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产晶质检中心社会责任报告

(2021年庋 )

质检中心名称 (盖章)∶

市场        司编制



填报说明

1.填报时请依据 2014年 国家认监委印发的《国家产品质量

监督检验中心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见》(国 认实

(2014)61号 ,可在国家认监委官网查看)。

2.一个法人单位有多个国家产品质检中心的,每个国家产

品质检中心需单独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由 两家单位共建的国

家产品质检中心(包括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在异地设立实验室的),

由牵头单位汇总填写一份社会责任报告。



一、基本情况

1.国 家产品质检中心名称 :

授权证书号:  21OO213佃265~实验室认可证书号 (如有 ):

CNAs L0477、  CNAs1B0068

2.所在法人机构名称: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地址: 奉贤区吴塘路 369号__邮 编∶201401

3.负责人情况∶

主任 :

姓名 章伯超  电话 (座机 ): 57侣 7058联系方式 (手机 )

138016550茌2

副主任 :

姓名:王彩燕 电话 (座机 ): 57茌37128手机 :⊥ 381Ⅳ⒛钽9

姓名 :奚丽峰 电话(座机):57侣7328手机:1391798θ 804

联系人∶

姓名:龙再萌 电话 (座机 ):57侣 7033手机 : 138⊥ 7009陇 3

传真: 5"37033电子邮箱 :⊥ o叩 za土men酮 qq。 cOm

4.中心现有员工 ⊥39人 ,其中管理人员⊥且人,检验人员坐

人,辅助人员 (如有)卫 人;固定资产 31“ 万元;主要仪器

设备 珏39台套;实验室面积 2⒛佃。0平方米。

5.⒛21年工作基本情况 (数据截至 2陇 1年 12月 31口 ,以

下同):

(1)承担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任务 0

批次 ;



(2)

(3)

(4)

(5)

(6)

除国抽外,承担各级政府部门监督牡查任务 1 批次 ;

承担 3C检测任务  ⒎2 批次 ;

承担生产许可证 (登记证)检测任务 批次 ;

承担仲裁、司法鉴定的检测任务 批次

参加省部级以上部门组织的能力验证或实验室间比对

任务  8 批次,其 中,由 本中心组织的有   0 批次;另

外,本 中心还自发组织  0  批次的能力验证 (或 比对)活动 ;

⒄)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  0  个,其

中,作为牵头单位负责制修订  0  个 ;

6.国家产品质检中心建设情况

(1)⒛21年新增工作人员 5 人,新增仪器设备 17¨台

套,新增仪器设备投入 89万元,实验室面积扩大 0i 平

方米 ;

(2)⒛21年新增检测能力 1” 项,其中 122项 已经完

咸资质认定扩项;目 前已获得授权的检验项目占授权名称所涵盖

检验项目的百分比约 100 %;

(3)⒛21年完咸科研项目 5 项,科研经费投入 702

万元,科研投入占业务收入的~5。%  %;
(4)⒛21年承担社会委托检验  1000  批次,较 2怩0

年下降  15  %。 ,2021年 度委托检验收入占业务总收入的

% %,收 入较 2陇0年增长 24 %,;
(ω⒛21年获得外部资金投入共计  12908   万元 ,



其中属于国家财政投入的有 11885 万元 ;

(6)⒛21年组织内部培训 19 批次,共培训人员 258

人 (次 );参加外部培训  6  批次,参加培训人员 % 人

(次 );

二、⒛21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另附页)



一、前言

1、 机构及负责人对报告真实性的承诺

国家采煤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成立于1987年 8月 ,

法人单位为
“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是中煤科工集团上海有限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以独立法人检测机构开展业务,具有独立、公正的法律地

位。

中心成立三十佘年来,严格按照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授权管

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

力评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等要

求建立质量体系。

中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认证认可监管机构的相关文件规

定,贯彻落实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
传递信任、服务发展

”
的认证认可

工作方针,保证本报告所涉及内容、数据、材料的真实有效,做到独立公

正、科学严谨、内容可靠、规范专业,同时注重信誉,恪尽职守,在得到

社会信任认可的同时,努力提高中心晶牌和国际影响力。

该报告经中心领导集体审核,报告内容准确真实。

机构负责人签名:卑
础″丝

⒛21年 1月 18日



2、 报告依据及时间和范围界定

本报告依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市监检测函 (20⒛]1号文 《市场监管

总局办公厅关于开展 2⑿ 1年度认可与检验检测服务业统计工作的通知》《国家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授权管理办法》及 《国家认监委关于印发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社会责任报告制度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编制,是中心继201在年后持

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涵盖了中心积极履行诚信责任、经济与服务责任、社会责任和

环保责任的工作情况。

本报告主要介绍国家采煤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在⒛21年 1月 至⒛21年 12月 期间

履行社会责任方面的有关情况。

3、 中心的社会责任战略、方针、目标、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

战略:立足行业、多元发展、致力打造公众信赖认可的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检测检

验机构。

方针:依法依规行事,诉理诉据从业,用情用心待人。严格履行社会责任,提供

优质服务,取得客户信赖的独立第三方检测检验机构。

目标:致力行业发展,充分利用资源平台,打造具有国内国际影响力的第三方检

测检验机构。

使命:引 领行业技术进步,保障装备安全可靠 ;

愿景:成为国际知名,国内领先的检测检验机构 ;

核心价值观:科学严谨、公正高效。



4、 机构简介

经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 (CNCA)批准,中 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

(CNAS)认可,获得
“三合一”

实验室认可的国家级实验室。目前所获资质和业务范

围如下:

机构名称 证书名称 发证单位 证书编号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检测

检验资质

上海应急管理部 沪应急

2002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煤炭工业上海

电气防爆检验站、国家安全生

产上海

矿用设备检测检验中心、国家

采煤机械

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资质认定证书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 ⒛21年 9月 根据

“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办公

厅市监检测发 (2ml)55

号
”一家一证 ,国家和行

业中心作为证书背书,不

再单独取证。

21002134

9265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检验机构认可

证书

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

委员会

CNAS

IB0068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实验室认可证

书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

委员会

CNAS

LO477

上海煤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授权证书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

(2018)国

认监认字

(02I)+手

资质认定证书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

18000811

0122



电机能效检测

实验室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CCC防爆电

气指定实验室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

管理委员会

Shangha1 Me1ke Test

Techno1Ogy

Co.,Ltd./Shanghai

E1ectr土 c ExplOs土 On PrOOf

Test Center Of  COa1

1ndustry

IECEx TL

国际 1ECEx防

爆实验室

国际电工委员会

二、社会责任管理体系和制度的建立情况

1、 履行社会责任的措施及制度规定

我们主要从事煤矿井下、化工等危险场所使用的机械、电气、材料等装备的安全

质量的检测检验业务,检测的产品主要使用在煤矿井下、化工厂、石油、天然气等高

危场所,进入煤矿井下、化工厂等高危场所使用的机电设备有明确的安全质量要求 ,

本检测中心作为高危环境使用的机电设备是否符合高危环境安全要求的检测检验机

构,承载着高危装备安全的重大社会责任,为了履行好社会责任,主要采取了以下措

施 :

与时俱进的加强制度化建设,结合质量管理、安全标准化和6s等项目的管理要求 ,

加强员工教育,树立安全质量观。为煤炭行业和其它高危行业生产安全把关的质检中

心,始终牢记应担当的社会责任。近年来,本中心严格要求,在每年的工作计划、总

结和年度工作质量分析报告中都有涉及履行社会责任相关内容。特别是201茌年8月 认监

委发布了 《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履行社会责任指导意见》、《国家产晶质量监督

检验中心社会责任报告编写提纲指南 (试行 )》 ,以来,本中心依据 《国家中心社会责

任管理制度》强调每位员工要认真履行社会责任,强调安全质量第
—,按规程和标准



认真做好每项检测检验工作。

结合发展需要,努力提高员工技术水平。检测检验是—
项高技术含量的服务,本

中心承担着防爆电器产品、机械产品、仪器仪表等各类产晶复杂的检测检验工作,需

要多种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团队,⒛21年组织内部培训 19批次,共培训人员150人

(次 );参加外部培训 6批次,参加培训人员阢人 (次 ),采用内外部培训等多种方式 ,

涉及实验室、检验机构及中心口常运行和安全管理的各个方面。不断提高员工的技术

素质,正确审查各种技术资料,分析和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不断提升和完善检测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煤矿机械向大型化、高压、大

功率、智能化发展,新产品,新技术不断得到推广和应用。国家发改委两个实验室课

题项目的完成,共计投入⊥。3亿 ,使得本中心检测能力也不断得到提升和发展,满足各

种新型煤矿机电设备安全检测检验要求。

积极提高主动服务意识,帮助企业解决各种技术问题 ,排除产品安全隐患,赢得

客户信任和满意,并得到用户的认可和放心。不断收集和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动

态改进存在的问题,努力使检测中心不断提高和完善的同时,尽量承当好相关社会责

任。

同时,本中心将履行社会责任列入了检测中心规划 ,目 标分解all各责任部门 ,

把社会责任理念和要求全面融入 all我中心的发展战略和企业文化中,以人为本,不断

满足员工发展需要,积极开展机构品牌化建设和创先争优 ,增强凝聚力,服务社会、

回报社会。

2、 体系运行和自我改进情况

资质认定实验室三合一复扩项评审顺利完成,本中心检测能力扩大到“5项 ,并全

部获批最新授权标准,此次扩项包括高分子材料环保特性、环境检测领域、增安、特

殊型防爆设备、光辐射传输系统设备和现场总线本质安全 (FISCO)等 前沿国内外标准。

因市场监管总局要求国家中心名称要求变更,积极申请并换发了国家中心证书 ;

率先完成
“—

家一证
”
整合国家质检中心和行业中心资质认定证书,并针对资质证书

号和授权标识编号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过渡工作 ,保证中心规范使用认可及授权标识 ,

严格按授权范围开展检验检测工作 ;

制定了中心2021年度培训计划。共举办各类内部培训工作19项 ,共计150人次。参

加外部培训5项 ,共计86人次,网络购课培训8人次。

外送检定、校准检测仪器/设备⒛O多 台 (套 ),自 检仪器设备“台 (套 ),期间核



查设备56台 (套 ),并开展了
—

系列确认和备案等工作。

加强技术审查和报告监督管理:抽查检验报告和原始记录27⒛份报告,新增技术

审查抽查,并按制度规定进行相应的处罚,安标节点填写和检验报告内部审查质量均

有较大提升,目 前内部抽查报告合格率为阴.码。

3、 利益相关方的识别和参与

国家采煤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认证机构、客户、员工、

社会公众等,具体如下 :

利益相关方 要求与期望 沟通和参与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

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

员会、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

局等政府部门

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要求 ,

严格管理 ,规范运作 ,增

强检验公信力 ,在追求经

济效益的同时对利益相关

者和环境负责。

接受政府监管;积极参加相

关会议和活动 ,学习相关政

策、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

认证机构 提 供煤矿 设备 安全 与性

能、国际认证及培训等领

域的检测检验及相关技术

服务

参 与其组织 的各类会 议活

动 ,提供检测检验服务 ,接

受监督检查并按要求提供工

作总结报告,提供技术支持。

委托方 (客户 ) 提供客观公正、科学严谨

的检测检验服务 ,

提供优质、增值的服务 ,

向社会传递信任

加强对行业了解 ,开展客户

满 意度调查并进行分析汇

总,通过员工管理和培训 提

高业务水平,提供客观公正、

优质增值的服务。

员工 按要求签订各类合同,提

供合理的薪酬与福利以及

职业发展与提升,提供 良

严格遵守劳动合同法 ,确保

员工权益,组织员工参加各

类培训学习,定期进行健康



好的生产和办公环境。 检查,认真聆昕员工的意见。

努力营造 良好的工作环境。

公众与社会 检验的公信力 ,规范产品

检验标准 ,参与国家标准

制订,参与行业公益活动

检验结杲均公开透明,接受

社会监督,组织标准编写、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并公开证

书接受监督。

三、履行社会责任情况

1、 诚实守信

1)、 依法运营

本中心自咸立以来,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及各项政策的要求,依照 《国家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授权管理办法》以及相关的技术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开展相应

的检验业务活动。自觉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各项要求和规范运营的其他要求,保证

独立、公正的法律地位 ,不从事或参与任何能影响其检测独立性和诚信性的活动,反

对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及欺诈行为,自觉接受政府 ,消费者和社会的监督,维护检

验检测市场秩序。

2)、 规范运营

本中心始终坚持规范运作、稳步发展的理念;始终本着
“
独立、公正、公平、准

确、严谨
”

的工作作风,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管理体系,制定了管理手册、程序文件和

工作文件 ,各项工作严格按照规定执行 ,记录齐全 ,严格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

1SO/1EC17025:2017实 验 室 管 理 体 系 检 测 和 校 准 实 验 室 能 力 的 一 股 要 求 、

ISO17眨 O:2012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CNAS-C101:⒛ 12检查机构能力认可准则、

CNAS-CL01:201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CNAS-CLO1{OO⒉ 2018《检测和

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化学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弼LO1一AO03:2018《检测

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电气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S亻LO1-AOm∶ 2o18《 检

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电磁兼容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⒊CL01-A0H∶ 2018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金属材料检测领域的应用说明》、CNA⒊CL⒛ :20M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认可准则在非固定场所检测活动中的应用说明》、RB/T214—

2017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AQ8OOG-20⊥ 0《安

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能力的通用要求》等国家认证认可监管机构的相关文件规定以及

相关技术规范、技术标准严肃认真对待每一项检测和管理工作,及时出具检验检测数



据和结果,保证数据和结杲的准确、客观、真实。

a) 对质量手册和程序文件进行修订,完善了管理体系,同年进行了管理评审和

内审工作,及时发现相关潜在问题并及时完善。

b) 机构每年公布机构负责人任命、机构设置和职责范围,按要求对相关人员进

行聘任,并对质量监督员,设备管理员、内审员等人员的职责岗位进行明确,并对其

工作进行评价。

c) 按要求对相关报告进行主检、校核、批准等三级审核,确保报告及数据结果

的准确、客观、真实。

d) 进行内部比对和外部比对工作,并全部
“
满意

”
。

3) 科学诚信

“
传递信任,服务发展

”
是检测的核心思想。检测中心只有坚持诚实守信的原则 ,

才能在各项工作中,自 觉严格的遵守认可各项规定,切切实实做到诫信认证,传递信

任。机构也才能规范有效的运作,取得更大的发展。

本中心制定了规范的程序,具备足够的专业能力,通过提供优质的服务,取得客

户的信任,不断开拓市场,利用信息化手段获得了很多在煤矿机电行业和其它行业的

信任和支持,检验业务稳定。

本中心严格遵守专业领域认可范围,合同评审严格把关,不超范围检验。本中心组

织大家认真学习贯彻各项行业 自律规范,坚持诫实信用,公平、公正、科学、客观开

展检测检验活动,通过科学的手段,严谨的作风、规范的程序、专业的能力、优质的

服务公平竞争,维护检测市场秩序,取得社会的信任。

2、 经济与服务责任

1)、 创新发展

十二五发改委实验室建设项 目完成,对大型高压、大功率机械、电气传动等新

设备和非金属制品的安全验证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解决了以往大型矿用机电设备和

非金属制品安全准入的瓶颈问题 ,对各项技术指标进行了典型试验验证 ,并开展了最

大功率达 mOOKw多 种电机、减速器、复合式变频器、永磁驱动技术等安全性能检验 ,

非金属制品化学分析等满足了不断发展的大型和其它新型矿用机电等设备安全准入

安全评价需求 ,为千万吨矿井建设所需大功率机电装备、新产品、新技术安全准入应



用以及非金属制品的安全、环保等提供了技术支撑,社会效益显著。

十三五发改委 《采煤机安全准入分析验证实验室》项目正在进行中。

上海市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项 目 《大功率防爆永磁驱动带式输送机安全检测服务

平台》己完成安装调试并投入正常检测检验 ,该项 目完成投资 1茌95.的 万。此外,该

项 目己取得实用新型专利 7项 ,经查新己取得 6项指标获得国际领先,该项 目验收申

请己提交奉贤区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待验收。

完成了
“
模拟爆炸实际工况的可视化防爆安全验证装置研究及应用

”
等 在个项

目科学技术成果鉴定工作,其中
“
模拟爆炸实际工况的可视化防爆安全验证装置研究

及应用
”
获得了国际领先的鉴定水平。

“50OOkW爆 炸性环境机电传全性能综合检测系统开发研制
”
和

“
上海市防爆安

全检测专业技术
”
分别获得中国安全生产协会安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与此同时, 获得上海市标准化推进专项资金项 目奖励 1项 、奉贤区标准化推进

专项资金项 目 2项和徐汇区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项 目4项 ,截止 目前共获标准奖励

吐7万 。

2)服务地方

中心借助
“
上海市科技创新券管理平台

”
继续开展

“
科技创新券

”
专项服务,全年

共为上海企业申请创新券获兑现补贴金额 67万多元。

积极拓展异地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工作 ,拓展加盟 浙江、西安、山东等服务平台,不断

提升本中心知名度。

⒛21年中心新增大型仪器系统加盟
“
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

”
入网申请工作,通过网上

申报与调整修改获批复 22台 仪器系统新加盟该平台,目 前中心加盟共享仪器总数己达

50台 (套 )。

今年 9月 再获市科委
“
⒛19″020年上海市大型科学仪器设施共享服务先进集

体
”
和

“
先进个人

”,获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奖励金额达 GO。 19万元,10月 申报的奉贤



区科委大型仪器共享服务配套补贴奖励获得 20万元配套奖励 ,总计获 80.19万元奖励。

7月 开展了中心第四届大型仪器共享服务典型案例征有奖集评选工作并进行相关工作

奖励。8月 申报了⒛20-2⑿ 1度大型仪器共享服务评估与奖励材料预计年底评估明年

补贴拨款。

3)检验机构工作

危化场所检查业务因疫情影响业务量有所下降,,但业务从上海拓展到全国。先后

完成了苏州、南通、深圳、昆明等地的现场检验,新增了广东、安徽等地的现场检验

任务,并与潜在客户就明年的任务开展了积极沟通。

4)技术支撑

2O21年检测中心相关领域的技术专家获得 批复立项了 《矿用永磁同步驱动电机

车技术条件》、《矿用电机车辅助驾驶装置技术条件》、《矿用防爆特殊型铅酸蓄电池运

输车辆通用技术条件》和 《永磁同步电动滚筒工业性试验方法》茌个能源标准和 《矿

用电缆挂钩》1个团体标准。

ω、能力验证、扩项、质量提升

及时跟踪CNAS能力验证和测量审核活动计划信息,本年度参加了8项 ,现己完成6

项,结杲均为满意,另外2项正在等待结果。

中心防爆检验部报名参加了德国联邦物理研究院PTB组织的能力验证项 目防爆小

原件测试,Sma11COmponent TeⅢ perature(“ SCT” ),现己收到样品。

ω、技术服务

⒛21年检测中心分别与安标国家中心、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波兰

防爆电气认证机构OBAC、 上海质检院签署了矿用产品自愿性产品认证、核电领域发电

成套设备和变压器、配电和控制设备等检测、防爆电气1ECEx检测互认和防爆温度测试

的检测合作协议。

国际合作、机构签约方面 :4.1.3国 际电工委员会防爆电气体系IECEx秘 书处委派

评审专家对本中心IECEx TL实验室进行远程视频监督审核,并顺利通过 ;

由国际电工委员会组织的2021年度1ECEx体 系TAG(Testing and Assessment GrOupl

会议及0lC lManagement Collm土 ttee)会议采用线上网络研讨会的形式召开,本中心作为



IECExTL(国 际电工委员会防爆产品检测实验室)派代表参会,共同出席此次会议的有

来 自中国、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⒛个国家的防爆产品认证、检测等相

关成员机构代表共计 1茌0佘人。

对外组织检测检验四技服务 (培训)共 3项 ,⒛2人次,疫情期间采用多媒体视频

远程网络授课,效杲良好。

7)提升服务水平

a)为 了积极配合新模式下的管理要求,检测中心根据 目前现状 ,对各部门的服务

进行改进,加强员工培训、拓宽更多与客户沟通的渠道,更好的服务客户。

b)全面推进信 J胄、化建设,通过泛微系统、LIMS系 统、客服系统、样品识别系统、

办公管理系统、短信平台等各种信息化手段 ,提高中心的工作效率,加强了与企业沟

通和联系。

c)由于新冠疫情,煤科检测按照上级单位及属地疫情管理各项要求,通过微信、

网络、平台等信息化手段做好防控宣传管理,在疫情中落实好单位、客户、上级单位

及政府的各项工作,通过多元办公方式、突击项 目处理、信 J軎、平台管理和传递信息、

电子签章和审核等各种手段,保障客户服务,任务进行。 积极与协会加强沟通交流 ,

听取客户意见和建议,客服部及时进行意见反馈汇总,促进了服务水平的提高。

d)积极与本地政府和机构协调沟通,通过当地政府相关平台,充分发挥先进检测

技术能力,进一步扩大服务范围,进一步提高检验仪器设施开机率和使用率,达到社

会共享目的。同时拓展了国内外的业务,为企业改进设计和调整参数提供依据 ,使企

业更快、更好、更顺地进行新产品研发工作。

3、 社会责任

1)保障安全

我中心结合实际,坚持
“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以人为本、综合治理

”
的原则,按

照安全工作管理手册,依托安全生产小组,制定了兼职安全员制度并贯彻落实了安全

工作责任制度,明确了安全工作职责,并加大了劳防用品的使用和保障,加大了安全

教育、培训,并落实了安全考核和奖罚制度,安全经费全部投入并起到
—

定效果,制定

了安全应急预案和三年行动计划,各方面努力保障中心安全运行。

2)员工权益

员工是单位重要组成部分,是本中心发展生存的首要资源 ,我中心充分重视员工

合法工作环境,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与员工签订了劳动合同,按时缴纳员工保险和



各项金种。中心对出差人员购买保险,每年度组织员工体检,并请专业医生为员工咨

询。中心重视员工生活环境,结合工会组织进行各项活动 ,组织年终送温暖及困难补

助等各项工作。

3)服务社会

检测中心秉承走出中心、服务客户的理念,积极组织公益活动,为有需要的客户

和企业举办现场防爆电气知识技术培训。先后为多个大型企业举办了数次大规模的专

业培训。另外,受煤炭工业协会设备分会委托 ,疫情期间,充分利用检测中心多媒体

远程硬件设备,采用线上教学的方式,对检修企业进行防爆检查员检修资质培训,总

培训人数⒛0人。通过培训,企业技术人员了解了矿用产品的相关标准、产品技术要求

以及安标的相关规定,对企业矿用产品设计开发、生产检验、设备检修等都起到了很

好的指导作用,培训效果获得了企业的认可,也逐渐形成
“
品牌效应

”, 为煤矿安全

生产保驾护航,体现了社会责任。

2021年我中心努力开拓市场 , 1ECEx国际认证,防爆电气 3C检验,以及电机能

效标志证书认证机构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后期将能更好的服务于国内外企业,更好

的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⒛21年我中心继续参与上海市科委组织的各类活动,同时每年职工参与无偿献血

和上海市团委组织的各类青年活动,得 all了 当地政府和社会的认可,充分体现了我单

位的社会责任担当。

4)环保责任

本中心有责任和义务宣传环境保护和节能减排,在做好中心内部环境管理的同时 ,

对客户也大力提倡环境保护,节能减排 ,宣传环境保护知识,促进企业增强环保意识。

m管理己经初显成效,倡导绿色办公理念,出差和上班尽量统—
班车管理,使用公共

交通 ,加强水、电、办公用品的管理,空调控制温度,从单位和个人做起,切实做好

环保工作。进行了
“
3标

”
体系建设,同时通过检测手段,推广节能减排设备在煤矿的

应用。



四、结束 语

1、 履行社会责任的发展计划

1)依法经营、科学诚信,积极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并不断改进。

2)完善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制定相关目标并责任到人,切实推进社会责任工作的

进行。

3)充分利用行业资源,继续举办各类培训和会议,接受企业咨询并提供
“
四技

”

服务,帮助企业开发新产品,并助其不断发展壮大。

ω 参与国家和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积极配合相关政府部门做好各项监督抽查和

各类服务。

5)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相关平台的积极作用,继续推广
“
大型科研设备共享平台

”

通过各种途径为企业和社会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工作。

6)深化与行业协会、学会的合作,通过提供技术支持向企业和公众宣传新技术和

政策,努力提高企业形象并积极承担相关社会责任。

7)利用工会和党支部作用,关爱员工,帮助员工成长并解决各类生活问题,同时

保障员工合法权益。

8)开展各类活动,提倡节能减排,绿色环保,确保提供安全、舒适的工作环境。

2、 报告反馈联系方式

本中心将每年定期发布社会责任报告,欢迎社会各界进行监督。本机构将坚持
“
依

法依规行事,诉理诉据从业,用情用心待人
”

的质量方针,竭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

务,为社会安全、和谐和健康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告将在公司网站公布,有任何咨询、意见和建议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 :

网址:卿 .testshm。 cOⅢ

电子邮箱 :csst@testsh皿。COm

综合办公室电话 :021-5"3硒⒏⒛m

业务办公室电话:⒆ 157茌 37OG⒊⒛05

出阝臼亩: 201在 O1

单位地址 :上海奉贤区南桥镇吴塘路369号

+孛晏手:02I-52809777

+孛层手:021-57茌37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