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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 新作为
——2014 年湖
年湖北省质监工作巡礼
北省质监工作巡礼
□ 莫炳红 张雪燕 马 良
李 伟 本报记者 张 华
编者按：
“ 潮 平 两 岸 阔 ，风 正 一 帆
悬”。改革大潮迭起的 2014 年，湖北省
质监系统在省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
话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
紧紧围绕质检总局“抓质量、保安全、促
发展、强质检”的总体工作部署和湖北
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认真分析当前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积极开展打基础、
谋长远，促改革、谋创新，努力推动全省
质监系统适应新常态，增强新动力，争
取新作为，共同谱写出湖北质监事业改
革发展的新篇章。

“质量兴省”引领质量时代
●“质量兴省”战略实施 8 年创下众多全
国第一，产品、工程、环境、服务“四大工程”质
量全面大幅提升，培育湖北名牌 900 多个，名
牌企业已经成为拉动湖北省经济又好又快发
展的重要支柱，
“ 湖北制造”竞争力跃居中部
地区首位，宜昌市获评 2014 年“质量之光”年
度质量魅力城市。
第一个在全国以省政府文件印发《关于
实施质量兴省战略的决定》；
第一个制定省级质量发展纲要；
湖北省副省长许克振在湖北特检院成立大会上讲话
第一个构建大质量工作机制；
第一个成立质量发展战略研究院——武
汉大学质量院；
计量建设，
以能源计量为重点的工业计量建设， 计量器具配置率为 94%，该工作正按计划在
第一个发布质量白皮书；
以能力提升为重点的科学计量建设，
不断提高 全省继续全面推进。
标准先行助推
“质量兴省”
第一个设立省政府质量奖——长江质量
服务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能力水平。
奖；
●湖北马铃薯种植标准全国推广；汉川
省政府印发了《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计
基础工作夯实发展基石
第一个实现质量兴省全覆盖。
莲藕获 2014 年“质量之光”年度地标产品， 量发展规划的实施意见》。
截至 2014 年，湖北名牌产品达 927 个，名 276 个示范区建设加速农业现代化进程。
●反映强烈的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得到
不断夯实计量基础。全年完成了对全省
牌产品产值达 4793 亿元，占全省 GDP 比重达
2014 年，全省标准化工作紧紧围绕湖北 63 家县级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授权考核工作；
组 妥善解决，从根本上解决了基层质监部门机
19.43%；实现税额 758 亿元，占全省税收总额 “一元多层次”和“质量兴省”战略，以“质量兴 织制定了 2014-2015 年 11 项计量技术法规起 构性质不明、人员混编混岗、收费养人养事的
的 1/4；出口创汇 43.68 亿美元，占全省外汇出 省标准先行”主题活动为载体，重点突破、整 草计划，
发布了《工频电流比例标准装置校准规 问题。国家级质检中心总数居中部省份第
口额 1/5；名牌产品数量已取得突破性增长， 体提升，
发展态势良好，工作成效明显。
范》、
《微差仪表检定规程》、
《转速装置校准规 一，服务经济建设的技术支撑能力大幅提升，
名牌产品拉动作用也稳步提升，品牌积聚效
根据湖北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标准 范》、
《加油站油气回收装置计量检定规程》4 个 为质监事业可持续发展夯实了基石。
应逐步开始显露，名牌企业已经成为拉动经 化工作的意见》，完成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98 省级地方计量技术规范。全省共计新增 62 项
科技质监建设成就显著。截至 2014 年，
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支柱。
项。截至目前，累计制修订地方标准 1024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省计量院新建 17项省级计 全 省 系 统 共 承 担 的 质 检 总 局 科 技 计 划 109
2014 年 9 月 15 日，中国质量大会召开 项；组织指导相关单位主导或参与国际、国家 量标准和 1 项计量工作基准，
新增 13 项计量器 项，承担了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 5
后，湖北省政府于 22 日召开常务会议，迅速传
达大会精神，研究出台了 3 大战略举措：一是
召开湖北省质量大会，全面部署经济新常态
下湖北质量发展新任务。二是将“质量兴省”
战略提升为“质量强省”战略。三是实施湖北
省中小企业质量提升工程。四是深化改革，
组建长江检验检测认证集团。该举措经《中
国质量报》头版头条报道后，质检总局有关领
导亲笔批转全国学习。
品牌创建成绩斐然。宜昌市获评 2014
年“质量之光”年度质量魅力城市，黄石市成
功获批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创建城市。宜
昌高新区和大冶市获批创建国家知名品牌示
范区。

改革创新成为全国样本
●勇于担当，大胆探索，在特种设备检验
等一些重要改革领域率先实现新突破。湖北
省、市、县 3 级检验检测机构管理体制改革试
点开全国先河，经验成全国样本，影响强烈。
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亲自批示：
“湖北省整合
工作有独到经验，
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2014 年，改革之年。该局党组要求全系
统从全国视野、全省大局的角度，对改革的各
种要素进行统筹考虑，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
体性、协同性，解放思想，打破束缚，勇于担
当，大胆探索，在一些重要改革领域率先实现
新突破。
全省特检机构纵向整合基本完成，原省
特检院和黄石等 15 家地市特检院纵向整合成
为湖北特检院，实现了人、财、物、事的全面融
合，检测能力和整体实力显著提升。湖北率
先实施特检机构管理体制改革被评为 2014
年“质量之光”
年度质检改革创新示范项目。
市、县检验检测机构跨部门整合工作有
序开展，宜昌、京山等市、县政府直属综合性
检测中心已经投入运行。
中编办、质检总局对此高度肯定，将湖北
省确定为全国质检系统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
合综合试点省份。2014 年 9 月 12 日，在武汉
召开全国检验检测认证机构整合工作座谈
会，湖北经验受到与会领导和代表的广泛好
评。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亲自批示：
“湖北省
整合工作有独到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质检总局副局长梅克保等 5 位领导先后到湖
北调研检验检测机构整合工作。

计，按照配优配强、选准用好的要求，选拔省
局党组管理的干部 30 人，调整市州局一把手
4 人，选拔省局直属事业单位一把手两人，70
年代中后期的年轻干部逐步走上了主职岗
位。加强了后备干部的培养、在职干部教育
和人才引进工作，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务员
53 名、省局直属事业单位技术人员 37 名，为
质监队伍补充了新鲜力量。
政策与理论基础不断巩固。省政府出台
了《关 于 贯 彻 落 实 国 务 院 计 量 发 展 规 划
（2013-2020 年）的实施意见》，建立了计量发
展联席会议制度；省政府专题督办省政协关
于支持该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提案；省质
监局成立了全国质检系统首个法律顾问委员
会，执法公开、案卷评查、案审会等法治制度
进一步完善。
加快完善改革顶层设计。全省质监事业
改革发展十大课题即将结题，与省政府研究
室联合开展质量工作改革调研，明确了质监
改革发展路线图。
宏观质量研究影响巨大。武汉大学质量
院《关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质量评价标准研
究情况的报告》得到省委书记李鸿忠批示；省
长王国生在武汉大学质量院召开现场办公
会，充分肯定宏观质量研究成果；反映我国总
体质量状况的《珞珈质量指数》，引起社会广
泛关注。

惠企为民十条广受赞扬
●特种设备万台死亡人数首次实现零记
录；查获假冒伪劣电梯大案震动全国，获评
2014“质量之光”年度质量事件；12365 热线
受理投诉举报处置回复率 100%。
为充分发挥质监部门在服务经济发展中
的职能作用，湖北省质监局下发了惠企为民
10 条服务措施。即：加强质监工作社会监督；
严厉查处乱收费、乱罚款、乱作为问题；进一
步完善大企业直通车服务制度，深化质量服
务进万企活动，推动惠民服务活动常态；简化
审批程序，提高审批效率；维护名优企业合法
权益，提高 12365 热线维权处置水平；改善组
织机构代码年检服务；完善企业联系点制度；
建立电梯维保单位品牌星级评价制度，正式
开展省内电梯维保单位的星级评价工作。
全省产品国家监督抽查合格率比去年提
升 3.8 个百分点。深入开展特种设备专项治
理活动，检查特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11364
家，监督完成隐患整改 4975 个，万台设备死
亡人数在特种设备监管职能划入质监系统以
来，首次实现零记录。
执法打假重拳出击，全省系统共查处案
件 1841 起，涉案产品货值 17830 万元，有效
破除了一批行业潜规则，湖北查获跨省制售
假冒伪劣电梯大案震动，获评 2014“质量之
光”年度质量事件；
12365 举报投诉热线做到 24 小时电话畅
通，坚持有诉必接、有案必办、有假必打、有勤
必出。截至目前，全省系统共受理投诉、举
报、咨询、其他 16451 起，回复率 100%。同
时，强化 12365 调节功能，仅湖北省质监局全
年调解质量纠纷 14 起。
全年主动减免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 6000
万元，
帮扶近 100 家企业办理证件、
打假维权，
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节约资金2400多万元。
认证认可服务发展作用充分发挥，开展
省级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试点 19 家，赤壁市、
鄂州市梁子湖区获得批准筹建国家级有机产
品认证示范区。

行风建设树立崭新形象
质检总局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梅克保（右二）调研武汉烽火通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卓越绩效管理工作。
和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已提案国际标准 3
项，参与起草国际标准 1 项，主持制修订国家
标准 20 余项、行业标准 30 余项；启动地球空
间信息、数字家庭等 5 个标准联盟筹建工作。
共有 6 家 TC、19 家 SC、4 家 WG 落户湖北。
全面启动第八批 14 个国家级农业综合标
准化示范区和两个综合标准化示范县市项
目，全省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国家级达到 181
个，省级达到 95 个，示范区总数居全国前列。
申报首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 5 个。
新增 7 个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总数达 142
个，
稳居全国第二。

计量建设促进计量发展
●湖北省质监系统计量工作以贯彻落实国
务院《计量发展规划》为契机，
研究制定落实规
划的实施意见。加强以民生计量为重点的法制

湖北省质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黄国庆（右三）在宜昌三峡产品质检中心调研

具型式评价授权项目，光电子中心新增 5 项机
场助航灯光产品检测项目，
成为全国第二家可
以检测 17项机场助航灯光产品的机构；
能源中
心新增7项产品、
参数的检测能力。
开展计量惠民专项行动。对全省范围内
农资市场、农资产品和农资生产企业，开展计
量专项检查。共检查农资类定量包装商品
3093 批次，合格率达 95%；检查农资销售企
业 1840 家，在用计量器具 3755 台件；查处计
量违法案件 124 件。全省共检查 624 个小区，
检 查 电 能 表 467441 台 ，已 经 首 次 检 定 的
467031 台，首检率 99.9%；检查水表 290305
台 ，已 经 首 次 检 定 的 237200 台 ，首 检 率
79.8%；检查煤气表 272025 台，已经首次检
定的 266935 台，首检率 98.1%。
推进重点耗能单位能源计量审查。湖北
省质监局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省局培训中
心共同主办了全省范围内的宣传培训，并对
全省 247 家企业进行了能源计量审查，能源

湖北省政府参事室全体参事在省质监局调研

项，国拨经费共计 940 万元。全省系统 20 个
技术装备项目获得质检总局立项。
全省系统经质检总局批准筹建的国家级
产品质检中心 21 家；经省局批准筹建的省级
产品质检中心 47 家。
组织建立了全省系统科技专家库。首批
57 名科技专家进入系统专家人才库，12 家检
测技术带头人命名实验室正式挂牌。
在省委省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关心支持
下，湖北省质监系统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妥
善化解。系统内市县两级质监参公编制逐一
落实到人；省编办重新核定了市、县质监事业
单位和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全省纤检机构已
明确参公管理性质；省财政从 2015 年开始按
照新核定的质监部门行政参公编制和事业单
位编制编列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从根
本上解决了基层质监部门机构性质不明、人
员混编混岗、
收费养人养事的问题。
坚持把队伍建设作为事业发展的长远大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省委六条意
见，同比发文减少 25%、发函减少 10%，
“三
公”经费下降 10%。其中，公务接待费用减少
30%。问责和纪律处分 130 人，树立起政风
清明，行风端正的新形象。
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要位置，全
省系统各级党组认真学习十八大、十八届三
中、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开展了群教活动整改落实回头看、三抓
一促、学习焦裕禄，争做好干部等主题教育活
动，确保了全省系统党员干部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
坚持抓作风、正行风，严格落实中央八项
规定、省委六条意见，同比发文减少 25%、发
函减少 10%，
“三公”经费下降 10%。其中，公
务接待费用减少 30%。
以作风建设为基础，行风评议为契机，全
省系统不断加强行风建设，
广泛听取服务对象
意见建议，明确了“四个一律”、
“四个 100%”、
“五个零”的工作要求，问责和纪律处分 130
人，形成了人人抓行风，人人树形象的浓厚氛
围，
有力整治了一批行风痼疾。

武汉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立“国家高新技术标准化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