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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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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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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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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行星         联系方式（手机）18605918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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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人，辅助人员（如有）   /    人；固定资产        

9395 万元；主要仪器设备    1246     台套；实验室面积        

12500 平方米。 



— 12 — 

5.2018 年工作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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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批次； 

（2）除国抽外，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监督抽查任务        

4330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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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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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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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个，

其中，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制修订   4   个； 

6.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建设情况 

（1）2018 年新增工作人员   0   人，新增仪器设备    

116 台套，新增仪器设备投入 651 万元，实验室面积扩大         

0 平方米； 

（2）2018 年新增检测能力  40  项，其中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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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1  %； 

（3）2018 年完成科研项目  5  项，科研经费投入      

41 万元，科研投入占业务收入的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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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 年承担社会委托检验 60562 批次，较 2017

年增长 -1.2 %。，2018 年度委托检验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 

73.7  %，收入较 2017 年增长  1.8  %； 

（5）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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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组织内部培训  159    批次，共培训人

员 1313 人（次）；参加外部培训 24    批次，参加培训人   

34 人（次）； 

二、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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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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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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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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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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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ffib.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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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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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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中心进一步完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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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2 月份，共组织中心内部培训 159 批次、外部培训

24 批次。 

 三、保护环境 和谐发展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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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清理，确保

有毒有害试剂不直接排放，保护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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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中心共有 19 个项目通过验收，包括原质检总局项目“纺织品中 2 种

杀虫剂的检测方法研究”等 5 项、省质监局项目“人造革和鞋用橡

胶中偶氮二甲酰胺的检测方法研究”等 6项、局立项项目《纺织染整

助剂中禁限用紫外吸收剂的检测研究》等 8项。同时完成相关项目的

科技成果登记等相关工作；为主和参与制修订标准 8项，包括国家标

准《纺织品 1,2-二氯乙烷、氯乙醇和氯乙酸的测定》、行业标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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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婴幼儿睡袋》等 3项、省地方标准《男休闲裤通用技术条件》等 2

项、团体标准《直充面料》等 2项，另外还有 7项为主制修订的标准

发布实施，分别为化工行业标准 HG/T 5497-2018《纺织染整助剂产

品中禁限用苯并三唑类化合物的测定》、纺织行业校准规范 3 项分别

为《JJF（纺织）072-2018 纺织滚筒式烘干机校准规范》、《JJF（纺

织）077-2018织物抗渗水性测定仪校准规范》和《JJF（纺织）079-2018

耐光黄变色牢度试验仪校准规范》，省地方标准 3项，分别为 DB35/T 

1735 -2018《无绗缝型羽绒服通用技术要求》、DB35/T 958-2018《男

休闲裤通用技术条件》和 DB35/T 1799-2018《纺织品 定量化学分析  

聚噁二唑纤维与某些其他纤维的混合物》。 

二)、检测能力。2019 年 1 月接受认监委现场评审，新扩检

测能力 49 项（晋江 23 项），主要涉及产品包括毛绒纤维、化纤、

纺织品及其制品、皮革和毛皮及其制品、鞋类产品以及纸制品，

以满足业务发展需要，中心综合检测能力进一步加强。 

三）、检测周期。中心为满足企业节假日检验和快速检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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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继续保持三个工作日出证的快速检验周期，受到企业好评。 

四）、检测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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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落实局仪器管理相关要求,

按仪器检定计划和期间核查计划开展设备的检定和期间核查,加

强了对检定证书确认的要求,不断加强仪器设备的配备力度，在

原有基础上，加强多台套的配置及仪器设备的升级换代，2018

年共采购设备 136 台（套）金额共 6996211 元,检测能力提升和

工作效率进一步提升；并加强了耗材管理，上线了耗材管理系统，

涵盖申购、审批、库存、领用等各环节，确保了耗材采购的及时

率和符合性。实验室环境和基础设施进一步改善，服务能力进一

步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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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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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心工作安排，常年接受社会各界、高校、中小学生等单位参观交

流。9月 30日，我局举办 2018年“质量月”实验室开放日活动，福

州市麦顶小学 50余名师生及家长代表走进实验室，零距离观摩、体

验鞋、服等产品质量检测过程。参观开始前，我局在五楼会议室开展

了题为《纺织服装质量安全》的科普讲座，向学生们发放了服装质量

安全宣传材料，并以学生服装、儿童服装等产品为重点，给学生们讲

解了服装质量安全知识及注意事项，增强孩子们的质量意识。随后，

在技术人员带领下，学生们参观了服装、箱包等产品的检测过程，了

解了鞋服产品质量检测的主要项目、测试仪器及测试方法，并在技术

人员指导下，动手实践了纤维形态观察、摩擦色牢度测试、织物结构

分析以及 pH值显色试验等项目，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质量咨询。9月 7日,我局技术人员走进福州上渡滨州社区,

向社区群众广泛宣传产品质量知识，倡导关注质量安全,科学理性消

费；9月 19日，我局开展“阳光纤检进校园”活动，技术人员走进

闽侯县祥谦中学，向广大师生和家长宣传普及絮用纤维制品及纺织服

装质量安全知识；我局第四党支部与富溪镇党委开展共建活动，为富

溪镇中心校送去图书、给贫困大学生送去助学金并开展纺织服装质量

安全知识进校园、进乡镇公益宣传。字仪式结束后，支部党员代表分

别前往富溪镇中心校和富溪镇农贸市场，开展纺织服装质量安全知识

进校园、进乡镇公益宣传。 

三）、免费培训。深入企业开展质量安全和普法宣传活动，

技术人员赴海丝新梦园、安踏、丘比熊童装等多家生产企业，进

一步宣传普及纤维制品法规和学生服安全标准知识。活动中，我

局工作人员向企业了解了生产近况和服务需求，向企业免费赠送

了《纤维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释义教材，重点宣传了《纤维

制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中有关生产者的质量义务，宣传了 GB 

31701《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和 GB/T 31888《中

小学生校服》等标准，为企业提供了质量提升方面的措施建议。

入企开展质量安全和普法宣传活动，是我局贯彻落实上级有关开

展质量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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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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步推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建

设，福建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顺利通过省经信委公共服务示

范平台复核，公共服务工作得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和企业的认可，

服务企业的能力进一步拓展。2018 年 4 月份还获批第二批省级新型

研发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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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继续被国家质检总局考评为Ⅰ类承检机构。全年中心与各级监管部门

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圆满完成了原国家质检总局、原省质监局、

原工商局委托的各类产品监督抽查、风险监测等任务共计四千余批

次，中心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确保抽查结果的准确、公正，为产

品质量保驾护航。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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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文明岗、青少年维权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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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中心人

员积极参加全无偿献血、ofo小黄车 “共建美好新时代 共享文明新

交通”志愿服务活动、地铁站点文明引导志愿服务活动、“让阅读点

亮梦想”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图书捐赠、“邻里守望·情暖八闽”慰问

离退休革命老前辈志愿等活动，受到社会广泛好评，局工会荣获“2018

年度全省会员评议职工之家示范单位”荣誉称号。 

八）质量提升。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牢固树立和

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



— 19 — 

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心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将质量强国战略放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开展质量提升行动。通过开展“质量服务调研”、“一站式服务”、

“互联网+检测”、“学生服装质量评估”、“全省企业实验室间比对”、

“开展质量安全宣传”等活动，致力于推进纺织服装产品质量提升。

结合我省产业特色和质量现状，以提高校服质量为重点任务，局领导

带队多次赴泉州、漳州等地校服企业走访调研，深入了解企业质量发

展需求，制定了《福建省校服产业质量提升行动工作方案》，得到了

中国纤维检验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和肯定。7月 24日至 25日，我局在

晋江、厦门两地举办 GB 31701-2015《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

术规范》宣贯会，来自全省纺织服装生产企业的 180余名代表参加了

现场宣贯，就企业关切的问题进行了解答，受到企业的广泛欢迎和好

评；以享有“校服之都”的泉州惠安为重点，我局与当地主管部门、

教育部门、生产企业多方进行了深入交流，基本建立校服企业的质量

档案，下一步我局将继续加强与福建省教育装备行业协会、惠安县政

府在校服质量提升方面的合作，在校服生产企业规模、品牌培育、标

准化、质量提升等方面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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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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