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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共同提出，由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中实诚信信用评价江西有限公司、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宜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赣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吉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九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抚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计量协

会、江西省计量测试学会、江西卫生职业学院、江西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涛、朱巧力、陈清凤、李峰、陈卫军、郭新峰、李雨田、吴嘉辉、刘涛、蒙

肇芸、宋建群、马冰峰、胡志华、肖熳、毛炜翔、詹志炜、蔡琍、李以丰、张金燕、黄瑞发、钟斌、朱

明、胡九根、徐科、胡晓云、魏剑辉、姚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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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进一步简政放权、优化检验检测市场营商环境，完善制度，提高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审批效率，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2019年10月24日发布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实施办法（试行）》，自

2019年12月1日起在自贸区施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度。2020年9月10日发布的《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深化商事制度改革进一步为企业松绑减负激发企业活力的通知》（国办发〔2020〕29号）以及

2021年6月《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深化“证照分离”改革 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实施

方案的通知》（赣府发〔2021〕14号）等文件都提出了实行告知承诺的要求。为贯彻落实“放管服”改

革、“证照分离”改革和“一照含证”改革要求，优化政务服务，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更好地实施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满足市场需求，促进高质量发展，结合江西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文件。 

本文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

认可条例》《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结合《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实施办法（试行）》、评审准则以及有关标准要求，细化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部

门应向申请机构告知的内容和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应承诺的内容，规定了核查

内容、核查方法及核查结论等内容，为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核查提供了工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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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核查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核查的术语和定义、总则、告知内容、承诺内容、核

查内容、核查方法和核查结论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委托的部门（以下统称“资质认定部门”）、机构等依据职能

对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后续核查监督、信用（诚信）档案管理等事中、事

后相关监管工作。检验检测机构可依据本文件履行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组织内部核查、自查自纠。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1880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基本要求 

GB/T 35770  合规管理体系 指南 

GB/T 36308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评价规范 

GB/T 39663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报告编制规范 

T/CAQI 157  检验检测机构合规性评价指南 

T/CAQI 158  检验检测机构诚信度测评指南 

T/CAQI 171  检验检测机构风险管理规范 

T/CAQI 176  检验检测机构履行告知承诺内部核查指南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163号）（2021年修正）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39号）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实施办法（试行）（国市监检测〔2019〕206号附件） 

3 术语和定义 

GB/T 31880、GB/T 35770和GB/T 3630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检验检测机构  Inspection and testing institutions 

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和专业技能，对产品

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专业技术组织。 

3.2  

资质认定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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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认定部门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对向社会出具具有证明作用的数据、结果的检验检测

机构的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符合法定要求实施的评价许可。 

3.3  

告知承诺  Notification and commitment 

检验检测机构提出资质认定申请，资质认定部门一次性告知其所需资质认定条件和要求以及相关材

料，检验检测机构以书面形式承诺其符合法定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由资质认定部门作出资质认定决定

的方式。 

注：检验检测机构首次申请资质认定、申请延续资质认定证书有效期、增加检验检测项目、检验检测场所变更时，

可以选择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相应资质认定。特殊食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除外。 

3.4  

核查  Verification 

验证检验检测机构在履行或实施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过程中承诺内容的真实性、承诺与行为的一致

性，以及其检验检测活动合规性的一种评价活动，分为内部核查和现场核查。 

注1：内部核查是检验检测机构自行组织或委托专业诚信评价机构组织的评价活动。 

注2：现场核查是资质认定部门作出资质认定决定后，组织现场核查组按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有

关技术评审管理的规定以及评审准则的相关要求，开展的后续核查监督工作，是对机构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

行现场评价和判定的活动。 

3.5  

现场核查组  On-site verification team  

为验证检验检测机构在履行或实施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制过程中承诺内容的真实性、承诺与行为的一

致性，以及其检验检测活动合规性组成的一组现场核查人员。 

注：现场核查组由资质认定部门监管人员、2名以上资质认定评审员组成或由资质认定部门监管人员、资质认定评

审员、告知承诺核查员各1名以上组成，应确定1名组长。 

3.6  

诚信  Integrity 

个人和（或）组织诚实守信的行为与规范，包括在从业活动中承诺与行为的一致性。 

3.7  

诚信度  Integrity degree 

个人和（或）组织承诺兑现的程度，可通过分值评价。 

注：鼓励检验检测机构自行或委托专业诚信评价机构进行诚信评价。 

3.8  

诚信等级  Integrity level 

诚信等级是诚信度的综合评价，从高到低分为A、B、C、D四个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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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则 

4.1 检验检测机构应结合本文件及本机构特点，持续不断地识别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评审

准则、规范性文件、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要求，诚信守法，自觉履行告知承诺责任，组织内部核查、

自查自纠。 

4.2 诚信核查除包含诚信、诚信度的核查外，还应包含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全面性、资料的齐全

性等影响诚信度情形的核查。非主观录入性错误能及时纠正，不属于不诚信行为。 

4.3 资质认定部门对以告知承诺方式取得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发生的违法行为，应依法依规予以

处理。 

5 告知内容 

对实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的事项，资质认定部门应向申请机构告知下列内容： 

a) 资质认定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b) 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 

c) 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d) 申请机构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法律后果； 

e) 资质认定部门认为应告知的其他内容。 

6 承诺内容 

以告知承诺方式申请资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应对下列内容作出承诺： 

a) 所填写的相关信息真实、准确； 

b) 已经知悉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c) 本机构能够符合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并按照规定接受后续核查； 

d) 本机构能够提交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e) 愿意承担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所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f) 所作承诺是本机构的真实意思表示。 

7 核查内容 

7.1 诚信核查 

7.1.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 

7.1.2 书面（纸质）材料与提交至审批系统的材料内容、信息一致。 

7.1.3 授权委托书信息真实、准确（适用委托他人代办）。 

7.1.4 检验检测机构能够提供申请时提交给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 

7.1.5 检验检测机构所作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 

7.1.6 检验检测机构按照《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规定进行声明和报告（适用时）。 

注：检验检测机构可参照GB/T 31880、GB/T 39663进行诚信声明和报告。 

7.2 知悉情况核查 

7.2.1 资质认定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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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含有特殊领域的要求）。 

7.2.3 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7.2.4 申请机构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法律后果。 

7.2.5 资质认定部门认为应告知的其他内容。 

7.3 符合性核查 

7.3.1 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3.2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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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3 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检测要求。 

7.3.4 具备从事检验检测活动所必需的检验检测设备设施。 

7.3.5 具有并有效运行保证其检验检测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管理体系。 

7.3.6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标准、技术规范规定的特殊要求。 

7.4 合规性核查 

7.4.1 否决项 

7.4.1.1 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 

7.4.1.2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认定。 

7.4.1.3 在申请资质认定时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有关情况。 

7.4.1.4 检验检测机构无合法的法律地位。 

7.4.1.5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注：存在否决项的，现场核查结论应判定为不符合，资质认定证书（含能力附表）应依法进行撤销。  

7.4.2 严重不符合项 

7.4.2.1 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人员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 

7.4.2.2 检验检测机构人员严重不足。 

7.4.2.3 检验检测机构场所与检验检测要求严重不满足。 

7.4.2.4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体系严重失控。 

7.4.2.5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注：存在严重不符合项的，应依情形对资质认定证书、相应资质认定事项依法进行撤销或办理变更。 

8 核查方法 

8.1 资质认定部门作出资质认定决定后，现场核查组（人员）应在 3个月内按照本文件以及《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有关技术评审管理的规定、评审准则、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规定、要求进

行现场核查。对于机构首次申请或者检验检测项目涉及强制性标准、技术规范的，应当及时进行现场核

查。本文件附录 A、附录 B、附录 C可分别替代评审报告中的“评审结论”、“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项汇

总表”、“整改完成记录、评审组长确认意见”。 

8.2 现场核查结束后 1个工作日内现场核查组（人员）应出具现场核查结论（详见附录 A）；现场核

查结论基本符合的，当场填写整改项（详见附录 B），现场核查组（人员）自收到整改报告之日起，应

在 5 个工作日内，通过文件查阅、现场复核、远程视频等方式，进行确认（详见附录 C）并出具核查结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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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检验检测机构可依据《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实施办法（试行）》及本文件，并参照 GB/T 

31880、GB/T 35770、GB/T 36308、GB/T 39663、T/CAQI 157、T/CAQI 158、T/CAQI 171、T/CAQI 176

等标准，自行或委托第三方机构组织开展内部核查。 

9 核查结论 

现场核查组（人员）应在规定时限内出具现场核查结论，并对其承担的检查工作和核查结论的真实

性、符合性负责，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现场核查结论及相应诚信等级如下： 

a) 符合。诚信等级可定为 A级或 B级； 

b) 基本符合。诚信等级可定为 B级或 C级； 

c) 不符合。诚信等级应定为 C级或 D级。 

注1：现场核查结论为不符合或诚信等级为 D 级的，该检验检测机构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资质认定方式。 

注2：检验检测机构承诺参数现场考核不通过数量≥20 个或不通过参数数量占承诺参数总数量比例≥15%的，诚信等

级应定为 C 级或 D 级。 

注3：现场核查结论为基本符合，经整改确认后核查结论为符合的，诚信等级不得定为 A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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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核查记录 

A.1 核查记录表 

核查记录表见表A.1。 

表A.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核查记录表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检验检测机构地址： 

条款

号 
核查项目 核查内容 核查情况 

7.1 诚信核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7.1.1 申请书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申请书所填写的信息真实、准确。包括申请书封面、概况、申请类型、申请资质认定的专业类别、检验检测机构资

源、附表、随《申请书》提交的附件等所填信息。 
   

7.1.2 书面（纸质）材料 书面（纸质）材料与提交至审批系统的材料内容、信息一致。    

7.1.3 授权委托书（适用时）授权委托书信息真实、准确（适用委托他人代办），与实际相一致。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姓名、身份证信息等真实、准确。    

7.1.4 相关材料 
检验检测机构能够提供申请时提交给资质认定部门告知的相关材料。典型检测报告信息完整、符合评审准则的规定；法律地位证明文件、

固定场所文件、授权签字人的相关信息、材料符合相关规定（7.1.1 已核查的内容可不重复核查）。 
   

7.1.5 承诺情况 检验检测机构所作承诺是其真实意思表示，符合规定的格式、内容和要求，已留档保存。    

7.1.6 声明和报告情况 

检验检测机构应在其官方网站或者以其他公开方式对其遵守法定要求、独立公正从业、履行社会责任、严守诚实信用等情况进行自我声明，

并对声明内容的真实性、全面性、准确性负责。检验检测机构（首次除外）应向资质认定部门报告持续符合相应条件和要求、遵守从业规

范、开展检验检测活动以及统计数据等信息。 

   

7.2 知悉情况核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7.2.1 法规条款 知悉资质认定事项所依据的主要法律、法规、规章的名称和相关条款。    

7.2.2 条件和技术能力 知悉检验检测机构应具备的条件和技术能力要求（含有特殊领域的要求）。    

7.2.3 相关材料 知悉需要提交的相关材料。    

7.2.4 法律后果 知悉申请机构作出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的法律后果。    

7.2.5 其他内容 知悉资质认定部门认为应告知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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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核查记录表（续） 

7.3 符合性核查 符合 基本符合 不符合 

7.3.1法律地位 依法成立并能够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7.3.2人员 具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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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2场所环境 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工作环境满足检验检测要求。    

7.3.4设备设施 具备从事检验检测活动所必需的检验检测设备设施。    

7.3.5管理体系 具有并有效运行保证其检验检测活动独立、公正、科学、诚信的管理体系。    

7.3.6其他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或者标准、技术规范规定的特殊要求。    

7.4 合规性核查 不存在 存在 

7.4.1.1 虚假承诺或者承诺内容严重不实。   

7.4.1.2 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资质认定。   

7.4.1.3 在申请资质认定时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有关情况。   

7.4.1.4 检验检测机构无合法的法律地位。   

7.4.1否决项 

7.4.1.5 严重违法违规行为。   

7.4.2.1 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的人员同时在两个以上检验检测机构从业。   

7.4.2.2 检验检测机构人员严重不足。   

7.4.2.3 检验检测机构场所与检验检测要求严重不满足。   

7.4.2.4 检验检测机构管理体系严重失控。   

7.4.2严重不符合项 

7.4.2.5 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注1：每项的核查情况进行划“√”选择；基本符合、不符合的具体事实在附录 B 予以说明，多场所时应写明场所地址。 

注2：存在否决项，现场核查结论应判定为不符合，资质认定证书（含能力附表）应依法进行撤销。 

注3：存在严重不符合项，资质认定证书或者相应资质认定事项应依法进行撤销或办理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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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核查结论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告知承诺现场核查结论 

a) 机构名称： 

b)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号： 

c) 实验室地址（多场所应填写多个地址）： 

d) 本次现场核查结论为：  

 a）符合。该机构       年       月       日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含能力附表）有效。 

 b）基本符合。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项详见附录B，整改期间相应项目/参数不得对外出具有证明作用的检验检测报告。 

 c）不符合。该检验检测机构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资质认定方式。该机构        年        月        日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 

书（含能力附表）无效，基于该次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对外出具的相关检验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并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以下项目/参数应依法办理撤销或变更（多场所应写明实验室地址,较多时可另附页）：                                                               

                                                                                                                                              

                                                                                                                                              

   以下对外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并由该机构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应写明相应检验检测报告的名称、编号、 

日期、委托方信息等，较多时可另附页）：                                                                                                            

   其他需说明事项：                                                                                                                           

                                                                                                               

   检验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适用时）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现场核查组（人员）（签名）：  时间：    年    月    日 

注1：应在相应结论前的“□”内划“√”。 

注2：现场核查组（人员）应在规定时限内出具现场核查结论，并对其承担的检查工作和核查结论的真实性、符合性负责，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注3：现场核查时附录 A 可替代评审报告“评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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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项汇总表 

表 B.1 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项汇总表 

检验检测机构名称： 
实验室地址：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号： 

序号 条款号 观察发现 基本符合 不符合 备注 

      

      

      

      

      

      

      

整改期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逾期未完成整改或者整改仍不符合要求的，相应项目/参数应

判定不合格，并依法办理撤销或变更。 

 

检验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适用时）签名：           日期：             

现场核查组（人员）签名：                                   日期：               

注1：在相应判定栏内划√；如无对应条款号可不填写。 

注2：“观察发现”应对基本符合和不符合的具体事实予以说明。 

注3：现场核查时附录 B 可替代评审报告“基本符合和不符合项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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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整改完成记录、现场核查结论确认意见表 

表 C.1 整改完成记录、现场核查结论确认意见表 

序号 完成整改情况 

  

  

  

 

 

            年      月      日，经现场核查组（人员）以文件查阅、现场复核、远程视频、其他         方

式进行确认，现场核查结论为： 

    符合，该检验检测机构        年     月      日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有效、能

力附表全部/部分有效。（能力附表部分有效时，应写明能力附表以“建议批准的检验检测能力表”为准） 

    不符合，该检验检测机构        年     月      日通过告知承诺方式取得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含能

力附表）无效。基于该次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对外出具的相关检验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并承担因此引

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以下项目/参数应依法办理撤销或变更（多场所应写明实验室地址,较多时可另附页）：   

                                                                               

    以下对外出具的检验检测报告不具有证明作用，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并由该机构承担因此引发的相应法律责任。

（应写明相应检验检测报告的名称、编号、日期、委托方信息等，较多时可另附页）：                                                      

                                                                                

 

检验检测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被授权人（适用时）签名：          日期： 

 

 

现场核查组（人员）签名：                                  日期： 

 

注1：序号应与附录B对应。 

注2：应在相应结论、内容前的“□”内划“√”；“√”选其他时，应写明具体方式。 

注3：现场核查时附录C可替代评审报告“整改完成记录、评审组长确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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