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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陕市监认〔2019〕18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19 年度建工建材领域检验检测机构

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报

各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神木市、府谷县市

场监管局，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

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建工、建材

类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的通知》（陕市监认（2019）2 号）

要求，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全省建工、建材类检

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已完成，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

一、专项监督检查总体情况

本次监督检查从 8月份开始，抽调 30名专家对 11 个地市 55

家建工、建材类检验检测机构进行了现场专项监督检查，并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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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随机抽取有效期内检测报告进行了报告质量审查。

检查中共发现问题 716 项。根据研判和评审结果，其中检查结论

合格 13家；存在一般问题需自行改正 23 家；违反《检验检测机

构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需责令停业整改 12 家；违反《检

验检测机构认定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拟对其资质做出处理 7

家（其中涉嫌出具虚假报告 6家，自愿注销 1家）。

二、专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一）资质合法性及第三方公正性问题。部分建工建材类检

验检测机构与当地建筑质量监督部门未彻底分离，法律地位不明

确；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包含与其检验检测领域相关联的其它业务

范围，未按照标准要求对检验检测人员实施有效管理，影响了第

三方公正性地位；机构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超出其资质能力附表

范围。

（二）管理体系运行并持续改进问题。未按 RB/T214-2017

标准要求进行体系文件的有效转版；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持续内

审或管理评审；近两年内审、管审记录结果雷同；未按照标准要

求开展质量监督活动；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人员监督。

（三）环境设施问题。检验检测场所环境条件存在相互干扰

或多台存在相互干扰的仪器设备放置在同一检验区域；场所环境

不满足检测项目标准的恒温恒湿要求。

（四）仪器设备问题。缺少必要的检验检测设备；仪器设备

的安装不符合检测标准要求；仪器设备的精度不能满足检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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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检测仪器设备未处于正常使用状态；仪器设备检定/校准

证书结果未进行有效确认。

（五）检验检测人员问题。未与检测人员签订合法的劳动合

同；检测人员未签署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合

同或声明；未按照 RB/T214- 2017 标准要求进行人员的技术培训，

关键岗位人员不能持续满足资质或实际业务工作需求。

（六）试验报告和原始记录问题。未按照 RB/T214- 2017 要

求进行检测报告和原始记录的存档；试验过程信息不全，出具的

检验检测数据或结果失实，试验结果无法溯源；未经检验检测或

篡改试验结果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数据或结果；原始记录数据雷同；

试验日期与委托日期存在逻辑错误；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测

报告。

（七）相关资质变更及信息报送问题。未按照国家市场总局

信息上报要求，及时报送每季度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信息；机构

停业未及时办理暂停或注销手续；未按照资质认定要求及时办理

标准变更，仍用作废标准对外出具报告；未按照资质认定要求及

时办理标准变更或扩项，使用新标准出具报告。

三、处理结果

（一）对存在一般问题，监督检查组现场检查结论为“基本

符合”的自行整改检验检测机构，由检验检测机构在 1个月内进

行自行整改，并将整改结果报送辖区地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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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存在数据失实或超范围能力出具报告或体系运行失

效的紫阳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等 12 家机构（名单见附件 3），

由辖区地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其责令停业进行整改，整改期

限不超过 3个月，整改期间不得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

检测数据、结果。整改完成后，由各市局负责验收并报省局同意

后开展检验检测工作。

（三）对涉嫌出具虚假数据或处于停业状态、无法保证体系

正常运行以及不具备资质认定条件的平利县荣盛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等 7家检验检测机构（名单见附件 4），省局将按

照相关程序依法处理。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突出检验检测机构主体责任。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按

照“谁出报告，谁负责；谁签报告，谁担责”的原则，严格落实

检验检测机构的主体责任，健全对参与检验检测活动从业人员的

全过程责任追究机制，建立内外部的联合惩戒机制，定期相互通

报检验检测机构和人员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结果，逐步建立黑名

单制度，实施检验检测行业禁入措施。

（二）严格落实检验检测行业属地监管责任。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及时向社会公开通报检查结果，向当地行业主管部门分别抄

送撤销、注销、暂停机构名单和相关问题，建立检验检测机构信

用管理机制，同时做好对被检查的检验检测机构后处理工作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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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复核工作，并按照省局建工建材领域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

查的分级督办和案件办理的时间要求，分别报送相应的处理结果

和验收结果。

（三）全力抓好检验检测机构问题整改。各级市场监管部门

要严格按照省局要求做好监督检查后处理工作，对建工建材领域

检验检测机构存在共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做好本辖区检测机构

的法律、法规、技术等培训工作，提升检验检测机构问题整改能

力，并适时召开集体约谈会，督促各检验检测机构抓好问题整改。

同时，各建工建材领域检验检测机构要以此次专项监督检查发现

的问题为重点，从中吸取教训，做到举一反三，认真查找分析原

因，研究制定整改方案，细化纠正预防措施，确定整改节点，明

确相关责任人，保证整改措施落实到位。

附件：1.检查结论合格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2.自行整改的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3.责令停业整改的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4.拟撤销、注销资质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2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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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检查结论合格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1 澄城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2
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土地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3 白水县镁鑫建设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4 汉中市建工质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5 西乡县建筑材料检测站

6 镇安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7 安康市江河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8 洛南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9 陕西新建科检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 宝鸡市陈仓区金诚建设工程质量检测中心

11 乾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12 蓝田县建安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13 礼泉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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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行改正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结果

1
泾阳县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站

营业执照营业范围含有涉及检验检测服务内容及相关表述。缺少检验检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两

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取消授权签字人张博未向资质认定管理部门办理变更手续。未

及时对标准 GB/T1499.1- 2017 、 GB/T1499.2-2018 、 JGJ107-2016 、 GB/T50080- 2016 、

GB/T5101-2017 申请进行标准变更；变更标准 GB/T1499.2-2018 有实质性变化，机构未及时申请

进行扩项变更。混凝土拌合室环境条件下不符合标准要求；水泥维卡仪不符合标准要求；水泥振

实台尺寸及安装不符合规范要求；WE-1000 液压式万能试验机精度不符合要求；混凝土拌合用钢

板不符合规范要求。编号为 TGJ- 2019-0000100 土工击实原始记录信息不全。编号为 JZS-

2019-000063 建设用砂报告检测结论不规范。

依据《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2 条责令改

正 1个月

2
宝鸡市金辉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场所 1GB/T176-2017;GB/T5101-2017；GB/T1499.1-2017;GB/T1499.2-2018 未进行标准变更。.

2019 年 05 月 08 日监督记录内容错误。未见 2019 年人员培训计划。场所 2防水卷材试验环境缺

温控措施。场所 1水泥压力试验机不满足标准要求；场所 2水泥养护箱检定证书未进行有效性确

认 ； 水 泥 胶 砂 振 实 台 不 符 合 要 求 。 未 见 2019 年 仪 器 设 备 检 定 / 校 准 计 划 。

GB/T176-2008;GB/T1596-2005 未进行作废标识。场所 2钢筋样品未进行有效标识。2019103E001

原始记录中低温柔性试验缺试验温度、弯曲直径等信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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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西安市高陵区精诚建设工

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王向宇未与机构签定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承诺书。检验检测机构未及时申请进

行标准变更。未见到培训内容。未见到监督记录能力评价。档案室环境不能确保档案的长期保存。

烧结砖检测用振动台与防水材料检测用拉力机共处一室，易互相干扰。无 2019 年维护保养计划。

无 2019 年期间核查计划。质量手册未换版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4
延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有

限公司

未提供检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声明。2019 年度未上报统计数据。

缺监督员、内审员任命文件。缺苏军军劳动合同。无检测人员能力确认记录。缺监督记录和能力

评价。未提供试验场地租赁合同。未提供设备的使用权证明。未对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进行

适用性确认。缺 WE-600B 万能试验机的授权。缺仪器设备核查计划和记录。水泥样品留样不满足

要求。JL-2019-00017 记录无页码标识，未明确试验方法标准。SHZ-201900003 无样品状态描述，

筛分试验过程信息不全。报告 SHZ-201900003 结论未明确分类，无页码标识。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5
汉中市广信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未向客户明示公正性声明；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未进行效果评价。没有不同时在两个

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规定及承诺。机构员工名单 15 人中的 6人有聘用合同；6名为质监

站人员，无合同；3名聘用人员无合同。除去 6名质监站持证人员，本机构持证人员数量不符合

建筑行业资格管理要求。授权签字人周宝印，2019 年 4 月调离本机构，未向资质认定部门上报

变更。人员的技术档案中缺少培训经历、缺少人员能力确认资料、缺少人员监督和授权资料。未

对全员进行公正性的培训；培训活动缺少有效性评价和分析。对监督工作理解存在偏差，未对试

验检测人员实施有效监督。未建立混凝土养护室；未记录混凝土室、力学室、防水材料室的试验

环境条件。（1、缺少测试水泥密度的恒温水浴及李氏比重瓶等；2、混凝土室塌落度、扩展度钢

板不满足规范要求；3、混凝土振动台未固定；4、水泥胶砂振室台尺寸不满足规范要求；5、建

设用石的压碎值试模壁厚不满足规范要求。）未对水泥标准养护箱等设备检定/校准结果的适用性

进行确认。缺少混凝土试模自校验方法及记录。未对大型、特殊、关键设备的操作人员进行授权。

无仪器设备、设施的维护和保养记录。任务流转单缺少验证依据；原始记录所用仪器填写不全，

填写的仪器无编号。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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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富县诚信建设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未见防止商业贿赂的规定，未见进行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或教育记录。无不录用同时

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测人员的明文规定，检测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

测机构从业的承诺。2019 年 5月 11 日已向延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申报了标准变更，但未见批复

文件。缺少本次专项检查的自查情况信息。对检验检测人员能力未进行确认及授权，人员监督的

监督记录内容不全。培训结果无有效性评价及分析。未见监督员任命文件，缺少监督记录及能力

评价。混凝土、砂浆成型室不满足规范要求。力学室无温控设施，负压筛析仪工作环境不符合规

范要求。未对水泥负压筛析仪用 0.080mm 筛进行校准。2018 年内审发现不符合项，无整改记录。

①原始记录更改不正确，未采用杠改和签字确认的方法进行更改。②个别原始记录签字不全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7
宝鸡市壹贰叁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

GB/T5836.1-2018 、GB/T5836.1-2018 无实质性变化，已提交变更申请，还未审批。陈文博档案

缺少监督、授权记录。Y-S036 电热鼓风干燥箱对检定结果的确认不准确、具体。2019 年监督计

划监督内容不具体。2019-086L001 原始记录缺少低温柔性试验用弯曲直径信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8
靖边县荣盛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资质认定证书地址与营业执照注册地址不一致。无进行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或教育记

录。无不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验检测人员的规定。技术负责人孙万荣不

熟悉门窗类检测项目。孙万荣档案中缺少不在两个机构从业的承诺和人员能力确认记录表。水泥

室、防水室无湿度控制；力学室无温湿度控制设备。力学室（1）场所布置不合理，功能区间不

清晰，相邻区域的检测活动未进行有效隔离。1、土工室缺称量器具；2、化学分析室的玻璃器皿

摆放及工作台不符合试验要求。标准物质的采购处置未进行严格管理。（1、未进行检验检测机构

体系文件宣贯的记录；2、缺现场检测的安全、应急措施作业指导书。）监督员对实施监督对象理

解不到位，监督内容不规范。内部审核中发现不符合项整改未确认，无法溯源闭合。试验室间比

对缺综合评价结果。（2019）-JZ-0002 记录与报告同一编号，流转卡编号缺唯一性标识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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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神木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未进行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未教育记录。缺最高管理者任命文件。无接收样品室及接待客

户的场所；。万能试验机漏油严重，接电混乱。混凝土钢板尺寸不符合要求，严格按规范要求。

200t 压力机缺检定结果有效性确认。标准物质无管理台账，缺处置、存储和使用的管理台账管

理体系实施后未组织宣贯学习。水泥留样不规范、信息卡信息量不足，未密封、未加盖公章。水

泥凝结时间、外加剂减水率缺过程试验记录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0
太白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检验检测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原技术负责人许勇锋变更为贾

政，缺变更手续。GB/T1499.1-2017、 GB/T1499.2-2018、GB/T50080-2016、GB/T5101-2017 等

标准未及时申请变更。体系文件宣贯学习记录不完善。缺 2019 年监督记录。钢筋力学性能检测

报告 2018-035-F054 号样品状态描述不准确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1
黄陵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未对 GB 1499.1-2008、GB/T1499.2-2007、GB5101-2003、GB/T50080-2002 进行变更。缺孙玉锋、

张萌人员档案。培训结果有效性评价信息不充分。混凝土拌和物用钢板不符合标准要求。仪器设

备检定/校准结果确认缺少检测标准要求信息。缺 WA-600 万能试验机的授权。部分设备状态标识

未更换。未按照 RB/T214-2017 对质量体系文件进行换版。三名内审员于 2019 年 4 月取得陕西省

质量认证认可协会培训合格证。1、防水卷材原始记录缺少设备电子输出记录条；2、灰土击实原

始记录缺少唯一性标识和页码。防水卷材报告缺少检测合同约定的“厚度”指标。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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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彬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缺少法人授权和声明文件，未进行培训。未申请《钢筋混凝土用钢筋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

GB 1499.2-2018标准变更。持证人员数量不符合行业资格管理要求。水泥振实台安装不符合要求；

混凝土配合比用钢板不符合要求。未对《钢筋混凝土用钢筋 第2部分：热轧带肋钢筋》GB

1499.2-2018新标准进行确认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3
汉阴县恒昇建设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

未见公正性培训记录，无 GB/T31880-2015 标准。GB/T1499.1-2017、 GB/T1499.2-2018、

GB/T5101-2017 等标准未及时申请变更。2019 年度统计数据未上报。缺人员能力需求的确定，人

员培训记录及证书、资料。水泥成型室缺温湿度记录。水泥压力机精度不满足检验要求。101-2A

型电热鼓风恒温干燥箱校准证书确认不正确。未对邱宇操作 1000KN 万能试验机进行人员授权。

未对 GB/T5101-2017 等新变更标准进行能力确认。SN19-015、FS19-09 原始记录无页码标识，

SN19-015 标准稠度用水量无过程记录。CGL19-12 报告中缺少标准值信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4
陕西金信建筑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土工布及其有关产品 宽条拉伸试验》、《人造板及饰面板游离甲醛含量》标准未变更，建议去

掉人造板及饰面板游离甲醛含量相关参数。授权签字人采用电子签名，但未有有效管理办法。万

能试验机无期间核查方法、结果评价无依据。表面振动压实仪档案中缺少履历表、验收记录、校

准确认等。标准物质台账仅有 ISO 砂，无数量等信息。无 2019 监督计划。内审检查部门与计划

不一致、内审要素不全。缺少输入资料及输出。委托单中无样品状态描述、检验依据。硅酮胶相

容性试验原始记录过程缺少试验检测时间等信息、水泥凝结时间缺少过程记录。硅酮胶相容性试

验报告参数错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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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三原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未提供检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声明。未及时申请

GB/T50080-2016、GB/T1499.1-2017、GB/T1499.2-2018 等标准的变更。无唐永明能力确认记录。

未制定 2019 年度培训计划。未制定 2019 年度监督计划，无人员监督记录和能力评价。混凝土拌

和试验场所与办公场所未区分。防水卷材室内存放与检测无关物品。未对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

果进行适用性确认。缺 WE-100B 万能试验机维护保养记录。未提供 2019 年度监督计划。水泥样

品留样不满足要求。报告 2019-3065 对应的原始记录无页码标识，未明确试验方法标准。

2019-3068 砂检测报告、2017-0998 防水卷材报告结论未明确分类、级别。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6
延安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中心

检验检测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 GB/T1499.2 、GB/T5101 、

GB/T23457 未及时申请标准变更，机构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提交标准变更申请。机构未上报年

度报告、统计数据信息。对电器附件及电线电缆的标准不熟悉。质量手册中未规定：关键管理岗

位有指定代理人。水泥强度室缺湿度控制措施，无环境温湿度记录。未对分包单位（陕西新西商

工程科技有限公司）进行评价。编号为 2019-22-27 检验检测报告中未对分包项目（成孔质量检

验）予以注明；未有资料表明：分包检测事先取得委托人的同意。未对 GB/T1499.2-2018、

GB/T5101-2017、GB/T23457-2017 进行 标准确认，无确认记录。编号为 YJDJ20150063 载荷试验

原始记录中 ：缺少试验方法标准、页码唯一性标识、压力表编号。编号为 FS-201900003 防水卷

材报告中仪器设备无管理编号、结论对产品判定错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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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白河县安厦建设材料试验

有限公司

未对 GB 1499.1-2008、GB/T1499.2-2007、GB5101-2003 进行变更。持证人员数量不符合行业资

格管理要求。持证数量不足。关键管理岗位未指定代理人。人员培训结果未进行有效性评价。万

能试验机无安全防护措施。温湿度计未检定/校准。大型、关键设备未进行人员授权。仪器设备

的技术档案未保存设备维修记录。标准物质的采购、处置、存储和使用不符合管理程序的要求。

管理体系未按照标准 RB/T214-2017 进行改版。内部审核未有效实施，未按 RB/T214-2017 实施。

砂、石报告，混凝土强度、砂浆强度报告结论不严谨。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8
榆林市中大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机构未及时申请进行标准变更。档案室环境不能确保档案的安全性；门窗检测室与堆积

的杂物共处一室；燃烧检测室通风及气瓶放置不满足要求。门窗检测室标识不清晰。JBC-LY 型

建筑保温材料拉压性能检测装置三色表示不规范；设备操作未授权。无 2019 年设备期间核查记

录。无体系文件宣贯记录。编号为 ZD2019-WGB-001 结论不正确。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19
长武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缺少检验检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未对标准 GB/T28900-2012 进

行受控及培训。未对质量负责人管理岗位规定指定代理人。水泥检测室缺少温湿度计。无接杨场

所及服务的设施。未对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进行适用性确认。检测仪器设备无使用状态标识；

未对 WE-60 万能试验机指定的保管和操作人员。未见近两年参加的由资质认定部门组织开展的能

力验证或者比对结果证书。编号为：CWHY-GW-026-003-209 钢筋检测原始记录中使用反向弯曲方

法及结果不正确。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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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西安市长安区秦盛建筑工

程质量检测中心

王飞武人员档案中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技术负责人王飞武能力不能

覆盖检验检测机构各专业技术领域。未对技术负责人王飞武进行能力确认。李英于 2019 年 5 月

22 日对张坤等三人后埋件锚固抗拔试验的培训无有效性评价。防水室缺少湿度控制设施。化学

分析室药品柜缺少通风设施。FA2004B 万分之一天平未进行有效隔离。未对 101-2A 型电热鼓风

干燥箱校准证书确认。水泥用负压筛析仪不在状态。编号为 SN19-0002 原始记录水泥标准稠度用

水量缺少过程信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21
志丹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站

GB/T1499.1-2017、 GB/T1499.2-2018、GB/T50080-2016、GB/T5101-2017 等标准未及时申请变

更。未对培训结果进行有效性评价。监督记录不完整。缺样品室、混凝土养护标养室运行不正常。

水泥沸煮箱未进行有效隔离、卷材室无操作台。卷材低温柔性试验缺防冻液。水泥报告判定结果

使用标准不正确。无体系文件的学习记录。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22
子长县凯达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公司

检验检测机构无明文规定不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验检测人员。检验检测

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GB/T1499.2、 GB/T1499.1、GB13788、

JGJ107、GB/T50080、GB/T5101 未及时申请标准变更，但机构按新标准出具报告。无技术负责人

及部门主管有效的任命和授权文件。技术负责人能力不足，不覆盖各专业技术领域。未规定关键

管理岗位指定代理人。水泥混凝土室、砖成型室、力学室 环境温湿度无控制措施。水泥维卡

仪不符合标准要求；缺少 300kN 万能材料试验机。未对检定/校准结果进行确认，无确认记录。

未对 GB/T1499.2-2018、GB50080-2016、GB/T1499.1-2017、GB/T5101-2017 等标准进行确认，无

确认记录。水泥留样筒堆放在水泥室地上，无安全防护措施，留样标识信息不全；无单独留样室。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23
汉中市华信工程检测有限

公司

GB/T5101-2017 无实质性变化，但未提交变更申请。电器检测室高压实验台地面无绝缘措施。锚

杆拉拔仪期间核查记录中缺少所用万能试验机的型号及状态。HX2019-J13-10382 钢筋检测原始

记录中设备信息不完整。不合格报告台账无处理结果信息

不 符 合

RB/T214-2017 ，责

令自行整改



附件 3

责令停业整改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1
紫阳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机构未按照标准要求进行体系文件换版；无 2018 年内部审核和管理评审记录；未进行

2019 年内审、管理评审；无 2019 年仪器维护保养计划；无 2019 年期间核查计划。检

验检测报告中水泥凝结时间、砂含泥量原始记录过程信息不全。检验检测机构未及时

申请进行标准变更。混凝土配合比试验用振动台与水泥强度试验用压力机布局不合理，

互相干扰。水泥胶砂振实台安装不符合标准要求。砂石试验用试验筛、游标卡尺未进

行量值溯源。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一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2
黄龙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机构未进行商业贿赂等教育培训。未对从业人员不在两个机构工作的要求进行规定，

且从业人员未承诺。体系无任命和授权文件。混婷和黄鹤未签订劳动合同。无 2019 年

监督计划；未对培训人员进行有效性进行评价；2017、2018 年度无邓丽容的培训、监

督及能力方面的监控记录文件。无样品储存间，混凝土、砂浆拌合物性能实验室无温

控设施及符合要求的钢板；防水材料和水泥实验室混用，各检测区间无标识。缺 300kN

恒应力压力试验机、混凝土拌合用钢板；混凝土振动台安装不符合规范要求、砂石振

筛机未安装安定性沸煮箱盖子耳环脱落，干燥箱盖堆积粉刷脱落灰；无 2019 年期间核

查计划、记录。GB/T1499.1、GB/T1499.2、GB13788、JGJ107、 GB/T50080、GB5101、

GB/T50080 等标准未申报标准变更。编号为 SJPB-008 砂浆配合比试验原始记录中 KN、

MPa 书写不正确。编号为 2009-003 检验报告中牌号后加 E的钢筋原材料结论不准确。

检测报告中水泥安定性试验、钢筋重量偏差试验、石子级配试验无原始记录，出具的

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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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3

吴起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未按 RB/T 214-2017 建立体系文件，未按 RB/T 214-2017 进行内审和管理评审。

无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或教育记录。无检验检测人员应以合同或声明等方

式承诺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证据。GB/T 1499.1-2017、GB/T

1499.2-2018、GB/T 5101-2017 等标准未履行变更手续。无人员授权和能力监控记录。

未对培训结果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分析。无人员监督记录和能力评价记录。各检测室

（除水泥室外）之间易相互干扰，不完全独立。无混凝土所用钢板；混凝土搅拌机、

振动台、砂浆搅拌机不在工作状态：未接电源。未对 JJ-5 水泥胶砂搅拌机等检定结果

进行确认。2000kN 压力试验机、竹节温度计未检定溯源。大型、特殊、关键设备未指

定授权人员保管和操作使用。泥样品未密封、无检验状态区域标识。砂浆配合比报告

中保水率数据与报告不一致；水泥检测报告中安定性试验无原始记录，出具的检验检

测数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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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4

岚皋县岚瑞建设工程

质量检测有限公司

体系文件未规定关键管理岗位的指定代理人。未对培训结果的有效性进行评价和分析。

烘箱在水泥室，未有效隔离；混凝土养护室温湿度不能有效控制；混凝土、土工、砂

浆、砖检测分区不明显，存在相互干扰。缺少混凝土拌合用钢板、钢材反向弯曲用加

热设备、防水卷材耐热悬挂及光学测量装置。百分表、GW-40B 钢材反向弯曲机未检定

溯源。未对设备操作使用人员进行授权。无样品流转记录、水泥留样样品未进行唯一

性标识、未密封。钢材原始记录 19-06-0105 中，带 E 钢筋未按 GB 1499.2-2018 做反

向弯曲。防水卷材报告 19-06-0138 中耐热度数值与记录不一致、水泥报告 19-06-0192

原始记录中未测胶砂流动度报告中安定性无对应的原始记录，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

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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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5
陕西同瑞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机构无“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原则，恪守职业道德，承担社会责任的

自我声明”的公示。机构不能提供“不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

验检测人员”的明文规定。GB/T1499.2-2018 有实质性变化，机构未作反向弯曲的参

数扩项申请。机构运行的 ZLSC-01-A/0-2018 第 A 版质量手册中未按照《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214-2017 进行修改换版；构运行的

ZLSC-01-A/0-2018 第 A 版质量手册中机构概况未涵盖大荔县城关镇南大街 75 号的试

验场所；机构运行的 ZLSC-01-A/0-2018 第 A 版质量手册中设施环境要求未涵盖防水卷

材环境条件的监控要求，未规定质量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等关键管理岗位指定代理人。

机构不能提供 2019 年培训计划中规定的 7月份培训内容的培训记录。力学室钢筋和混

凝土试验无样品留置空间，存在相互干扰。WE-1000B 万能材料试验机未按标准要求安

装安全防护措施。防水卷材不透水仪处于非正常状态，机构未按质量手册规定进行隔

离加标，标识状态。机构不能提供 2019 年管理评审记录。SN2019011 水泥检验检测原

始记录中凝结时间无过程信息；PTZ2019025 烧结普通砖检测原始记录中尺寸测量无过

程信息。SN2019011 水泥检测报告中检验依据无方法标准；XGL2019004 砂检测报告中

细度模数为 2.3，判定为细砂，结论判定错误；HNTKY20192152 混凝土抗压强度检验报

告中换算强度单位错写为 Mpa；PTZ2019025 烧结普通砖检验报告中强度标准值符号错

写为 fk。管理体系文件对检验检测报告电子签名未进行相关规定，原始记录和检验检

测报告为电子签名，无追溯性，存在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测报告现象。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五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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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6

富平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质量手册及程序文件均未按 RB/T214-2017 进行改版。质量手册无受控标识，

FPGC2017-160-144 使用作废标准。公性性声明内容缺少承担社会责任、恪守职业道德

内容，无培训。无明文规定不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验检测人员。

薛彬为技术负责人，无现场检测上岗证。质量手册中缺少质量负责人职责，关键职位

没有指定代理人。技术档案缺少人员培训经历，对人员能力未进行确认，无人员授权。

落锤冲击仪不满足环境要求；混凝土室未按标准要求镶嵌钢板及设置沉淀池等，不满

足规范要求、无养护室；砂浆与水泥室设备混放，存在相互干扰；负压筛仪环境条件

不满足要求；电线不延燃试验测定的气瓶未进行有效隔离。试验原始记录全部电子打

印，无手工记录，无法溯源。水泥凝结时间缺过程数据，无法复现检验检测活动。编

号为 2018 -166-0006 原始记录中委托日期和成型日期的时间间隔不符合试验标准要

求，缺少样品状态调节时间，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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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7

镇巴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检验检测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体系文件宣贯学习记

录不完善。GB/T1499.1-2017、 GB/T1499.2-2018、GB/T50080-2016、GB/T5101-2017

等标准未及时申请变更。检测人员钟运学等缺劳动录用合同。JJ-5 型水泥胶砂搅拌机

检定结果未确认。WE-600 型万能材料试验机等关键设备未指定授权操作人记录。无样

品流转卡。编号（2018）-GJ-00024 报告中重量偏差无原始记录，出具的检验检测数

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8

淳化县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无检验检测人员公正性承诺。技术负责人资格符合要求，能力欠缺。机构无监督计划；

2019 年监督员变化无文件授权。2019 年度仪器设备检定/校准结果无确认记录，缺少

期间核查计划。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管理评审内容雷同，整改落实不到位。报告

2019-cl-0001 记录有涂改，无电子打印记录，信息不完整。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签字

采用扫描，无程序文件支持，授权权限不清晰，存在非授权签字人签发检验检测报告

现象。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五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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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9

榆林市鑫顺发工程检

测有限公司

机构法人登记不一致，2018 年 04 月 24 日取得 CMA 资质时，法定代表人为：孟万生，

现在法定代表人为：张子良，未做法定代表人变更备案。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

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GB/T1499.2-2018 于 2018 年 11 月 1 日实施，机构于 2019

年 4 月 17 日提交标准变更申请，未及时申请标准变更。机构未上报年度报告、统计数

据信息。无人员能力确认记录；无监督计划、监督记录；未实施监督，无纠正记录。

防水卷材室缺少空调、加湿器，工作环境不满足标准要求。缺少 100kN 拉拔仪、300kN

万能材料试验机；DL-5000 电子拉力机未对位移进行校准；无检定/校准结果的确认记

录；无期间核查计划和记录。近两年未参加能力验证。编号（2019）-FS-00051 报告

结论中未对防水卷材进行类别判断；编号（2019）-SN-00033 水泥记录中比表面积试

验无过程信息。编号（2019）-FS-00052 防水卷材记录中，样品状态无具体描述、无

样品调节信息；编号（2019）-SS-00006 检测报告的委托日期与检测日期有逻辑错误，

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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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10
蒲城县建设工程质

量检测站

机构缺少公正检验的培训。缺少检验检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

的承诺。未对质量负责人管理岗位规定指定代理人。未对人员培训结果进行有效性评

价和分析。未对 GB 1499.1-2007、GB/T1499.2-2018、GB/T5101-2017 标准办理变更申

请。检测仪器设备缺使用状态标识；未对 WEW-1000B 万能试验机指定保管和操作人员。

编号为 2019-01-01452 混凝土抗压强度原始记录缺少计算结果值。水泥检测报告中凝

结时间原始记录的试验数据雷同，出具的检验检测数据、结果失实。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三项

暂停整改 3个月

11
陕西鸿业工程质量检

测有限公司

未按 RB/T 214-2017 建立体系文件；未按 RB/T 214-2017 进行内审、管理评审，基本

条件不能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无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或教育记录。无

检验检测人员应以合同或声明等方式承诺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证

据。GB/T 1499.1-2017、GB/T 1499.2-2018 等标准未履行变更手续。无人员授权和能

力监控记录。未对 JJ-5 水泥胶砂搅拌机检定结果进行确认。大型、特殊、关键设备未

指定授权人员保管和操作使用。样品无唯一性标识。蒸压混凝土加气块原始记录中缺

试块含水率试验过程数据。混凝土抗压强度报告中同条件养护无“度天”数据。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一项

暂停整改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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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12
咸阳市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中心站

无检验检测人员应以合同或声明等方式承诺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

证据。检验检测机构技术负责人发生变更未应向资质认定管理部门办理申请变更手续。

GB/T1596-2008、GB5101-2003、JG/T690-2008 等标准发生变更、钢筋反向弯曲标准变

更有实质性能变化，检验检测机构均未及时申请进行标准变更。水泥胶砂振实台、跳

桌基座不满足标准要求。2019.07.01 实施的程序文件、质量手册未完全满足

RB/T214-2017 标准要求。机构无资质出具钢筋反向弯曲试验报告，超出资质认定证书

规定的检验检测能力范围，擅自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数据、结果。

依据《检验检测

机构资质认定管

理办法》（总局令

第 163 号）第 43

条第一款第二项

暂停整改 1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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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拟撤销、注销资质检验检测机构名单
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1
平利县荣盛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有限公司

无防止商业贿赂、公正检验的培训或教育记录。无检验检测机构应有明文规

定不录用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检验检测人员。无检验检测

人员应以合同或声明等方式承诺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无

人员监督计划。防水卷材耐热性试验无悬挂装置、光学放大镜；低温柔性设

备无冷冻液、弯折装置有故障。未系统学习 RB/T 214-2017 标准，未按 RB/T

214-2017 建立体系文件。未按 RB/T 214-2017 进行内审，近两年基本相同。

未按 RB/T 214-2017 进行管理评审。水泥报告 2019- PLSN-034 安定性结果无

对应的原始记录。蒸压加气混凝土报告 2019PLQK-020、化学植筋现场拉拔

2017-PLLB- 008、钢材机械连接试验 2019-PLGJ-843-845 超出批准的能力范

围。防水卷材弯折仪损坏期间出具检测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未经检验检测或

者以篡改数据、

结果等方式，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

数据、结果。

2
略阳县正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

中心

无人员授权和能力监控记录。无最高管理者有效的任命和授权文件。无混凝

土拌和用钢板；水泥标准粉过期；缺防水卷材耐热设备；水泥维卡仪、防水

卷材拉伸设备夹头不符合标准规定。混凝土、砂石、砂浆检测室之间易相互

干扰，不完全独立。大型、特殊、关键设备未指定授权人员保管和操作使用。

2018 年内审时间不符合逻辑关系，无检查表。无样品室、水泥样品未密封、

无检验状态区域标识。钢筋机械连接试验钢筋未拉断、钢筋原材未颈缩拉断

而分别出具了断口位置、断后伸长率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未经检验检测或

者以篡改数据、

结果等方式，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

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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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3 延川县建筑工程质量检测站

检验检测机构法律地位不明确，未与延川县质量安全监督站脱离。无检验检

测人员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承诺。人员档案不齐全，无人

员培训、人员监督、人员授权和人员能力确认等信息。无 2019 年人员培训计

划、记录。无 2018 年人员监督计划、监督记录和能力评价记录。防水拉力试

验机的环境场所不满足标准要求。无内务管理程序；内务管理混乱，试验室

堆放有杂物。试验功能区标识混乱；烘箱与冰箱工作区在一起，相互干扰。

检测仪器设备使用状态标识不明确，有过期标识。机构运行的管理体系文件

是 2015 年 12 月 1 日实施的，未按 RB/T214-2017 标准进行改版。2017 年与

2018 年内部审核、管理评审记录雷同。使用的标准 GB1499.1- 2008、

GB1499.2-2008、GB5101-2003 为过期版本。编号为 SZ-201800018~201800026

的砂子报告原始记录完全一致；编号为 GC-201800184 原始记录中两个钢筋测

试样品测试结果雷同；编号为 2018-02-（KS）-001 的试验报告无原始记录。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未经检验检测或

者以篡改数据、

结果等方式，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

数据、结果。

4
延安市安塞区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站

检验检测人员无“不同时在两个及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未及时申

请 GB/T1499.2、 GB/T1499.1、GB/T5101 的标准变更，但机构按新标准出具

报告。证书衔接空档期出具检测报告（TYE-2000 压力试验机一份检定证书有

效期至 2019.4.15，另一份检定证书检定日期为 2019.5.5，机构在 2019.4.18

使用该试验仪器出具编号为 2019-ZD-00004 的烧结砖检验报告）。人员档案中

无人员培训、人员监督、人员授权和能力监控等记录。无监督计划、监督记

录和能力评价。管理评审中输入的“人员培训情况”不符合项，未进行有效

闭合整改。机构无反向弯曲设备出具编号为 2019-GL-00188 的钢筋反向弯曲

试验报告。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未经检验检测或

者以篡改数据、

结果等方式，出

具虚假检验检测

数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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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存在的主要问题 处理依据

5
佛坪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

站实验室
机构处于停业状态，体系不能正常运行，不具备资质认定条件。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6 合阳县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站 机构处于停业状态，体系不能正常运行，不具备资质认定条件。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一项。

7
韩城市正方建设工程质量安全

检测咨询有限公司
机构处于停业状态，自愿注销。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总局令第

163 号）第 45 条

第一款第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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