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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陕市监认〔2019〕22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19 年度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

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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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关于组织开展 2019 年度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

专项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陕市监认〔2019〕12 号）工作要求，

现将全省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有关情况通

知如下。

一、专项监督检查总体情况

本次监督检查共随机检查 32 家食品、医疗器械类检验检测机

构，其中食品类检验检测机构 28 家，医疗器械类检验检测机构 1

家，眼镜产品类检验检测机构 3家。检查过程中共发现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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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问题 59 项；仪器设备类问题 43 项；场所环境类问题 37 项；质

量管理类问题 21 项；人员管理类问题 8项。经专家依据《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对监督检查结果进行研判，监督检查结果如下：自行改正 27 家；

责令限期改正 2家；责令限期整改 2家；申请注销 1家。

二、专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一）场所环境方面。未对检测核心区域进行环境温度识别

和文件化规定；部分潜在危险的设备设施没有进行固定；生物安

全防护做的不到位；个别检验检测机构和当地市场监督部门共用

场地；存在交叉污染的功能区域没有有效的分隔；实验室功能区

域面积不足以支撑同时进行大批量的样品检验；废液废渣存放区

域不符合要求；实验室应急预案实施做的不到位；某些设备日常

使用中没有定期对其性能进行评估。

（二）人员能力方面。个别检验检测机构部分检验人员没有

劳务或聘用合同；人员监督计划实施不到位；人员培训计划实施

不到位；部分人员没有建立人员档案。

（三）仪器设备方面。部分设备没有进行有效的计量；部分

计量结果没有进行确认；仪器设备标签缺失；无仪器设备期间核

查记录；无标准物质期间核查记录；部分过期化学试剂没有及时

处理；部分温度控制设备没有监控记录；部分检验样品存储条件

有误；部分主要检测设备在检测期间状态异常。

（四）质量管理方面。无年度质量控制计划；质量控制计划

没有相对应的质控记录及结果评价；质量质量控制计划没有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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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检验类型；内部审核缺少整改要求，内审没有覆盖《食品检

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部分内审人员无内审人员证书；管理评审

计划缺少审核依据；管理评审未覆盖管理层；未针对管理评审输

出内容制定落实改进情况。

（五）报告记录方面。超资质认定范围出具检验报告；报告

档案中溯源资料不齐全；检验报告委托信息填写不完整；报告原

始记录与质控记录不对应；委托单中客户要求作出结果评价，未

明确判定依据；原始记录缺失部分签名；报告检验日期与签发日

期、检验记录不一致；原始记录杠改均未签名或盖章；报告未检

出项目未报告检出限；原始记录使用设备、标准溶液无溯源信息；

样品没有按照标准要求制备，无记录；原始记录缺少试验过程；

不合格结果原始就无复测记录；检验报告有分包结果的未提供分

包信息。

三、检查结果处理意见

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和《食品检验机构

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对存在不符合问题的机构检查结果处理意见

如下：

（一）韩城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陕西阔成检测服务有限公

司等 27 家机构自行改正，将改正结果报属地区（县）级市场监管

部门。

（二）紫阳县富硒食品检验检测中心、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责令改正，辖区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及时跟踪督办，责令

其在 1个月内对照检查发现的问题逐项进行改正并形成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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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辖区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辖区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进行现场核实，

确认整改到位后报省局。

（三）陕西省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中量检测认证有限

公司责令整改，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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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辖区市级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格按照两个管理办

法进行调查处理，并将整改及处理结果及时报省局。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狠抓整改落实。各相关检验检测机构要进一步强化主

体责任意识，切实提高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对照通知的共性和

突出问题逐项认真分析原因，从中吸取教训，举一反三，逐项细

化明晰落实纠正和预防措施，确保问题整改落实到位。进一步加

强资质认定法律法规、评审技术标准和检验检测方法的培训学习，

查找影响检验检测结果数据准确、可靠的关键环节存在的问题和

风险隐患，提升人员素质和检测水平，规范检验检测行为，确保

质量管理体系有效运行和检测数据准确可靠。

（二）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责任。对于本次监督检查发现的主

要问题，各相关市场监管局要切实履行职责，确保检验检测机构

限期整改到位，并做好跟踪督促检查和后续调查处理工作，对整

改不到位的检验检测机构一律严格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管理办法》依法查处。

（三）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各市（区）县市场监管部门要持

续加大对检验检测机构的日常监管力度，特别是对责令改正、责

令整改的机构要增加监管频次，加强对本辖区内获证检验检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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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监督检查和日常巡查工作，严格规范管理，落实分类监管，

同时要督促指导各检验检测机构加强内部质量管理，加强对管理

人员和检测人员的培训提高，不断提升检验检测机构的公信力和

技术水平。

（四）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

加大执法力度，按照食品安全“四个最严”的监管要求，严厉打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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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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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保持食品检验检测市场监管的高压态

势。

附件：2019 年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

况汇总表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9 年 12 月 12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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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9年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机构专项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自行改正的检验检测机构

1 韩城市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第四版体系文件没有对实验室场所进行规定;没有对蒸汽压力灭菌

器的灭菌效果进行评估；废液存放在样品粗处理室内;易制毒试剂柜

没有安装通风设施；标准溶液配制记录无溶液编号，没有附标准物

质证书;样品管理（样品编号、样品接收、样品流转以及样品留存等）

与样品管理程序HCSJ-CX-34-2019的规定不一致；没有对不合格样

品的管理进行规定;在用的样品移交确认记录、样品检验流转卡、仪

器使用记录等记录表格等均存在未受控问题;编号为SP2019-290报

告中抽样基础单位未填与抽样单不符;编号为“SP2017-107”检验报

告的白酒中乙酸乙酯含量为10.13g/L，与标准要求差距较大。编号

为HCSJ（SP）2019-030的样品的流转卡中检验项目的检验依据不明

确；检验原始记录缺标准溶液编号，无法溯源;抽查不合格检验报告

SP2019-610,SP2019-537等原始记录，无复测及处置程序及记录。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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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2 陕西阔成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不能提供安全应急预案的实施或演练记录和实验室生物因子及危害

评估记录;报告KCSP-201908-586 阿西耶醋粉菌落总数原始记录中

只有两个稀释度，设计不合理;KCSP-201908-540报告甲醇原始记录

缺少酒精度原始记录支撑;三聚氰胺标准品应在20°±4℃存放，当

时存放条件为0-4℃。

自行改正

3 西安国联质量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置程序处理程序，但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

实施或演练;无对新进人员张艳萍的监督记录;实验室存放有大量新

购置的有机试剂;无标准物质期间核查记录;样品保存冰箱的温度计

不符合要求;BFF190800262的检测协议中对分包项目没有明显标识。

自行改正

4 宝鸡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菌种保存冰箱放于办公区域；试验室未配备二氧化碳灭火器；废液

未放置在专门存储区域；有《安全与异常情况处理程序》，但未进行

过应急预案的实施或演练；实验室无生物因子及危害评估；检验员

张瑞无2019年劳务合同；无标准物质期间核查记录；样品保留区待

检、在检、检毕未分区标识；编号2019SW0563报告检验日期与签发

日期、检验记录不一致。

自行改正



- 8 -

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5 陕西华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未开展实验室生物因子及危害评估，也无相关的管理制度；未制定

人员监督计划；无2019年仪器设备维护计划；标准溶液的配制记录

（查2019.3.24杨秀秀配制的锌标准溶液配制记录，无证书溯源信

息）；制定了质量控制计划，无结果的判定依据，无具体检测标准和

人员的具体信息；内审计划缺少审核依据的内容，无审核区域，缺

少整改要求，未明确内审报告编制人员和跟踪验证人员；管理评审

计划缺少审核依据的内容，输入缺少风险识别可控性的有效性等内

容；管理评审未覆盖管理层；报告编号为HBJC(食)2018-0039的报

告档案中未见抽样单、归档记录，也未能提供质控记录；报告编号

为HBJC(食)2019-0073：过氧化值检测原始记录中使用的滴定管无法

溯源，硫代硫酸钠滴定液溯源信息不全，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

检测的检测限的确定无依据无图谱记录；酸价检测中氢氧化钠滴定

液未能提供溯源信息；报告编号为HBJC(食)2018 -0052：原始记录

由多出划改，但均未签名或盖章；报告编号为HBJC(食)2018-0099：

伐地那非等那非类检测项目结果为未检出，但均未报告检出限；报

告编号为HBJC(食)2019-067不合格，原始记录未见复试记录；未制

定不合格结果的处置制度或程序；声明事项中缺少未经机构批准，

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报告或证书的声明。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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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6 绿城农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所抽查报告原始记录中的样品制备信息均不完整，样品前处理、标

准物质配制、仪器设备信息、检测条件等记录信息不完整、不规范；

编号为19XF0001报告的原始记录中检测方法为NY/T 761-2008第二

部分，未明确具体使用的是第几法，不能溯源；声明事项中缺少未

经机构批准，不得复制（全文复制除外）报告或证书的声明。

自行改正

7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

中心

易制毒品暂存间存放不规范，未双人双锁管理；2019年期间核查计

划无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名；编号为食检J（2019）第0376

号检验报告委托信息单填写不完整；食检J（2019）0288号维生素A，

维生素D检验未按要求做标准曲线。

自行改正

8 谱尼测试集团陕西有限公司

制定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检验预案》，但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实施

或演练；食品样品库、制样间及楼道有异味；未制定仪器设备维护

计划；2019年2月管理评审对报告合格率、客户及员工反馈输入内

容模糊，缺少统计支持性证据；编号:VNA0UJ0Q33839823消毒餐具（汤

碗）报告中缺少现场采样记录，仅保留有采样照片，无采样依据、

采样方法、样品数量、空白对照等信息，大肠菌群检验原始记录缺

少可追溯的具体培养起始时间信息。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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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9 咸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精密天平与样品粗处理未进行有效隔离；四楼食品实验室没有紧急

喷淋装置；没有废液专门存贮区域；标准菌株的传代、使用记录以

及标准溶液的配制记录未受控；样品保留区域无环境温度控制措施；

报告编号为咸质检（2019）Q4498的脱氢乙酸、丙酸钙等项目原始记

录中缺质控记录；报告编号为咸质检（2019）Q0313检验原始记录中

硫代硫酸钠标准溶液、黄曲霉毒素B1标准溶液溯源信息不足；报告

编号为咸质检（2019）Q4498、咸质检（2019）Q1142、咸质检（2019）

Q1127的样品中分别涉及防腐剂比例之和、过氧化值、脱氢乙酸项目

不合格，但均未附复测记录；体系文件未制定不合格结果的处置制

度或程序。

自行改正

10 铜川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标准菌株的使用记录不是使用人员手签；不能提供标准溶液的配制

记录；留样室的冷藏及冷冻样品柜数量不能满足储存样品的要求；

编号为S2019W027的报告中黄曲霉毒素B1检测原始记录中缺质量控

制记录；编号为S2019W027的检验报告的铅、砷、黄曲霉毒素B1等

标准溶液存放冰箱缺唯一性标识及温度控制记录；编号为S2015086

的亚硝酸盐检验报告的检验结论为不合格，初检和复检原始记录中

主检和审核均为崔磊，不符合体系文件规定。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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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11 陕西省发酵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8楼、9楼未安装洗眼器和喷淋装置；2018年12月进行了管理评审，

缺少相关内外部因素的变化、资源充分性等内容。
自行改正

12 延安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实验室有安全应急预案，但未进行演练；未开展实验室生物因子及

危害评估，也无相关的管理制度；2019年培训工作缺少详细的培训

记录和评价记录；不能提供2019年仪器设备维护计划，但有相应的

维护记录；2019年5月22日氢氧化钠标准溶液配制记录，配制人苗

琴，标定人宋悦怡，记录中无法看出两人分别的配制结果，也无极

差计算结果的结果，不符合GB/T 601-2016标准的规定；2019年1

月进行了管理评审，缺少风险识别的可控性、实施改进的有效性等

内容；管理评审未覆盖管理层；编号SP（2019）-509W检测报告有

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的原始记录和平行样测定，但未进行评价；

无空白试验结果，也无回收率测试或标准物质测试等质控记录；编

号SP（2019）-131W检测报告中氨基酸态氮的原始记录中所用的氢

氧化钠标准溶液无标准溶液编号等溯源信息；pH测定原始记录中所

用pH计仅有仪器型号，无设备唯一性编号信息；未制定不合格结果

的处置制度或程序。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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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13 西乡县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实验室废液没有按照酸、碱、有机等类别分别储存；内部质量控制

计划在样品类别上没有全覆盖，如粉条类样品的检测。
自行改正

14
农业农村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杨凌）
缺少BSL-2生物安全实验室废弃物管理的文件规定。 自行改正

15 安康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程序文件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检验预案》，但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

实施或演练；实验室无生物因子及危害评估；2019年质量控制计划

缺乏非抽检理化项目的能力确认方案；2018SPC0165气相色谱图原始

记录签名非手写；2019SPW007玉米酒检验记录中甲醇项目结果换算

不准确；2018SPC0023安康食醋所用氢氧化钠标准溶液未做有效性验

证。

自行改正

16 镇安县质量技术检验检测所

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实施或演练；实验室无生物因子及危害评估；

不能提供编号为C11754635439CS的岛津GC-2014C气相色谱仪检定

证书；有本年度仪器设备核查计划，但未按计划实施及评价；未制

定今年的标准物质期间核查计划；放置备样的房间和冰柜无温度监

控记录；镇检2019(HC)003、镇检2019（JD）003的“业务流转卡”

和“委托送样检验合同书”未受控；编号为镇检2019(HC)003检验

报告的山梨酸检验项目的检出限表述有误。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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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17 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

制定有《食品安全事故应急检验预案》，但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实施

或演练；2019年1月年度内审及2019年4月专项内审都没有覆盖到

《食品检验机构资质认定条件》；2019年4月管理评审提出3条改进

意见，未见落实改进意见及验证情况的记录；编号:FJ1901997散装

的消毒碗在抽样单中未包装包装未勾选“散装”，大肠菌群检验原始

记录缺少可追溯的具体培养起始时间信息；原始记录中与质控记录

不对应；制定的《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LIMS）控制程序》中，未

明确规定定期备份时间。

自行改正

18 陕西新时代生物转化检测有限公司

50%甲醇等试剂及标准溶液标识标签有效期有误；编号为食检字

〔2019〕第SP0103检验报告委托信息单填写不完整；检验报告中电

子签章无相应的管理程序及规定。

自行改正

19 广电计量检测（西安）有限公司

编号为XASP2017-G442生化培养箱唯一性标识上校正值未及时按校

准证书更新；XASP-2018-G132气相色谱仪期间核查记录缺少核查结

论；编号为F201909103464服务委托单中客户要求作出结果评价，

但未明确判定依据；抽取2019年6月至7月的样品（核果类）制备

记录，全果重、核重信息应该手写而采用电脑打印。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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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20 陕西省保健品检测中心

制定了2019年度检定/校准计划并实施，但未对编号为L10的气相

色谱仪检定结果进行符合性确认；有废液收集的记录，但不能提供

与有资质的机构签订委托处理合同。

自行改正

21 西安市计量技术研究院眼镜检测站

法人证书业务范围未涵盖（眼镜）产品检验检测类似业务；实验室

未对眼镜检测环境温度进行识别和文件化规定；眼镜产品高温阻燃

项目缺少燃烧后有害气体排放及高温防护措施；现场使用温湿度计

（设备编号180193）检定有效期至2019年3月15日，眼镜架鼻梁

变形校准未包括5N下压力参数点；2019年6月新版管理体系文件实

施后，未组织宣贯培训；编号2019004内部质控太阳镜检验报告原

始记录缺少光谱透过率检测仪测试结果的图谱；编号2019003内部

质控太阳镜检验报告原始记录中缺少委托单。

自行改正

22 宝鸡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

实验室未对眼镜片检测环境温度进行识别和文件化规定；实验室未

将焦度计列入维护计划和实施；实验室未对焦度计检定证书（宝质

检中心（J）GY2019NO005050）进行确认；未针对2019年10月份管

理评审的3项输出内容，制定落实改进情况表。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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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23 陕西华研检测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无制样室、有机前处理室环境控制文件；2019年度人员培训计划未

列入新进人员培训要求；部分过期的标准溶液中间液与有效期内的

混放；2019年质控计划没有覆盖污染物、重金属等类别；原始记录

中无质控记录；现场发现开展水分检验时盛放样品的容器为坩埚，

不符合标准要求；无电子化原始记录控制的相关程序文件、质量手

册；现场抽查SP201905714、SP201904224电子版原始记录无复测记

录；

自行改正

24 陕西省医疗器械质量监督检验院

试验室的废液暂存区域无明确标识；废液用玻璃瓶暂存，不符合相

关要求；GJ2019K006,W2019SJ0001检验报告的原始记录收集不够完

整；

自行改正

25 陕西华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恒温水浴，离心机未按要求在地面存放；气相室待换钢瓶未加固定；

易制毒试剂柜隔档材料受腐蚀，存在隐患；标准菌株所用放置冰箱

起霜影响储存条件；实验室安全应急预案的程序文件未更新，且无

演练情况；青海抽检馒头等样品标识的储存条件有误；编号为

F20190010–0004的原始记录缺失部分签名，归档页未盖骑缝章。

自行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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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26 陕西普恩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未进行过应急预案的实施或演练；实验室无生物因子及危害评估；

编号为PES-001的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未结合在用标准对检定证书

进行确认；2019年质量控制计划未涵盖食品微生物检测项目；编号

为PEJLJ483的原始记录表格中缺少天平及标准溶液信息栏。

自行改正

27 陕西太阳景检测有限责任公司

编号为SP-014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未结合使用标准对校准结果进行

有效性确认；编号为SP-005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未编制期间核查方

法；不能提供硝酸的技术验收记录；不能提供实验室自制用水验收

规程；实验室LIMS系统服务器维护管理人员进出未受控。

自行改正

责令改正的检验检测机构

1 紫阳县富硒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检验检测机构2017年8月迁至紫阳县富硒工业园区硒产业研究院办

公楼4层，搬址后未进行地址变更；移址后实验区域与农业局下属

的紫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站共用。

违反《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第12条第一款

第一项，依据第42

条第一款第五项责

令1个月内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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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2 陕西中检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14名授权签字人调离本公司未办理撤销手续；微生物室未进行有效

隔离；实验室功能分区不合理，制样与有机前处理、理化检测同处

一室；在检常温样品和质控样放置在制水间；标准物质存放在在检

样品冷藏柜，样品与标液共用一台冰箱；编号为ZJYQ-027的高压灭

菌器放置在无机前处理室；编号为ZJYQ-551的高压灭菌器放置在微

生物试剂储存室；大型仪器室配置的防火装置不适用，废物暂存间

未封闭，未签订2019年废物处理合同；易制毒试剂使用玻璃柜存放，

不能提供电子天平的检定证书；2019年质量控制计划缺少微生物项

目；缺少2018年无机室、微生物室、采样部、综合业务部的内审检

查表；色谱类的原始记录设计简单不能提供过程信息；报告编号为

ZJJC-SY201909-576等3份检测报告的阿维菌素项目未使用APCI源

进行检测；未制定不合格报告结果的处理程序；部分抽样检验业务

未取得委托方书面同意的分包协议；

违反《检验检测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第12条第一款

第二项，依据第42

条第一款第五项责

令1个月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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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责令整改的检验检测机构

1 陕西省眼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

实验室未对眼镜检测环境温度进行识别和文件化规定；眼镜检测在

光学中心办公室，较为拥挤，该室温湿度监控记录只记录到2019年

7月4日，但2019年8月承担监督抽查任务并发出报告50余批次；

缺少眼镜镜片最低耐磨性能测试设备；检测所有眼镜架高温尺寸稳

定性的使用的恒温恒湿箱缺少可追溯的使用登记记录信息；实验室

未将眼镜产品检测仪器纳入和实施维护计划；现场使用温湿度计（无

设备编号和检定合格标签）；保存在光学实验室已检样品，唯一性编

号不全，未有明显区域分隔，备份样品未单独封存；2019年11月1

日新版管理体系文件实施后，未组织宣贯培训，也未组织

RB/T214-2017新评审要求的学习；报告编号GX30190062YJ报告归档

资料无样品流转卡；抽样单中样品名称“眼镜片”、抽样数量“6片”，

皆与检验报告中“近视眼镜镜片”、样品数量“8片”不一致，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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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项责令整改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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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单中未填写备份样封存地点信息；检验报告台账显示20余批受理日

期:10月15日，报告日期：8月19日，业务流程不清晰；报告编号

GX301 9004YJ检验报告原始记录缺少厚度偏差结果值；报告编号

GX301 9005YJ检验报告中抽样日期2019年6月24日，原始记录和

抽样单显示抽样日期2019年6月25日，前后不一致；报告编号GX301

9080YJ检验报告原始记录缺少抗冲击试验仪器设备信息；编号为

GX3019001YJ、GX3019004YJ等 10份眼镜镜片检验报告超出资质认

定范围，实验室2019年4月8日QB/T2506-2017标准变更证书附表

中未覆盖上述报告中序号5可见光透射比、序号10标志1、序号11

标志2项目；

2 中量检测认证有限公司

制样室楼顶漏粉，未进行有效隔离，卫生条件差、有大量废弃的试

剂瓶；7人没有人员档案；劳动合同过期；2019年检测人员只有培

训计划，没有实施记录；质量负责人蔡克培、技术负责人陈世静没

依据《食品检验机

构资质认定管理办

法》第35条第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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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有学习培训过《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及RB/T214-2017；

2019年原子吸收、电热鼓风干燥箱、气相色谱仪等设备仪器没有量

值溯源；2018年至2019年危化品、易制毒没有专人管理，使用没有

记录；样品室所有样品状态标识均为待检、部分留样已开封；样品

冷藏柜中ZL2019(W)0600白吐司面包收样日期2019年10月24日，

样品无委托协议、流转卡，接样人员记录中客户委托项目包括霉菌

计数，截至现场监督检查仍未检验；2019年质量控制有计划，没有

记录；2019年内部审核员张婷、蔡克培没有内审员证；没有内审检

查表；归档报告没有委托单，委托单与报告不能对应，无法溯源；

现场发现样品没有按标准要求制备，且没有记录；NO.ZL2019(W)0057

报告中过氧化值检测所用硫代硫酸钠标准滴定溶液没有配置记录；

现场发现岛津液相色谱状态异常，检验人员还在检测样品；

NO.ZL2019(W)0119检测项目铅、砷检测结果不合格，原始记录没有

第一项责令整改3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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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称 存在问题 检查结论

复测记录；NO.ZL2019(W)0407、NO.ZL2019(W)0213等报告中有分包

项目，报告中没有分包方信息标识；

申请注销的检验检测机构

1 陕西香辛料检验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该机构2018年09月20日取得资质认定证书，自2019年4月起因

企业经营原因导致人员流失，目前该机构仅有技术负责人兼授权签

字人邹静和理化检验员孙春侠两名技术人员在岗，不具备与其从事

检验检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该公司已申

请注销。

申请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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