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 西 壮 族 自治 区

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文件
桂建发 〔20I8〕 6号

自治区住房城 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质量
检测机构异地试验室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 乡建设委 (局 ):

为规范我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行为,维 护检测市场秩序,保
障建设工程质量,依 据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建 设部令
第 141号 ,以 下简称 《检测管理办法》)《 广酉壮族自治区建设工
⒛13〕 H号 ,以 下简称 《检测管
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桂 建管 〔
理规定》)和 《关于推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实施建筑市场诚信
⒛15〕 叨 号,以 下简称 《诚信卡管理通
卡管理的通知》(桂 建管 〔
知》)等 文件规定,现 就加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异地试验室(以

“
下简称 异地试验 室”)管 理 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异地试验室是指依法取得 自治 区隹房城 乡建设厅颁发 的

见证取样项 目的试验室。不从事具体检测 工作仅承接 业务 的业务
接待处或办事处 ,以 及为 了做好服务 工作在 同一城市规划 区内其
他地址设立 的多场所试验室 ,不 属于异地试验室。
二 、检测机构应建 立完善的管理 制度及质量控制措施加强对
其异地试验室的管理 ,管 理体 系应覆盖其所有的异地试验 室。 异
地试验室应保存检测机构资质证 书 、资质认定复 印件、本异地试
验室设置文件、人员任命文件 ,同 时还 需在 当地保存涉及本异地
试验室的质量体系运行资料及检测报告档案。
三、异地试验室需通过计量认 证 ,其 检测操作人员及设各 与
检测机构本部均不得 共用 ,同 时应按检测机构本部资质 开展检测
工作。异地试验室不能开展超越其计量认 证证 书范围的项 目检测。
四、根据“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建筑市场规则 ,结 合检测
工作特点 ,从 事地基基础、主体结构、钢结构、建筑幕墙 、室 内
环境、建筑物附属设备安装等专项检测的检测机构 ,可 在 全 区范
围内开展检测 业务 ,可 以不设 立专 门的异地试验 室。从事见证 取
样检测项 目的检测机构或其异地试验室 ,原 则上不得跨 区域 (市 、
县 )开 展检测业务。
五 、异地试验室开展检测 业务 之前 ,应 按 照 《诚信卡管理通
知 》要求办理诚信库入库 ,领 取诚信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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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 的,检 测场地、检测人员、仪器设备相对 固定 的 ,从 事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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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质量检测资质证 书的检测机构在异地 (非 工 商注册地 )长 期

六、异地试验室应在 当地设 立机构负责人、技术 负责人、质
量 负责人、检测人 员等 岗位 ,且 仅允许在该异地试验室从 业。异
地试验室的仪器设备仅允许在该异地试验 室使用。
七、异地试验室应严格按 照规范标准要求开展 工程质量检测

,

严格遵守 《检测管理 办法 》和 《检 测管理 规定 》
,自 觉接受 自治 区
住房城 乡建设厅 和 工 程所在地住房城 乡建设 主 管部 门的监督 管
理。
八、异地试验室须符合其总部信息管理的各项要求 ,按 照 《广
西壮族 自治 区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信息管理办法 》(桂 建质 〔⒛ 15〕
⒛ 号 )建 立检测信息管理 系统 ,并 按规定 向广西建设工程检测监
管信息系统上传检测信息。
九、异地试验 室计量认 证 、设备及人 员等信息发生变更的

,

应及 时在广西建设 工程检测监管信息系统 重新登记 并办理诫信 库
信息变更 ,变 更后的人 员、设各必须符合资质条件要求。检测机
构对登记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十、异地试验 室在 主管部 门开展的 日常监督检查 中被发现存
在 问题的 ,由 主管部 门依据相关法律 法规对检测机构予以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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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检测机构异地试验室管理工作的

通知 》政策解读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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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加强建设工程

一 、出台背景
当前我 区建设 工程质量检测行 业迅猛发展 ,检 测机构特别是
异地试验室数量逐年 增加 ,市 场竞争 日趋激烈。截 至 目前 ,我 区
共有 刀2家 检测机构 ,其 中异地试验室有 87家 ,占 比为 32%。
通过与总部共享技术人员和试验设备等资源 ,异 地试验室仅
通过计量认证 即可快速成 立和开展业务。然而 ,从 近几年 主管部
门的监督检查 中发现 ,异 地试验室成立 以后 ,普 遍存在 常驻技术
人员数量不足、素质偏低、管理不善等问题 ,总 部对其异地试验
室的管理逐 渐失控。
为明确异地试验室的建 立标准、提高异地试验 室的人 员素质
和管理水平、落实检测机构总部的管理责任 ,我 厅启动 了本通知
的起草工作。
二 、出台依据
(一

)《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 (暂 行 )λ

(二

)《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

(三

)《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规定》

(四

×关于推动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实施建筑市场诫信卡

;

;

管理的通知》
;

~

(五

)《

广酉壮族 自治区建 设工 程质量检测信`憝 管理办法 》
。

三 、出台目的
(一 )统 一标准。强调异地试验室的独 立性 ,明 确其开展检

测业务所需的人员、设各 等条件必须符合资质要求。
(二 )加 强管理。将异地试验 室纳入广西建设 工 程检测监 管

信息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进 一步落实住房城 乡建设主管部 门的各
项规范性文件要求。
(三 )落 实责任。明确异地试验 室的处罚措施 ,督 促检测机

构加强对其异地试验室的管理 工作 ,落 实检测机构 的主体责任。
四、主要 内容
本通知 主要 内容有十条。第一条 明确 了异地试验 室的定义

;

笫 二条 明确 了检测机构对其异地试验 室的内部管理要 求 ;第 三 、
六条 明确 了异地试验室的人 员、设各和 资质要求 ,强 调人 员和设
各 的独立 性 ;第 四条 明确 了异地试验 室的业务范围 ;第 五 、七、
八 条 明确 了主管部 门对异地试验 室开展检测 工作 的具体要求 ,以
及异地试验室必须遵 守的各项管理规定 ;第 九条明确 了异地试验
室的信 `憝 变更程序 ,通 过信息化手段保 证 异地试验 室各项条件始
终符合资质要求 ;第 十条 明确 了对存在 问题 的异地试验 室的处罚
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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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 :广 西建设 工 程质量安全监督总站。
广西壮族 自治 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办 公室

⒛ 18年 5月 10日 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