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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为建立风险和机遇的应对措施，明确包括风险应对措施风险规避、风险降低和风险接受在内的操作要求，建

立全面的风险和机遇管理措施和内部控制的建设，增强抗风险能力，并为在质量管理体系中纳入和应用这些措施

及评价这些措施的有效性提供操作指导。

2.范围：

本程序适用于在公司质量管理体系活动中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方法及要求的控制提供操作依据，这些活动包括：

a. 业务开发、市场调查及客户满意度测评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b. 产品的设计开发、设计开发的变更控制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c. 供应商评审和采购控制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d. 生产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e. 过程检验和监视测量设备的管理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f. 设备和工装夹具的维护和保养管理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g. 不合格品的处置及纠正预防措施的执行和验证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h. 持续改进过程的风险和机遇管理；

i. 当适用时，也可适用于对公司管理过程中应对风险和机遇的控制提供操作指南。

3.定义：

3.1风险：在一定环境下和一定限期内客观存在的、影响企业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

3.2机遇：对企业有正面影响的条件和事件,包括某些突发事件等。

3.3风险评估：在风险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但还没有结束），该事件给各个方面造成的影响和损失的可能性进

行量化评估的工作。即，风险评估就是量化测评某一事件或事物带来的影响或损失的可能程度。

3.4风险规避：风险规避是风险应对的一种方法，是指通过有计划的变更来消除风险或风险发生的条件，保护目

标免受风险的影响。风险规避并不意味着完全消除风险，我们所要规避的是风险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一是要

降低损失发生的机率，这主要是采取事先控制措施；二是要降低损失程度，这主要包括事先控制、事后补救两个

方面。

3.5 风险降低：通过采取措施以达到降低风险的效果。一般情况下，若采取的措施能够有效的降低所遭受的风

险，应将采取措施的记录进行保留或者写入文件进行归档，以便后期重复发生时作为改善的依据。

3.6风险接受：是指企业承担风险造成的损失。风险接受一般适用于那些造成损失较小、重复性较高的风险、最

适合于自留的风险事件。

3.7内部风险：企业内部形成的风险,例如战略决策风险、环境风险、财务风险、管理风险、经营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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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外部风险：由外部影响因素导致的风险，例如政策风险、市场需求风险和业务风险等。

3.9风险严重度：风险发生后其所产生的影响的严重程度。

3.10 风险发生频度：风险出现的频率或者概率。

3.11 风险系数：风险系数用于评定是否对已识别的风险采取措施，风险系数=风险严重度 x风险发生频度。

4.权责：

4.1 总裁：负责风险管理所需资源的提供，包括人员资格、必要的培训、信息获取等。负责风险可接受准则方针

的确定，并按制定的评审周期保持对风险和机遇管理的评审。

4.2总裁办：负责建立风险和机遇应对控制程序，并进行维护。负责按本文件所要求的周期组织实施风险和机遇

的评审，落实跟进风险和机遇评估中所采取措施的完成情况并跟进落实措施的有效性，并编写《风险和机遇评估

分析报告》，负责本部门的风险评估及应对风险的策划和应对风险措施的执行和监督。

4.3各单位：负责本部门/课室的风险和机遇评估，并制定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或者降低风险并落实执行。

4.4市场部：负责收集产品售后的风险信息及本部门的风险识别，负责制定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或者降低风险并落

实执行。

5.流程图（见附图）。

6.作业内容与补充说明：

6.1风险和机遇管理策划：

为全面识别和应对各部门在生产和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风险和机遇，各部门应建立识别和应对的方法，确认本

部门存在的风险，并将评估的结果记录在【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

在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应对过程中，责任部门应对可能存在风险的车间、生产过程和人员存在的风险进行逐

一的筛选识别，风险识别过程中应识别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风险：

a. 对产品适用的法律法规、客户要求的变更造成的风险；

b. 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安全风险；

c. 设备、工装夹具、刀具对产品质量造成的风险；

d. 产品售后的风险；

6.2建立风险/机遇管理团队：

6.2.1 建立分风险和机遇评估小组：

风险识别活动的开展应是一次团体的活动，各部门在进行风险识别和评估过程中应通过集思广益和有效的分

析判断下进行的，在此之前应建立一个“风险和机遇评估小组”，总裁应通过授权，赋予该“风险和机遇评估小

组”以下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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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织实施风险和机遇分析和评估；

b. 制定风险和机遇应对措施并落实执行；

c. 编制风险管理计划；

d. 组织实施风险应对措施的实施效果验证。

在“风险和机遇评估小组”中，总裁应指派一名人员作为该小组的组长，负责规划和安排风险和机遇的识别和

应对的控制，并赋予评估小组组长以下职责：

a. 策划并实施风险和机遇的管理，并编制【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表。

6.2.2 风险管理团队人员的任职要求：

为确保参与风险和机遇识别和评估的人员，其人员资质符合要求，能够胜任并且参与本部门的风险和机遇的

识别和制定应对相应的应对措施，风险和机遇评估小组人员应具备以下的能力：

a. 熟悉其所在部门的所有流程；

b. 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

c. 熟悉本标准的要求，并依据本标准内容策划风险分析和评估。

6.3风险管理计划：

评估小组组长应组织策划风险管理计划并编制【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表，指导操作风险

识别和风险评估。

6.4风险评估：

对已识别的风险的严重度和发生频度进行评价，其评价的要求应依据本程序所规定的评价准则进行评价确

认，风险的严重度和发生频度的确认用以确定风险系数，之后根据风险系数确定对风险应采取的措施。

6.4.1 风险的严重程度评价准则：

风险严重度用于评价潜在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害程度，根据对潜在风险的评估量化,若潜在风险发生后，其会导

致的各方面的影响以及危害程度，以下包括但不限于风险产生后会导致的危害：

a. 法律法规、产品及客户要求；

b. 风险发生时导致的人身伤害；

c. 财产损失的多少;

d. 是否会导致停工/停产；

e. 对企业形象的损害程度。

注：在对风险进行严重程度判定时，推荐扩大分析风险所带来的危害层面，以便于更有效的对潜在的风险采

取措施，以达到减少或部分消除风险乃至完全消除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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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于识别风险所带来的危害程度，对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区分，风险严重度分为以下五类：

a. 非常严重

b.严重

c. 较严重

d. 一般

e. 轻微

下表为依据定义的风险影响和影响程度的多少进行量化，在对风险的严重程度进行评价时，下表作为评价风

险严重度的准则：

严重程

度

描述 严

重

等

级

法律法规、产

品及其他要求
人身伤害

财产损失

（万元）
停工/停产 企业形象

非常严

重

违反法律法

规、国际/国家

标准、客户标

准

死亡、截肢、

骨折、听力丧

失、慢性病等

财产损失≥10 不可恢复
重大国际、国

内影响
5

严重
省内标准、行

业标准

受伤需要停工

疗养，且停工

时间≥3个月

10＜财产损失

≥5

需较长时间调

整后才可恢复

省内、行业影

响
4

较严重 地区标准

受伤需要停工

疗养，且停工

时间＜3个月

5＜财产损失≥

0.5
间歇性恢复 地区性影响 3

一般 企业标准
轻微受伤,包扎

即可
财产损失＜0.5 可短时恢复

企业及周边范

围
2

轻微 不违反 无伤亡 无损失 没有停工 不影响 1

严重度判定过程中，当多个因素的判定其严重程度不一致时，应遵循从严原则进行判定，即当多个因素中仅

其中一个或部分因素其严重度级别更高时，依据严重级别高的因素作为风险严重度进行判定。根据上表内容确定

风险的严重度后，将严重等级数字填入【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中。

6.4.2 风险的发生频率评价准则

风险的发生频率是指潜在风险出现的频率， 为便于识别和定义，将风险频度定义为 5级，如下所示：

a. 极少发生；

b. 很少发生；

c. 偶尔发生;

d. 有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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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经常发生；

通过对上述的不确定因素进行评价风险发生的频度，风险的发生频率的评价以其可能发生的频率进行量化确

认作

发生频度 定义 等级

极少发生 发生概率≤0.001% 1

很少发生 0.001%＜发生概率≤0.1% 2

偶尔发生 0.1%＜发生概率≤1% 3

有时发生 1%＜发生概率≤10% 4

经常发生 发生概率≥10% 5

发生频度判定过程中，当一个或多个因素在判定过程中其发生频度不一致时，应遵循从严原则进行判定，即

当多个因素中仅其中一个或部分因素其发生较为频繁时，依据发生频率较高的因素作为风险发生度进行判定。根

据上表内容确定风险的严重度后，将严重等级数字填入【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中。

6.4.3 风险的可接受准则

风险可接受准则是通过计算得出的风险系数来判定风险是否可接受，通过对风险的严重度和风险的发生频率

评价后，通过计算风险系数确定是否对风险采取措施。风险系数的计算如下公式：

风险系数=风险严重度等级*风险频度等级

风险系数的大小决定是否对风险应采取的措施，如下表要求:

发生
频度
严重度

非 常 少

发生
很少发生

偶 尔 发

生

有 时 发

生

经 常 发

生

非常严重 5 10 15 20 25

严重 4 8 12 16 20

较严重 3 6 9 12 15

一般 2 4 6 8 10

轻微 1 2 3 4 5

使用风险系数作为参考值，下表为风险风险系数的范围及当风险系数达到一定值时应对风险采取的措施：

风险

系数

风险等级及应采取的措施

风险等级 风险措施

15-25 高风险 应立即采取措施规避或降低风险

5-14 一般风险 需采取措施降低风险

1-4 低风险
风险较低,当采取措施消除风险引起的成本比风险本身引起的损失

较大时,接受风险

风险的应对方式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筛选，当潜在的风险可有效的采取规避措施进行规避风险时，应制定风

险规避方案，确认风险规避措施并予以执行，直至部分消除或完全消除风险。当尚无可行方案进行规避风险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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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有效的风险降低措施，降低潜在风险所带来的影响。下表为识为风险的发生频率的评价准则：别风险系数

后，对风险等级的判定应急应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对照表：

发生频
度
严重度

非常少发

生
很少发生 偶尔发生 有时发生 经常发生

非常严重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严重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高风险 高风险

较严重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高风险

一般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一般风险

轻微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低风险 一般风险

在进行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过程中，应保持风险措施的方案和实施结果的跟进应记录，记录的保持依据《记

录控制程序》文件执行，风险分析和风险应对措施的详细内容应记录在【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

中，便于后续的查阅和跟进。

6.4风险应对

各实施部门应对所识别的风险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的结果对风险采取措施，从而达到降低或消除风险的目

的，风险应对的方法包括：

a.风险接受；

b.风险降低；

c.风险规避。

对风险所采取的措施应考虑尽可能的消除风险，在无法消除或暂无有效的方法或者采取消除风险的方法的成

本高出风险存在时造成损失时，再选择采取降低风险或者风险接受的风险应对方法。

6.4.1 风险接受

是指企业本身承担风险造成的损失。风险接受一般适用于那些造成损失较小、重复性较高的风险，当出现以

下情况时可采取接受风险的方法：

a. 采取风险规避措施所带来的成本远超出潜在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时；

b. 造成的损失较小且重复性较高的风险；

c. 既无有效的风险降低的措施，又无有效的规避风险的方法时；

d. 按本文件要求的风险评估准则中计算得出风险系数低于5 的低风险。

6.4.2 风险降低

风险降低即采取措施降低潜在风险所带来的损坏或损失，风险评估实施单位应制定的详细的风险降低措施降

低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可采取风险降低方法：

a. 采取风险规避措施所带来的成本远超出潜在风险所造成的损失时；

http://baike.baidu.com/view/2123458.htm" \t "_blank


合信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编 号 HX/Q-201003

版本/修改号 B/0

程序文件 风险和机遇应对控制程序 页 码 第7页 共9 页

b. 无法消除风险或暂无有效的规避措施规避风险时；

c. 按本文件要求的风险评估准则中计算得出风险系数为 5至 15 之间的一般性风险。

6.4.3 风险规避

风险规避是指通过有计划的变更来消除风险或风险发生的条件，保护目标免受风险的影响。风险规避并不意

味着完全消除风险，我们所要规避的是风险可能给我们造成的损失。一是要降低损失发生的机率，这主要是采取

事先控制措施；二是要降低损失程度，这主要包括事先控制、事后补救两个方面：

6.4.4 风险管理的监督与改进

风险识别和评估活动是用于识别风险并综合考虑对风险应采取的有效措施，当风险系数过高时应采取风险进

行规避或者降低风险，以减少风险所带来的危害或损失。风险评估实施部门应制定详细有效的措施并予以执行，在

制定措施时，应考虑以下方面的内容：

a. 制定的措施应是在现有条件下可执行和可落实的；

b. 制定的措施应落实到个人，每个人应完成的内容应得到明确；

c. 应指派一名负责人为措施的执行进度和效果进行跟进，确保采取的措施被有效的落实。

6.5风险和机遇的评审

总裁办应按制定的周期组织实施对风险和机遇的评审，以验证其有效性。风险和机遇的评审应包含以下方面

的内容：

a. 风险和机遇的识别是否有效且完善；

b. 风险应对措施的完成情况和进度；

d. 对产品和服务的符合性和顾客满意度的潜在影响。

6.5.1 风险和机遇评审的策划

风险和机遇评审应每年度至少实施一次评审，以验证其有效性。当出现以下情况是，应当适当增加风险和风

险评审的次数：

a. 与质量管理体系有关的法律、法规、标准及其他要求有变化时；

b. 组织机构、产品范围、资源配置发生重大调整时；

c. 发生重大品质事故或相关方投诉连续发生时；

d. 第三方认证审核前或其他认为有管理评审需要时；

e. 其他情况需要时。

6.5.2 风险和机遇评审的实施

6.5.2.1 实施前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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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险和机遇评审会议之前,各部门应整理本部门对风险和机遇分析的资料,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和风险

应对的内容以及风险应对所采取措施的结果等记录进行汇总分析。

6.5.2.2 风险和机遇应是的实施

总裁办按策划的要求组织个部门实施对风险和机遇的评审，总裁办应保留评审的记录以及评审所确定的决

议，包括后续的改善机会。风险和机遇的评审应形成包含但不限于以下方面的内容：

a. 风险评估报告；

b. 持续改进的机会；

c. 剩余风险分析及改进措施。

6.6 记录保存

7.相关文件：

7.1《记录控制程序》

8.相关表单

8.1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 （HX/Q-401003 ）



合信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编 号 HX/Q-201003

版本/修改号 B/0

程序文件 风险和机遇应对控制程序 页 码 第9页 共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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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与机遇识别、评价、应对策划表

序

号

风险和机遇来源

（内部+外部）
风险和机遇内容

风险分析

风险对策 策划的控制措施 责任部门 过程控制文件
评价措施有

效性严重

程度

发生

频度

风险

级别

备注
严重程度： 非常严重 5 严重 4 较严重 3 一般 2 轻微 1

发生频度： 经常发生 5 有时发生 4 偶尔发生 3 很少发生 2 极少发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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