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4号

关于 CNAs TOs94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⒄ “
个体识别 (血斑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 ,

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 DNA个体识别。共 81个实验室

参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BA0022、

11BA0031、 11BA0046、 11BA0056和 11BA0077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

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码为 11BA0065的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结

果。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l、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耒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l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各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茌、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5号

关于 CNAs TO595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窒 :

由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 ,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95“ 亲权鉴定 (血 斑 )”

能力验证计划 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 ,

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 ,计划结果报告 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 品进行 DNA亲 权鉴定。共 117个 实验

室参 加 了本 次 计 划 ,每 个 实 验 室被 赋 予 一 个 代 码 。代 码 为

llBB0005、  11BB0007、  11BB0018、 11BB0024、 11BB0027、 11BB0029、

llBB0030、  11BB0032、  11BB0035、 11BB0038、 11BB00茌 3、 11BB00茌 4、

11BB0048、  11BB0063、  11BB0064、 11BB0066、 11BB0071、 11BB0072、

llBB0076、  11BB0079、  11BB0081、 11BB0091、 11BB0095、  11BB0096、

11BB0098、 11BB0107、 11BBO110、 11BB0115、 11BBOl16和  llBB0117

的 实 验 室 的 结 果 中 出现 了不 满 意 结 果 。代 码 为 11BB0004、

11BB0089、 11BB0092和 11BB0094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结果。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l、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果为
“
通过

”)的 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 ,对 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㈨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茌、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抄送: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能力验证业务专用皂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6号

关于 CNAs TO596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96“ 尿液中常见毒 (药 )

物测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

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

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鉴定尿液样品中常见毒 (药 )物 :吗啡和可待

因。共 55个实验室参加 了本次计划 ,每 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

代码为 11AA0002、 11AA0012、 11AA0013、 11AA0015、 11AA0021、

11AA0022、 11AA0032、  11AA0037、 11AA0039、 11AA00在 4、 11AA0047、

11AA0050、 11AA0052和 11AA0055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

意结果。代码为 11AA0003、 11AA000钅 、11AA0008、 11AA0009、

llAA0010、 11AA0016、  11AA0020、 11AA0026、 11AA0027、 11AA0028、

11AA003茌 、11AA0035、 11AA0038和 11AA00在 2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

反馈结果。代码为 11AA0012、 11AAOO13、 11AA0015、 11AA0032、

11AA0037、 11AA0050和 11AA0055的 实验室由于非技术原因,对
其结果不予评价,对代码为 11AA0037的 实验室,CNAs将另行处

理。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 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
l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 目的证书或报告 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2

鬣犁凳
蕾麴盱譬
能力验讧业务专用章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7号

关于 GNAs TO597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 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 ,司 法部 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 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97“ 血液 中乙醇含量测

定
”
能力验证计划 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通知发送你处 ,

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 ,计划结果报告 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测定血液样 品中乙醇的含量。共 159个实验室

参加 了本次计划 ,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AB0009、

11AB0011、  11AB001茌 、 llAB0024、 11AB0o27、 11AB0045、  11AB00茌 6、

11AB00茌 8、 11AB0050、  11AB0057、 11AB0064、 11AB0065、 11AB0067、

11AB0069、 11AB0071、 11AB0076、 11AB0079、 11AB0089、 11AB0092、

11AB0093、 11AB0095、 11AB0115、 11ABO123、 11AB0125、 11AB0126、

11AB0128、 11AB0130、  11AB013迮 、 11AB0136、 11AB0138、  11AB01茌 2、

11AB01茌 5、 11AB0152和 11AB0157的 实验室的结果 中出现 了不满

意结果 。代码 为 11AB0019、 11AB0049、 11AB0075、 1lAB0091、

11ABO102、 11ABO104、 11AB0106、 11AB0116、 11ABO119、 11AB012茌 、

11AB0131、 11AB0143和 11ABOl茌 4的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结果。

代码为 llAB0057的 实验室由于所使用检测方法不在本次能力验

证计划范围内,故结果不予评价。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l、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
1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 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2

謦呷曦
黻 攮
盥力验证业务专晟章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8号

关于 CNAs TO598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98“ 法医病理学死亡原

因和死亡方式鉴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

理的通知发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

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死亡原因和死亡方式鉴定。共

261个实验室参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

租弓为 11P0005、  11P0021、  11P0037、 11P0053、  11P0056、  11P0057、

11P0062、 11P006茌 、11P0078、 11P0084、 11P0088、 11P0093、 11P0099、

11P010在 、11P0114、 11P0115、 11P0132、 11PO135、 11P0138、 11P0152、

11P0159、 11PO186、 11P0190、 11P0192、 11P0202、 11P0203、 11PO211、

11P021茌 、11P0225、 llP0234和 11P0248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

了不满意结果。代码为 11P00茌 3、 11P00姒 、11P0090、 11P0134、

11P0139、  11PO M9、  11P0183、  11P0224和 11P0238的实验室报名

但未反馈结果。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 目的证书或报告 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 ,对 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9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㈨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19号

关于 CNAs TOs99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599“ 法医临床学伤残程

度鉴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

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

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伤残程度鉴定。共 695个实验

室参加 了本次计划 ,每 个实验 室被赋予一个代码 。代码 为

llCA0002、

11CA0065、

11CA010茌 、

11CA0145、

11CA0163、

11CA0201、

11CA0231、

11CA0327、

llCA0358、

11CA040茌 、

11CA0429、

llCA0460、

11CA0497、

11CA0533、

llCA058茌 、

11CA0005、

11CA0068、

11CA0109、

11CA0147、

11CAO164、

11CA0205、

11CA0270、

11CA0329、

11CA0363、

llCA0茌 15、

11CA0431、

11CA0467、

11CA0501、

11CA0549、

11CA0592、

11CA0035、

11CA0069、

11CA0113、

11CA01荃 9、

11CA0166、

11CA0209、

11CA0273、

11CA0339、

11CA0382、

11CA0418、

11CA0432、

llCA0486、

11CA050茌 、

11CA0553、

11CA0593、

11CA0044、

11CA0074、

11CAO137、

11CA0154、

11CA0170、

11CA0216、

11CA0285、

11CA03碴 3、

11CA0384、

11CA0茌 19、

llCA0433、

11CA0茌 87、

11CA0517、

llCA0554、

11CA0594、

11CA0057、

11CA0084、

llCA0138、

11CA0158、

11CA0171、

11CA0218、

11CA0321、

11CA0345、

11CA0385、

11CA0茌 23、

11CA0450、

11CA0碴 89、

11CA0522、

11CA0559、

11CA0623、

11CA0064、

11CA0101、

11CA0139、

11CA0160、

11CA0196、

11CA0224、

11CA0323、

llCA0351、

11CA0395、

11CA0428、

11CA0451、

11CA0493、

11CA0526、

11CA0568、

11CA062在 、



11CA0625、  llCA0637、  11CA0639、 11CA06茌 2、 11CA0649、 llCA0653、

11CA0655、  11CA0656、  11CA0657、 llCA0660、 11CA0662、 11CA0673、

11CA0678、 11CA0684、 11CA0685、 11CA0687和 11CA0689的 实 验

室的结果 中出现 了不 满 意结果 。代码 为 11CA0045、 11CA0049、

11CA0088、  11CA0119、  11CAOl48、 11CA0182、 11CA018茌 、 11CA0186、

11CA0203、  11CA03茌 2、 11CAO389、 11CA0393、 11CA0411、 11CA0412、

11CA0茌 38、 11CA04茌 6、 llCA0459、 11CA0473、 11CA0477、 llCA0479、

11CA0502、  11CA0534、 llCA0548、 11CA0566、 11CA0567、 llCA0571、

11CA0578、 11CA0582、 11CA0646、 11CA0669、 11CA0671 f。  11CA0679

的实验 室报名但未反馈答题 。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0的 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各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饪、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90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抄送 :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笋力寸i业务专晟蓑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0号

关于 GNAs TO600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0“ 法医临床学损伤程

度鉴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

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

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损伤程度鉴定。共 633个实验

室参加了本次计划 ,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CB0004、

11CB0008、

11CB0034、

11CB0073、

11CBO104、

llCB0116、

llCB0143、

11CB0155、

11CBO172、

11CBO190、

11CB0220、

11CB0244、

llCB0285、

11CB0313、

11CB0337、

11CB0375、

llCB0400、

llCB0439、

11CB0009、

11CB0038、

11CB0077、

11CBO106、

11CB0119、

11CB0145、

11CB0157、

11CBO174、

11CBO193、

11CB0221、

11CB0247、

11CB0287、

11CB0323、

11CB0341、

11CB0376、

llCB0403、

11CB0440、

11CB0012、

11CB0056、

11CB0080、

11CB0107、

11CB0124、

11CB0146、

11CBO158、

11CBO180、

11CBO194、

11CB0224、

11CB0261、

11CB0295、

11CB0327、

11CB0343、

11CB0377、

11CB041碴 、

11CB04钅 1、

11CB0014、

llCB0065、

11CB0086、

11CB0111、

11CBO129、

11CB0147、

llCBO159、

llCB0182、

llCB0198、

11CB0227、

11CB0263、

11CB0300、

llCB0328、

llCB0348、

11CB0381、

11CB0416、

11CB0442、

11CB0015、

11CB0067、

11CB0092、

llCB0112、

11CB0130、

11CBOl49、

11CBO161、

11CBO185、

11CB0201、

llCB0231、

11CB0267、

11CB0302、

11CB0330、

llCB0350、

11CB0383、

11CB0茌 17、

11CB0443、

11CB0025、

11CB0068、

11CB0099、

11CB0113、

11CBO135、

11CB0151、

11CB0162、

11CB0187、

11CB0204、

11CB0234、

11CB0273、

11CB0308、

11CB0331、

11CB0355、

11CB0384、

11CB0433、

11CB0449、

llCB0027、

11CB0069、

11CB0100、

11CBOl15、

11CBO138、

llCB0154、

11CB0164、

11CB0188、

11CB0209、

11CB0236、

11CB0274、

11CB0309、

11CB0332、

11CB0369、

llCB0396、

11CB0434、

11CB0451、



llCB0452、 11CB0453、

llCB0474、 11CB0475、

11CB0494、 11CB0499、

llCB0508、 llCB0509、

11CB0526、 llCB0527、

11CB0551、 11CB0552、

11CB0559、 11CB0560、

llCB0579、 11CB0584、

11CB0601、 llCB0603、

f●  11CB0638 自勺实

11CB0018、 11CB0048、

11CB028茌 、11CB0338、

11CB0432、 llCB0467、

11CB0454、

11CB0477、

11CB0503、

11CB0511、

11CB0533、

11CB0553、

11CB056碴、

11CB0585、

11CB0604、

验 室 的 结

11CB0091、

11CB0342、

11CB0482、

11CB0461、 11CB0463、 11CB0465、 llCB0466、

llCB0480、 11CB0481、 11CB0486、 llCB0488、

11CB0504、 11CBO505、 11CB0506、 11CB0507、

11CB0514、 11CB0523、 11CB0524、 11CB0525、

llCB0535、 11CB0538、 11CB0542、 llCB0545、

11CB0555、 11CB0556、 11CB0557、 llCB0558、

11CB0566、 11CB0567、 11CB0574、 llCB0577、

11CB0591、 11CB0592、 11CB0594、 llCB0598、

11CB0611、 11CB0613、 11CB0627、 llCB0636

题

定

ll∞ 0578、 11CB0583、 ⒒C【l0608和 11CIl0616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答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 ,CNAS作 出如下决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平 。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可

标

并

期

从

行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目已获 CNAS认

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能力认可资格。 报的内 要包括:实验室自

标识的时间,采 纠正措 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可标识的时间等

主

及

实

容

施

通

取

概式、恢复使用

查

应

可

认

检

要信

果 中出现 了不满 意结果 。代码 为

11CBO195、

11CB0366、

llCB0497、

11CB0197、

11CB0392、

11CB0500、

11CB0199、

11CB0408、

llCB0513、

llCB0275、

11CB0422、

11CB0530、

录以备评审组

息。 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茌、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抄送 :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髫锟
彗喇酽
能力唰务专晟芎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1号

关于 GNAs TO601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1“ 法医精神病学行为

能力评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发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

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法医精神病学行为能力评定。

共 129个 实验室参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

代石马丿勺 11M0023、 11M0028、 11M0039、 11M00在 6、 11M0055、 11M0059、

11M0072、  11M0073、  11M0103、  11M0107、  11M0110、  11M0117 和

11M0127的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码为 11M0011、

11M0020(11M0069、 11M0092、 11MO114和 11M0120的 实验室报名

但未反馈答题。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 ,对 逾
1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 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各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茌、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鬣h锇蝴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2号

关于 GNAs TO602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2“ 图像真实性鉴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 ,

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杌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图像真实性鉴定。共 27个实验

室参加了本次计划 ,每 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Ⅴ 0009、

11Ⅴ0016和 11Ⅴ0019的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码

为 11V0006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答题。

代码为 11V0009、 11Ⅴ0016和 11Ⅴ0019的实验室由于非技术原

因,对其结果不予评价。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 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1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3号

关于 CNAs TO603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3“ 电子数据的分析与

鉴定 (恶 意代码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

的通知发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

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电子数据的分析与鉴定。共 38

个实验室参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DE0001、 11DE0004、  11DE0005、 11DE0025、 11DE0026、 11DE0028、

11DE0030和 11DE0032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

码为 11DE0021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答题。

代码为 11DE0004和 11DE0025的 实验室由于非技术原因,对

其结果不予评价,对代码为 11DE0004的 实验室,CNAS将另行处

理。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决

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果为

“
通过

”)的 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 目的证书或报告 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1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 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
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4号

关于 CNAs T0604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4“ 指印鉴定
”

能力验

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请各有

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指印鉴定。共 72个实验室参加

了本次计划 ,每 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F0001、

llF0004、 11F0013、 11F0016、 11F0025、 11F0036、 11F0046、 11F0048、

11F0051和 11F0058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码

为 llF0039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答题。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l、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1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各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可 ,

也须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 日

抄送 :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髫丨蟛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5号

关于 CNAs T0605能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5“ 笔迹鉴定
”

能力验

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请各有

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笔迹鉴定。共 127个 实验室参

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DA0036、

11DA0037、  11DA0040、  11DA0062、 11DA0066、 llDA0072、 11DA0073、

11DA0103和 11DAO112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

码为 11DA0049、 11DA0075、 11DA0095和 11DA0105的 实验室报名

但未反馈答题。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NAs作 出如下

决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l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 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20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十一日

抄送 :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D011]326号

关于 GNAs TO606能 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织,司 法部

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6“ 印刷文件

鉴定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发送你处,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

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印刷文件鉴定。共 93个实

验室参加了本次计划,每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DB0005、  11DB0009、  11DB0011、  11DB0012、  11DB0016、

11DB0018、  11DB0019、  11DB0028、  11DB0031、  11DB0046、

11DB0047、  11DB0050、  11DB0058、  11DB0063、  llDB0082 和

11DB0090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 了不满意结果。代码为

11DB0003、  11DB0034、  11DB0067和  11DB0068 自勺今冬母佥垄鲞报
'色

但未反馈答题。

根据 CNAS能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CMS作 出

如下决定 :

l、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

测水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果为
“
通过

”)的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目已获



CNAS认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并将整改结果于20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

能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视其

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

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

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

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录以各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

准所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

需尽快自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⒛12

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

果的实验室,CNTAS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目为非认可项目的实验室,

CNAs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可,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

相应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铀
验证嶙专用彭

十一日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抄送 :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1]327号

关于 CNAs TO607能 力验证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

各有关实验室 :

由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组 织,司 法部司法

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负责实施的 CNAS T0607“ 纤维成分比对检验
”

能力验证计划已经完成。现将本计划结果处理的通知发送你处 ,

请各有关实验室遵照执行,计划结果报告由实施机构发送你处。

本次计划要求对待检样品进行纤维成分比对检验。共 32个实

验室参加 了本次计划 ,每 个实验室被赋予一个代码。代码为

11E0027的 实验室的结果中出现了不满意结果。代码为 11E0018

和 11EO033的 实验室报名但未反馈答题。

根据 CNAs能 力验证的政策和本次计划结果 ,CNAs作 出如下决

定 :

1、 对结果满意的实验室,希望继续保持并进一步提高检测水

平。

2、 对结果有问题 (结 果为
“
通过

”)的 实验室,建议其 自行

开展纠正或预防措施。

3、 对结果不满意的实验室,如 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已获 CNAS认

可,要 求实验室相应项目的证书或报告 自行暂停使用 CNAs的 认可

标识,开展整改活动。纠正措施和验证活动应在 180天 内完成 ,

并将整改结果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通报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

期未通报整改结果的实验室,CNAs将 视其为未按期开展纠正措施 ,

从而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实验室自

行暂停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采取纠正措施及其有效性的验证方
l



式、恢复使用认可标识的时间等概要信息。实验室要保存上述记

录以备评审组检查。

如果实验室的结果虽不满意,但仍符合认可项目依据标准所

规定的判定要求,实验室可不暂停使用认可标识,但仍需尽快自

查偏离较大的原因,并将 自行确认情况说明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报告 CNAS能 力验证处。对逾期未通报确认结果的实验室,CNAs

将撤销其相应能力认可资格。

4、 对出现不满意结果的项 目为非认可项 目的实验室,cNAs
建议其自行开展纠正措施。如不满意结果的项目拟申请 CNAS认 可 ,

也须于 ⒛12年 6月 30日 前将整改报告和可维持相应能力的证明

材料提交至 CNAs能 力验证处。

特此通知。

二零 一 日

抄送 : 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

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