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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
豫市监办〔2020〕250 号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检验检测服务业

统计工作的通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

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为加强检验检测市场监管，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

于开展 2020 年度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市

监检测函〔2020〕2200 号）要求，省局决定开展全省 2020 年度

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任务分工

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负责组织辖区内获得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检测机构下列内容的

上报及审核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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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0 年度统计调查数据；

2．2020 年度检验检测机构报告（附件 1）；

3．2020 年度国家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附件 2）；

4．每季度的第一个月内，报送上一季度出具的全部有效检

验检测报告编号。

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负责对各单位报送的数据及材料进行

质量审核、汇总上报，并负责编制统计报告等工作。

二、时间安排

2020年 12月，各单位组织学习本通知，并及时进行动员部署。

《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2020年度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

统计工作的通知》及现行有效的统计调查制度，发布于市场监管

总局网站（www.samr.gov.cn）首页—服务—我要查—认证认可检

验检测栏目“检验检测机构综合监管服务平台（检验检测统计直

报系统）”专栏。

2021 年 1 月 29 日前，各省辖市、济源示范区、各省直管县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任务分工要求组织完成辖区内相关检

验检测机构内容上报，并完成审核。上报及审核工作登录国家认

监委门户网站（www.cnca.gov.cn）“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

进行。

2021 年 2 月 26 日前，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完成对各单位

上报数据材料的质量审核及汇总上报工作。

三、填报说明

http://qts.cnca.cn/qts/
http://qts.cnca.cn/q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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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验检测机构应依法如实报送统计数据和有关材料。

1. 检验检测机构取得资质认定证书的，应当依法如实、按

期、准确、全面地上报统计数据。检验检测机构登录检验检测统

计直报系统进行网上填报，填报内容包含 2020 年度统计调查数

据和 2020 年度报告（格式见附件 1）。

2. 拥有国家质检中心的检验检测机构，还应在检验检测统

计直报系统中报送社会责任报告（具体要求及格式见附件 2）。

3. 各检验检测机构继续定期上传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每季

度的第一个月内，各检验检测机构需在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中

报送上一季度出具的全部有效检验检测报告编号。市场监管总局

根据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有效性查询平台（市场监管总局网站首页

—服务—我要查—认证认可检验检测—检验检测报告编号查询）

监测检验检测机构上传编号情况，并依据社会公众查询和投诉情

况进行跟踪处理。

上述填报内容的操作说明及检验检测统计调查制度，详见市

场监管总局检验检测统计直报系统登录页面。

（二）同一法人实体所属的检验检测机构仅填写一次。

同一法人实体所属的检验检测机构，有多张资质认定证书或

者多个名称的，仅填写一次统计报表，以机构总体情况进行统计，

并在“资质证书状况”中列明每张资质认定证书的信息；同一法

人检验检测机构有多场所的，应合并统计，在“地址栏”中列明

各个场所的地址；同一法人实体下有多个检验检测机构，其中有

http://cx.cnca.cn/CertECloud/qts/qts/qts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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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又具有独立法人身份的，该独立法人机构应另行填写统计

数据。

（三）同一检验检测机构的统计数据仅由一个部门审核

检验检测机构既取得省级资质认定证书，又取得国家级资质

认定证书的，以其资质认定证书能力范围覆盖面最大的为准，由

检验检测机构选取一个上报审核的部门，并由该部门进行数据审

核（默认上一年度的审核部门为本年度审核部门），同时在“资

质证书状况”中列明获得的每张资质认定证书信息。

四、工作要求

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是获取检验检测服务业发展数据的重

要工作，是开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加强检验检测市场监管、

促进检验检测服务业质量提升的重要基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

克服困难，在结合历年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经费、人

力以及组织保障方面的支持，制定工作方案和进度表，将责任落

实到具体部门和人员，确保统计工作按时、保质保量完成。

各检验检测机构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资质认定的要

求，认真整理归纳有关数据信息，并及时上报。未按照要求及时

上报统计数据，以及故意瞒报、错报、漏报的，资质认定部门将

依具体情况，采取警告、公告、不再受理其资质认定申请和列为

异常检验检测机构等措施予以处理。

各单位要及时组织监督检查，重点解决实施不力、拖延不报、

数据不实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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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遇统计上报技术问题，请联系河南省标准化研究院。

联 系 人：张荣华 杨 菲

联系电话：0371-65322230

电子信箱：285064270@qq.com

附件：1.检验检测机构报告格式（2020 年度）

2.国家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格式（2020 年度）

2020 年 12 月 28日

（此件主动公开）

http://www.cnca.gov.cn/xxgk/gwxx/2018/201802/W020180212528820936715.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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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验检测机构年度报告格式

（2020 年度）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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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持续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的情况

二、遵守检验检测机构从业规范的情况

三、开展检验检测活动的情况

四、2020 年度，本机构的突出成绩、先进事迹，以及为质

量提升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带一路战略、双创活动等提供技

术支撑的典型案例（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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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家产品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格式

（2020 年度）

质检中心名称（盖章）：

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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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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证书号： 实验室认可证书号（如有）：

2.所在法人机构名称：

地址： 邮编：

3.负责人情况：

主任：

姓名 联系方式（手机）

副主任：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联系人：

姓名： 电话（座机）：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4.你中心现有员工 人，其中管理人员 人，检验

人员 人，辅助人员（如有） 人；固定资产 万

元；主要仪器设备 台套；实验室面积 平方米。

5. 2020 年工作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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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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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承担生产许可证（登记证）检测任务 批次；

（5）承担仲裁、司法鉴定的检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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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次，其中，由本中心组织的有 批次；另

外，本中心还自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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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其中，

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制修订 个。

6.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建设情况

（1）2020 年新增工作人员 人，新增仪器设备 台

套，新增仪器设备投入 万元，实验室面积扩大

平方米；

（2）2020 年新增检测能力 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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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2020 年完成科研项目 项，科研经费投入

万元，科研投入占业务收入的 %；

（4）2020 年承担委托检验 批次，较 2019 年增

长 %。，2020 年度委托检验收入占业务总收入

的 %，收入较 2019 年增长 %；

（5）2020 年获得外部资金投入共计 万元，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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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属于国家财政投入的有 万元；

（6）2020 年组织内部培训 批次，共培训人员

人（次）；参加外部培训 批次，参加培训人员 人

（次）。

二、2020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另附页）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10月 2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