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秘书处
认可委秘 (能

)(2019)3号

“
关于 CNAs举 办 能力验证提供者 与标准物质麻 准样
品生产者 内审员培训暨宣贯班 ”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

为满足客 户需 求、支持我 国能力验 证提供者 (PTP)与 标准物质
/标 准样 品生产者

(RMP)的 发展 ,中 国合 格评定 国家认 可委 员会

(CNAs)定 于 2019年 5月 举办 PTP与 RMP内 审员培训 暨宣贯班。
现将有关 事项通知 如 下

:

一、培训 日期
L5'月 22 日:至:5,日
2019兰年
24 日

报到时间:2019年 5月 21日 下午
(不 住宿人 员可在

5月 22日 早晨 08:00到 达培训地 点,并 在会议

室门 口签到。)
二 、培 训地 点
杭州龙禧大酒店
酒店地址 :杭 州市滨江 区江 南大道 3788号

ˉ
∷

电话 总机 :0571一 甾臼 888
孓: 0571-86698669
仲争磋
网址 :http仍 钿ww。 tOOhotel。 ∞m/hliy4xqz/793756 -

三

`培 训 内容

1.PTP和 RMP认 可概论

2.CNAs-cLO3《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 》(IS0/IEC17043)

3.CNAS-cL⒄ 《标准物质/标 准样 品生产者能力认可准则 》(ISO
17034)

4.PT样 品均匀性、稳定性及 能力验证结果统计处理 方法
5.RM数 据处理、均匀性、稳定性和定值
6.内 部审核 指南
7。

PTP和 RMP在 线 申请介 绍

四、培训文件
为厉行节约,培 训不提供 印刷材料。参会人员可在 CNAS网 站
”
(www。 cnas。 Org。 cn)的 “
实验室认可 栏 目下载最新版 相关文件
培训 内容 以此为基础。认可规范文件清单见附件 1。

,

五 、培训报名
1.本 培训班 限额 ⒛0人
2.报 名时间 :即

,每 个机构报名不能超 过 2人 。

日起 至 ⒛ 19年 4月 30日 ,或 额满截止。

3.本 次培训采用 网上报名 ,不 接受其他报名方式。报名地址

:

http∶ //app。 askform。 cn/8c96e3d7-72do-4f43-afba-a80214c665
0a。

aspx?Type=2

4.会 务组将 与报名人 员联 系确认,并 提 供详 细

参会信 `息 、培 训 日

程及 相关 资料 ,届 时请 留意查 收邮件。 已报名,但 因临 时原 因无
法参加培 训 的,需 在 ⒛ 19年 5月 10日 前通知会 务 组 。
亠

/`、

培训费用
本次培训不 收取 培训费用。参 加人 员的差旅及 食宿 费用 自理。

七 、 联 系方式

联 系人 :王 腊 梅
电 话 :010-671o5289(认 可五处 )
传

真 :010-87” 8651

电子 邮件 :wanglm@cnas。 org。 cn

附件 :1。 认可规 范文件清单
2.交 通 路线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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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认可规范文件清单
认可规 则
CNAs-RLo6《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规则》
-、

CNAS-RLo7《 标准物质/标 准样 品生产者认可规则》

二、 认可准则
*CNAS-CL03《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准则》
*CNAS— CLO4《
标准物质/标 准样品生产者能力认可准则》
三、 认可指南
CNAS-GLOo2《 能力验证结果的统计处理和能力评价指南》
CNAS-GLOo3《 能力验证样 品均匀性和稳定性评价指南》
CNAS-GLo11《 实验室和检验机构内部审核指南》
CNAS-GLo12《 实验室和检验机构管理评审指南》
*CNAS-GL017《
标准物质/标 准样品定值的一般原则和统计》
CNAS-GL018《 标准物质/标 准样品生产者能力认可指南》
CNAS— GL019《 能力验证提供者认可指南》

*由 于版
权 问题 ,CNAS将 不再提 供具体 内容 。请参加者从 正规

渠道 自行 获取 。

附件 2
交通 路线说 明
一、城 站火 车站
1、

城站转 眨25一 联庄 (晚 上 8:15后 )

2、

城站 K220一 联庄 (晚 上 8:oo后 )

3、

地铁 1号 线 (湘 湖方 向 )一 西兴站下 ,步 行 至 西兴叉 田站 ,乘 坐
K315一 联庄 站下 车

4、

5、

乘坐 116路 ,在 飞云江路 口站转 352路 ,在 联庄站 下车 ⒛0米
即达酒店
直线打车 28元 左 右。

二 、火 车南站 (原 火车东站 已搬迁合 并 至
南站 )
1、
2、

K706路 ,在 滨康路东 站汽 车南站

K301路 ,在 萧绍路公 交站转 K315路 ,在 联庄站 下车前行

2OO

米即达酒店
3、

直 线打车 45元 左 右。

三、火车东站
1、

乘坐杭 州地铁 1号 线(湘 湖方 向),在 西兴站下车一 (步 行 至西兴
叉 田站 ),乘 坐 KS15一 联庄站下车
!
地铁 :地 铁一号线 (湘 湖方 向 )一 江 陵路站一打车 12元 左右龙
禧大酒店

2、

直线打车 65元 左右。

3、

地铁 四号线 :火 车东站——联庄站

步行 15分 钟 -

四、汽 车南站
1、

步行 至汽车南站乘坐 566路 在 时代大道北 田站下车 ,步 行 至钱
江站转 K315路 ,在 联庄站下 车前行 ⒛0米 即达酒店。

2、

步行 至 望江 东路公 交站 (700米 )乘 坐 352路 ,在 联庄站 下
车 ,前 行 ⒛0米 即达酒店

3、

直线打车 25元 左 右

五 、汽 车北站
1、

乘 坐 B支 1路 ,在 严家弄 站下车 ,乘 坐 B支 5路 ,在 联庄站 下
车 ,前 行 200米 即达酒店

2、

直线打车 65元 左 右

六、汽车西站
1、

步行 至汽车西站 ,乘 坐 B支 2在 古荡站 下车 ,乘 坐 194大 站
车 ,在 联庄站下车 ,往 回走 ⒛0米 即达酒店 。

七、萧 山国际机场
1、

机场 一横 一 线——江 南大道 一龙禧大酒店
车程 44.5公 里

2、

30分 钟

费用 100元 左右

机场大 巴:机 场候 机厅站—乘机场大 巴滨 江 线一华美达酒店 门 口
下车 步行 至 龙禧大酒店 (10分 钟 )
车程 46.5公 里

30分 钟

费用 30元 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