址:

负责人：
紧急联络人姓名和电话：

电话： 传真： 电话： 传真：

全球位置编码： IFS COID编码：

建造时间
前期结构措施（时间和方式）：场所规模：
现场处理的产品:
生产线数量
自有/第三方
产品运输：

雇员人数和类型（全职，兼职）：
班次模式：
排除在外的产品：
产量
终产品存储—现场/非现场： 
外包服务/产品：

范围

产品类别和技术类别

范围详情

评估参与人员

姓名 职位 首次会议 现场评估 文件审阅 末次会议

企业简介

此处至少包括:
•  企业标志的使用是否符合要求？
•  场所是否获得其他计划的认证？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  企业/生产场所是否有交易产品？如果是，请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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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的解释

评估要求

评价 解释 得分

A 完全符合 20 分

B 基本完全符合 15 分

C 少部分要求得到了执行  5 分

D 要求没有得到执行  0 分

主要不符合 主要不符合包含不符合法规，法律，产品安全，客户要求或
内部问题（如，完全未进行管理和控制的过程）。当被识别
的不符合项可能引发严重的健康危害时，可以被评判为主要
不符合。

扣除最终总分数
的10%

N /A 不适用
要求不适用于被评估公司

N /A 的条款应从
最终评分中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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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评估报告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 
等级[批准/有条件批准/不批准]

评估报告

基础级条款Major项数： 

中级条款Major项数： 

总分：  %

S等级： 

结果： 

各章节概述

章节

A章节 B章节 C章节 附加章节

百分比 基础级

中级

评估概述

基础级 中级

A. 食品安
全和质量
管理体系

B. 良好操
作规范

C. 食品危
害

附加章节 A. 食品安
全和质量
管理体系

B. 良好操
作规范

C. 食品危
害

附加章节

A

B

C

D

Majo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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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汇总

报告中至少要提及以下内容：
•  产品规格，例如在评估过程中检查了哪些规格。
•  描述追溯系统，并汇总可追溯性测试的结果。
•  评估人应提供以下信息：

• 自上次评估以来，已经发生了多少次撤回和召回事件？
• 指定涉及的产品
• 指定撤回和产品召回的原因。

•  关于现场用水的来源和分析检测的信息
•  有害生物监测/控制信息
•  现场有哪些过敏原被管理以及如何管理？
•  列出CCP点的限值。

主要不符合项的观察结果

描述上一次评估中纠正措施的后续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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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百分比

A  F
ood sa

fety
 and

    
  q

ualit
y m

anagem
ent

B  G
ood m

anufactu
rin

g 

    
  p

ra
cti

ce

C  F
ood haza

rd
s

0 %

20 %

40
 
%

60
 
%

80
 
% 

100 %

A章节: 食品安全和质量管理体系

N/A 评价总结

No 参照 IFS食品--全球市场项目要求 评价 解释

1.

A B C D Major N/A
0 %

20
 
%

40

 

%

60
 
%

80

1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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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纠正措施计划

受评估企业/生产场所的名称及地址

纠正措施计划应于下列日期前提交到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标准条款编
号

IFS食品--全
球市场项目 
条款要求

评价 解释 (评估
员)

纠正, 原因
分析, 纠正
措施计划(被
评估企业)

职责/日期/ 
执行情况(被
评估企业)

评估员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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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模板:确认书

确认书

以下由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提供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名称

确认以下活动:

评估现场地址 
Address 
COID编号 
(总部)

评估范围: 

过程/产品的详细描述

依据以下标准设定的要求获得批准/有条件批准 

IFS 全球市场 – HPC项目 
第一版， 2018年3月

和基础级/中级标准相关的其他文件

以百分比表示的得分XX（如果需要）

评估日期

确认书的签发日期

确认书有效期至

下次评估要在？？时间前完成
(根据评估协议第一部分的要求，请指定最近最新的日期)

• 日期和地点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负责人姓名和签字 

•  认证机构/评估服务提供方地址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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