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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填报时请依据 2014年国家认监委印发的《国家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见》（国认实﹝2014﹞61号，

可在国家认监委官网查看）。 

2.一个法人单位有多个国家产品质检中心的，每个国家产品质

检中心需单独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由两家单位共建的国家产品

质检中心（包括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在异地设立实验室的），由牵头单

位汇总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一、基本情况 

1.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名称：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福建)  

授权证书号： (2015)国认监认字（372）号  实验室认可证书号（如

有）：       

2.所在法人机构名称：  福建省纤维检验局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照屿路 17号              邮编： 350026             

3.负责人情况： 

主任： 

姓名   王明葵      联系方式（手机） 13705057923                  

副主任： 

姓名： 卫敏   电话（座机）：0591-83513565手机：13705033834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联系人： 

姓名： 虞学锋 电话（座机）： 0591-87441666手机：13559130512             

传真：0591-83513190   电子邮箱： 13559130512@163.com                      

4.你中心现有员工   78  人，其中管理人员  20  人，检验人

员  62  人，辅助人员（如有）  /     人；固定资产 6011  万元；

主要仪器设备  1016   台套；实验室面积  12500  平方米。 

5.2016年工作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16年 12月 31日，以下

同）： 

（1）承担质检总局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  59   批次； 

（2）除国抽外，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监督抽查任务 750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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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承担 3C检测任务    0      批次； 

（4）承担生产许可证（登记证）检测任务       0      批次； 

（5）承担仲裁、司法鉴定的检测任务     0      批次 

（6）参加省部级以上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间比对任务 

 30  批次，其中，由本中心组织的有     0    批次；另外，本中

心还自发组织   296    批次的能力验证（或比对）活动； 

（7）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5    个，其中，作

为牵头单位负责制修订    5  个； 

6.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建设情况 

（1）2016年新增工作人员    0   人，新增仪器设备  66  台

套，新增仪器设备投入    735    万元，实验室面积扩大         

0平方米； 

（2）2016 年新增检测能力   95   项，其中     95   项已

经完成资质认定扩项；目前已获得授权的检验项目占授权名称所涵

盖检验项目的百分比约 98.90 %； 

（3）2016年完成科研项目  12  项，科研经费投入 260  万

元，科研投入占业务收入的   5.7   %； 

（4）2016年承担社会委托检验  59994  批次，较 2015年增

长    4.2   %。收入较 2015年增长  5.6    %，2016年度委托

检验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  98  %； 

（5）2016 年获得外部资金投入共计   0    万元，其中属于

国家财政投入的有    0    万元；  

（6）2015 年组织内部培训   12  批次，共培训人员  427   

人（次）；参加外部培训 12   批次，参加培训人员  18  人（次）； 



 

二、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另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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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 

2016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以下简称中心”2007

年获得国家质检总局批准筹建，2008年 8月获得国家认监委授权，2008

年 10月通过国家质检总局的验收，7年来，中心始终以“一流能力 一

流服务”为宗旨，在紧抓中心各项能力建设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社会

责任，探索实行了一系列践行社会责任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报告根据 2016年中心践行社会责任的各项活动如实编写，本中心

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不实，并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

负责。 

本报告时间范围为 2016年 1月至 12月，报告的编写参照国家认监

委《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社会责任报告实时指导意见》。本报告电

子版请查阅 www.ffib.cn。 

一、遵纪守法 诚实经营 

中心始终以“诚信”为本，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商业道理以

及行业规则，具有高尚的服务道德和诚信态度，同时反对不正当竞争、

杜绝检测活动中的腐败行为，坚持“不恶性竞争、不提供虚假数据、不

出具虚假报告”的原则，保持检测工作的独立性不受任何行政干预，不

受任何关系和部门领导的影响，不受任何经济利益的驱动，独立开展工

作。始终不渝地维护其诚实的工作态度，坚持客观、科学、公正，杜绝

一切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事件发生；并与员工签署了公正和保密协议，要

求全体职工严格遵守与委托人签订的协议，并强调职工职业道德修养和

技术业务素质的不断提高。 

二、以人为本 共同成长 

     中心建立了 MXJJS05《实验室安全管理》、MXJXZ0205《安全工作管

理规定》、MXJXZ0206 《应急响应办法》、MXJXZ0207《应急预案实施办法》、

MXJXZ0211《应对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和技术储备管理制度》等系列制度，

http://www.ffib.cn/


 

按要求配置排气、喷淋、消毒等装置，分中心、部门进行多级培训，并

每年举办应急演练，提高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水平和应对能力。严格遵

守劳动法的规定，依法履行用工合同及社会保险，大力探索多样化的人

才培养模式，继续聘请中国工程院姚穆院士、中国工程院周翔院士、东

华大学邱夷平教授和于伟东教授为高级顾问，实行“导师工作制”,成立

“讲师团”、与东华大学联合开办“硕士研究生班”，鼓励员工主动学习，

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同时，中心建立健全千分制绩效考核制度和

绩效分配制度，通过采用竞聘上岗、积分制考核等措施，给予每一位员

工同等机会，充分调动了员工工作的积极性。截止 2016年 12月份，共

组织局内部培训 12场、外部培训 12场。 

 三、保护环境 和谐发展 

中心 2016年严格遵守国家相关规定及中心 MXJJS19《 实验室环境

保护程序》，配置了相应的设施，并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废液处理协议，

实验室日常检测中产生的废液统一收集，定期进行清理。 

四、软硬结合 建设能力 

一)、科研能力。作为国家级的检测中心，检测能力、科研能力是机

构生存的根本所在，中心所能发挥的引领作用，也是国家中心设置的根

本意义所在。为此，中心通过完善科研管理制度、加大基础设施保障、

改进激励机制、注重横向合作交流等方面，鼓励和带动中心技术人员积

极投身科研，提高中心品牌含量和技术含量。2016年，中心共完成 12

项科研项目的验收。其中国家质检总局科技计划项目 5项、福建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科技项目 7项；为主起草完成 3项国家标准 GB/T32612-2016

《纺织品中乙二醇甲醚和乙二醇乙醚的测定》、GB/T33271-2016《机织婴

幼儿服装》、GB/T 22700-2016《水洗整理服装》，2项地方标准 DB35/T 

801-2016《竹纤维混纺针织面料通用技术条件》、DB35/T 1587-2016《亚

麻服装通用技术条件》，同时，多个国、行标获批立项，正在制定中。 

二)、检测能力。多年来，中心陆续加大在基础设施、仪器设备、环

境改造等方面的投入，先后对恒温恒湿实验室、静电实验室、微生物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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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等进行了改造升级，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2016年 11月向认监

委提出扩项申请，申请新扩标准 95项（其中晋江 65项）、变更标准 77

（晋江 17）项。于 2017年 2月接受现场评审，中心综合检测能力进一

步加强。 

三）、检测周期。2016年，中心为满足企业周末检验和快速检验要

求，继续实行周末轮班工作制，员工根据工作任务轮流加班，确保一周

七天天天有人上班，日日能满足企业的送检需求。该制度实行后，不仅

满足了企业周末送检要求，而且报告出具周期也提前了半天。周末轮班

工作制提高了检验时效，而受到企业的广泛好评。 

四）、检测环境。2016年当年采购设备共 66台套，主要包括：液质联用

仪、全自动溶剂配制仪、全自动石墨消解仪、臭氧试验箱、平板式氙灯老化试

验机、TGA-GCMS、台式 X射线荧光光谱仪等贵重仪器设备，这些设备主要用于

检测能力提升和工作效率提高等，采购金额 735 万元。并投资 40 余万元对

臭氧实验室、石狮办事处、晋江实验室与福州实验室通风给排水系统、

晋江实验室食堂、晋江实验室照明等进行改造，实验室环境和基础设施

进一步改善，可充分满足目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检测业务发展需要。 

五、多措并举 服务社会 

一）、实验室开放。中心始终以服务社会为本，积极配合省局和本局工

作安排，常年接受社会各界、高校、中小学生等单位参观交流。2016年，以质

量月为契机，自商务部 2016年斐济服装技术培训、福州市群众路小学等学生

先后走进我局实验室，零距离体验产品质量检测过程。活动过程中，我局根据

学生纺织服装专业的特点，分组分批为学生安排了实验观摩、仪器识别、样品

鉴别以及疑难解答等针对性的活动项目，帮助学生了解产品质量检验流程、熟

悉常见检验仪器功能，并解答有关专业问题。 

二）、质量咨询。2016年 10月 21日，我局组织开展“质量教育进社区活

动”，技术人员走进志愿者走进福州市江南水都美域小区，以发放宣传材料、

实物展示以及现场讲解等多种方式介绍纺织品、絮用纤维等产品基本要求、不

合格服装的危害以及“黑心棉”的常规识别方法等质量知识，为社区群众提供



 

免费质量技术服务。 

三）、免费培训。中心根据国家、行业标准发布动态，不定期在产业

集聚地召开免费标准培训，帮助企业正确理解和执行标准。2016年，结

合我国今年 6 月 1 日正式实施的国家强制性标准 GB 31701-2015《婴幼

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以及《冲锋衣》等质量技术要求，中

心陆续在泉州、厦门具备免费标准宣贯培训，帮助服装生产企业深入理解

标准意义，准确把握标准相关要求，促进标准的顺利实施，受到了社会各界

的广泛好评。 

四)、质量教育实践。中心积极发挥“全国中小学质量教育社会实践基

地”的作用，已建成中小学生、大学生和研究生三个不同层次的校外学生质量

教育社会实践基地。建有“东华大学校外实践基地”、“东华大学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闽江学院实习基地”，中心主任、技术负责人等被东华大学、闽江

学院聘为校外导师、客座教授，向学生传播质量理念、传授质量知识。 

五）、公共服务平台。中心以自身技术优势为依托，以服务福建省纺

织服装产业发展为己任，稳步推进“海西纺织服装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和“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福建省科技厅“福建省纺织产

品检测技术重点实验室”、“福建省纺织服装检测技术公共服务平台”等建设，

切实服务企业发展。 

六）、监督抽查。通过不断加强自身建设、逐步完善检测流程，中心在产

品质量监督的公正性和准确性方面取得一定成效，连续被国家质检总局考评为

Ⅰ类承检机构。2016年，中心与各级监管部门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圆满完

成了国家质检总局、省质监局、工商局委托的各类产品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等

任务共计 809个批次，其中，包括 1类产品的国家监督抽查、2类产品全国联

动抽查、30余类产品的省监督抽查以及福州、龙岩等地市商品质量抽检。抽检

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确保抽查结果的准确、公正。  

七）、质量分析报告。产品质量分析是中心试点开展的一项个性化服

务。通过统计一段时间内，某企业送检的面料及成品的不合格情况，掌

握不合格率、不合格项目分布，并结合产品特点，了解相关生产加工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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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发挥专业技术和平台优势，对不合格项目进行成因分析，提出解决

方案，并加强不合格项目的预警，形成分析报告。该报告可为企业指导

生产工艺改进提供详实的数据支持和有效的改进建议，同时也为企业提

供其面料供应商的质量分析及水平评估。 

2016年 8月，中心与长乐市政府签订《关于推进全国化纤（锦纶）产业知

名品牌创建示范区战略合作协议书》，通过为其提供专项抽查产品质量分析报

告和检验报告、为企业提供技术信息培训、企业标准制订、质量管理改进、技

术革新、产品检验检测等技术指导或服务，多方为长乐市化纤产业创新升级提

供技术支撑。 

八）公益慈善。深入开展青年文明号、模范职工之家、先进职工小家等

示范集体的创建工作以及扶贫帮困公益活动，继续巩固省级文明单位创建成

果。2016年，中心人员积极参加全国妇联组织开展的“恒爱行动——百万家庭

亲情一线牵”公益活动，“健康与美丽同行——‘母亲健康 1+1’公益募捐活动” 、

“青春同行，爱心相随”关爱孤残儿童主题志愿服务活动以及无偿献血等活动，

并持续开展精准帮扶，2016年，将一批图书、电脑、幼儿玩具等爱心物资和

15万元帮扶款交到富溪镇干群手中，并深入霞浦县柏洋乡柏洋村开展走访慰问

暨送学帮扶活动，被全国创建“青少年维权岗”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命名为“全

国‘青少年维权岗’（2014-2015年度）”，成为福建质监系统 2家国家级青少年

维权单位之一。 

三、结语 

下一步，中心将继续落实基础能力建设，不断加强员工教育力度、

规范管理、强化服务意识，通过对软硬件的不断完善，保证检测活动的

公正、科学，为纺织服装产品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持，做到中心业务发展

和服务社会相结合，不断推动中心迈上新台阶、达到新高度。 

报告单位：国家纺织服装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福建）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照屿路 17号 

报告反馈联系人：虞学锋  0591-87441666  yxf910@163.com 





附件 3 

2017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监督检查自查表 

获证机构名称  取得资质认

定的情况 

证书编号 有效期 发证机关名称 

   

机构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最高管理者  技术负责人  授权签字人 （依次列举） 

序号 自查内容 自查发现（选择）: 

A：符合；B：不符合；

C：不适用 

检查方法及证明材料要求 

1 机构应为依法成立，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其他

组织。 

 

 提供有关法人证书的编号，上传有关证书（批准文件、授权文件）扫描件。 

（1）企业制的，应取得工商登记的营业执照； 

（2）事业、机关应取得编办批准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3）社团法人应取得民政部门批准的社团法人证书； 

（4）其他组织应当取得相应管理部门的批准文件； 

（5）获证机构为非独立法人的，应提供所属法人的授权文件及不干预检验检测活动的声明（或

文件）。 

2 机构依法设立的的异地分支机构，应通过资质认定。  检验检测机构异地（跨省、跨地市）设立机构，且该机构自行收样、自行检验检验、自行出具



 

检验检测报告的，应按照分支机构对待，在当地取得资质认定；若异地设立的机构不独立开展

检验检测业务，但承担部分检验检测项目的，应作为分场所纳入资质认定范围。 

3 机构发生变化时，及时办理有关变更手续。  资质认定证书中机构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和授权签字人等内

容与机构实际情况一致；相关内容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资质认定部门并办理变更手续。 

4 机构应具备独立性、公正性地位，合法开展检验检测活

动。 

 （1）机构的业务或经营范围中应包括检验、检测、技术服务或相关内容。 

（2）如机构还从事检验检测以外的活动，应识别潜在的利益冲突，采取措施确保这些活动不影

响其检验检测的独立性、公正性； 

（3）机构的业务或经营范围不应包含所检验检测对象的生产、销售、研发、维修等影响公正性

的内容。 

（4）机构应在其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中规定有确保检验检测公正性、独立性、数据和结果真实

客观的文件、程序或相关规定。 

5 机构应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机构应在其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中心规定保密措施，保证检验检测活动中获得的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技术秘密不外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除外）。 

6 机构的人员管理规范  （1）检验检测人员不得同时在两家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员工签署仅在本机构从业的自我承

诺声明；有关员工劳动合同、社会保险等证据表明员工仅在本机构执业。 

（2）检验检测各岗位人员具备必要的技能、知识和培训经历，满足岗位要求；授权签字人具有

满足规定的技术能力要求； 

（3）非授权签字人不得签发报告；授权签字人在其授权范围内签发报告。 

7 机构的档案管理符合要求  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建立检验检测档案，留存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保证原始记录具有可追溯性，

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的保存期限不少于 6 年。 

8 正确使用资质认定标志、检验检测专用章  （1）机构应制定有资质认定标志、检验检测专用章的使用规定，应有检验检测专用章与机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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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意义的法律地位的授权文件； 

（2）在检验检测报告中正确使用资质认定标志（CMA）以及加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未加盖资质

认定标志出报告时，应注明“内部参考，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或者类似字样； 

9 规范实施分包  （1）若存在分包需求，应制定有关分包规范实施的管理文件； 

（2）实施分包的检验检测项目事先取得委托方的书面同意，分包给具有取得相关项目资质的检

验检测机构，并在检验检测报告中依据资质认定评审准则的规定，明确标注分包的相关情况。 

（3）与分包方签署的分包合同、分包方提供的完整报告应当归档，妥善保存； 

10 按要求向资质认定部门上报年度工作报告、统计数据等

相关信息。对社会公布履行社会责任的自我声明。 

 （1）制定按期向资质认定部门上报年度报告、统计数据的制度，并监督自己按时落实； 

（2）归档保存历年上报的年度报告、统计数据。核查资质认定部门网上系统本机构提交数据的

情况； 

（3）编制履行社会责任的自我声明并对社会公布； 

11 在资质认定证书确定的能力范围内从事检验检测活动。  （1）制定制度，审核检验检测报告所依据的标准规范取得资质认定； 

（2）随机抽取检验检测报告，审核是否存在超出资质认定证书规定的能力范围、地址范围、时

间范围以及授权签字人签字范围出具报告的情况。 

12 遵守法律法规，自觉避免出现违法违规行为。  （1）在环境、设施、设备及人员情况发生变化，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要求时，不存在擅自对

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和结果的行为； 

（2）不存在未经检验检测出具报告结果；擅自篡改数据、结果，出具虚假数据和结果；伪造、

变造检验报告结果等违法行为。 

（3）不转让、出租、出借资质证书和标志；不伪造、变造、冒用、租赁资质证书和标志；不使

用已失效、撤销、注销的资质证书和标志。 

（4）被资质认定部门责令整改且要求整改期间不得不擅自对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和结



 

果的，认真按照资质认定部门的要求进行整改，且不擅自对社会出具数据和结果（适用时）。 

（5）不存在向社会推荐产品，开展产品监制、监销等违法行为；食品检验机构不以广告或其他

形式向消费者推荐食品。 

13 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有关要求，检验检测能力得到有效维

持。 

 （1）现有环境、设施满足通过资质认定的检测项目需要； 

（2）现有仪器设备满足通过资质认定的检测项目需要； 

（3）现有人员能够满足检验检测需要； 

（4）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各项管理文件制定合理，运行有序，员工对质量管理相关要求认

同、熟悉并有效运用。 

14 规范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1）按照相关标准和程序实施检验检测活动； 

（2）原始记录与检验检测报告具有可溯源性； 

（3）检验检测报告用语规范，依据明确；符合资质认定相关要求，符合合同约定要求。 

总体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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