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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主题紧贴发展 各项服务做到点上
山西省晋城市启动
“晋城质监百日行”活动
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学习宣传贯彻为 抓住强化事中事后监管这个关键点，探索 进行检验，甚至篡改报告数据等违法违规
主题，强化标准实施和监管，扎实推进示 建立健全以风险管理为基础的防范体系， 行为。
为了促进和推动“全国质量强市示范 范试点项目建设，深入推进技术标准战 以审批、申报、查验、监督抽查、检验、执法
九字思路落实行。以深入贯彻市质监
城市”创建工作扎实有效进行，进一步拓 略，全面提升先进技术和专利向标准转化 打假为手段的日常监督检查制度，提高监 局“强素质、上水平、保安全”工作思路为主
展质监工作，提升质监工作综合效能，发 的能力，助推产业升级。重点加大“国家 管效果。
旨，加大力度强素质，千方百计上水平，毫
挥好引领、服务、保障三大作用，山西省晋 标准文献共享服务平台山西服务站”推行
简政放权高效行。贯彻落实市政府 不松懈保安全，严格落实横向扩阵地、纵向
城市质监局决定从即日起至 2015 年 10 宣传应用力度，不断拓宽标准文献服务的 《关于印发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实体 上水平的工作要求，培育一流的人才，建设
月底，在该市质监系统开展由“八行”为主 领域，为该市各行业提供便捷高效的标准 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文件精神，重 一流的队伍，树立一流的管理服务理念，形
题组成的“晋城质监百日行”活动。
文献查询服务。
点做好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权限部分下 成一流的工作氛围，加快推进国家煤层气
转型跨越质量行。以推进该市创建
惠及民生计量行。以组织开展“计量 放，市局集中办理的城区、开发区组织机 质检中心、山西省（晋城）车用气瓶检验中
“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工作为主线，推 惠民生、诚信促和谐”双十工程为抓手，以 构代码证书权限改为属地办理。同时以 心建设力度，持续强化作风建设，不断提高
动质量强县（市、区）、质量强企、贯彻落实 道路交通和公用事业单位为重点，力争到 全面复制上海自贸区质监部门 3 项制度创 党的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努力打造
《质量发展纲要》、市长质量奖评选、落实 工程结束时该市各出租汽车公司、超限超 新为切入点，协调解决目前存在的一些技 “山西一流、全国知名”的政府工作部门。
企业主体责任、质量诚信建设等工作有效 载检测站、计量收费站、供水、供电、供气、 术性问题，尽快推开“组织机构代码实时赋 重点抓好《2015-2017 年提升综合业务素
开展，并引向深入。重点做好《质量状况 供热公司实现诚信自我承诺。同时，注重 码”、
“企业标准备案管理制度创新”和“取 质教育培训规划》的落实到位。
分析报告》的公开发布工作，引导和推动 加强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 消生产许可证委托加工备案”3 项改革政
晋城市质监系统将结合工作职能，找
重点企业主动发布《企业质量信用报告》。 的协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立计量检测 策的落地实施。
准助推转型、服务企业、保障民生的切入点
特种设备安全行。以组织特种设备 服务平台，提高产业计量的服务能力。
法治质监规范行。以认真践行“六权 和着力点，以引导企业转型发展、帮扶企业
安全“三大战役”，即电梯安全监管大会
严格监管整治行。以儿童用品等 8 治本”要求、依法规范工作行为为根本出发 提高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减轻企业负担、
战、油气输送管道专项整治攻坚战、燃煤 类产品为重点监管对象开展质量提升行 点，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全面正确履 造福晋城百姓为内容，通过开拓进企业、进
锅炉节能减排攻坚战为龙头，狠抓企业安 动，组织开展风险监测和监督抽查等产品 行职责，切实规范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各 社区、进超市、进市场、进农村、进校园、进
全主体责任落实，加大安全监察和检验检 质量专项治理活动，扩大工业企业产品质 类行政行为，做到依法履职、依法决策、依 景区、进广场等“八进”渠道，拓展质监工
测工作力度，加强隐患排查治理工作。重 量分类监管范围，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和不 法行政、依法用权。各技术机构要严格依 作范围和空间，推出各项服务企业、服务
点做好推行“96333”电梯应急平台建设 同风险的产品实行差别化监管，完善质量 法依规开展检验检测检定工作，确保工作 百姓的具体措施，并认真组织落实。
和电梯责任保险制度，走在山西省前列。 检验机构和汽车安检机构分类监管，进一 科学公正、报告准确可靠，坚决杜绝超范围
目前，该市质监系统已成立 13 个分
助推升级标准行。以切实抓好《深化 步强化实验室资质认定证后监管。重点 检验，不检验、不到场就出报告，不按规程 队，全面展开活动的组织实施。

□ 田建强

本报记者

秦海峰

河南扶沟

“三卡一员一联席”
加强廉政风险防控
本报讯 （李俊霞 记者孙中杰）河南省
扶沟县质监局紧紧围绕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进一步加大党风廉政工作创新力度，
在廉政
风险等级评估制度的基础上，
实施了
“三卡一
员一联席”制度，全方位构建廉政风险防控
机制，
取得明显成效。
“三卡”，一是服务企业联系卡，卡上印
有该局的工作职责、服务事项和办理流程
等，公布了咨询、投诉举报电话以及局长和
纪检组长的电话，
面向社会、
企业发放该卡，
让广大企业主和社会各界能够通过该卡了
解该局职能，
在遇到问题和情况时知道如何
咨询和投诉；二是勤政、廉政风险防控监督
卡，
以局纪检组的名义告知群众质监有关廉
洁从政的规定，在企业、行政相对人及服务
对象办理业务之初发放，
便于群众监督工作
人员的工作；三是廉洁风险防控提示卡，这
是发给各业务股（室）负责人的，
上面载明各
项业务办理有关规定等内容，
提示业务办理
人员务必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自觉做到廉
洁从政。
“一员”
，
即党风廉政监督员。扶沟县局
聘请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负责人
共计 26 人为质监党风廉政监督员，局纪检
组每月通过召开座谈会或电话联系的方式，
逐个征求党风廉政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
对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廉政风险等级评估；
党风廉政监督员也可以就发现的问题，
随时
与局纪检组进行沟通，做到问题及早发现、
苗头及时遏止、
违规违纪快速处理。
“一联席”
，
即和该县检察院联合成立了
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
设立了预防职务犯
罪联席办公室，
先后召开预防职务犯罪联席
工作会议 4 次，
形成预防职务犯罪联席工作
机制。
扶沟县质监局党组书记、
局长王银河告
诉记者，利用“三卡”晒“权责清单”，有效增
强了质监工作的透明度，
减少和避免了工作
中的漏洞，
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该制度实
施以来，累计发放联系卡、监督卡 500 余
张。聘请廉政监督员，
既强化了社会监督又
强化了内部监督，在质监部门和企业、群众
之间搭起了一座
“连心桥”
，
增强了廉政风险
管理的操作性和实效性。
“
‘三卡一员一联席’制度的实施，有效
加强了我局的党风廉政建设，
提高了行政执
法和专业报务水平，树立了服务高效、清正
廉洁的质监形象，
今年以来，
企业回访、
廉政
监督员反馈满意度均达到了98%以上，
为更
好地发挥质监职能，
服务该县经济快速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王银河说。

企业名称
武汉市天马实业总公司
武汉市喜乐乐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新力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市新洲区双益蔬菜食品加工厂
武汉市云安食品厂
武汉市知足者擦鞋服务有限公司
武汉威达通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武牙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辛地亚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新汉塑胶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新联服饰有限公司
武汉雅士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武汉亚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武汉一品天下茶文化会所有限公司
武汉优佳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友谊特康食品有限公司
武汉正大有限公司
武汉珈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隆县羊角正羊豆腐干厂
武平县鸿福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武平县桃溪镇启贵茶厂
武穴市一尖山泉纯净水厂
武夷山市金利美魔术道具专卖店
武夷山市三叶居茶厂
武夷山市山水岩茶研究所
武夷山市五洲红岩茶厂

内蒙古包头

邀请党校讲师
进行专题辅导

本报讯 （记者李 艳）为扎实推进“三严三实”专
题教育，近日，内蒙古包头市质监局邀请中共包头市委
党校讲师为该局全体党员进行了专题辅导。
讲师以“坚定理想信念，实现严以修身”为主题，站
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用质朴的语言、生动的事例和真
挚的情感，从什么是“三严三实”、为什么要开展“三严
三实”专题教育、怎样践行“三严三实”3 个方面入手，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背景、
深刻内涵和实现途径。
讲座中强调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是落实全面
治党，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制
度为本、传统为根、价值为魂”的原则来“严以修身”；从
树立正确的权利观、坚持秉公用权、自觉接受监督来
“严以用权”；用“铁规”
“自省”
“自慎”来“严以律己”；要
正确处理好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使谋事符合客观实际；以做“清白人、正派人、带头人、
贴心人”的标准落实“做人要实”的要求；树立勇于担当
的责任意识、
求真务实的作风，脚踏实地干好工作。
讲座内容深入浅出、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既有理
论阐述，又注重联系实际，使该局全体党员干部对“三
严三实”
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赢得全场共鸣。

湖北大冶

重点查处重型
车辆非法改装

本报讯 （魏 名）专用汽车和汽车配件关系到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规范专用汽车及零部件销售企业
经营行为，根据湖北省质监局统一部署，湖北省大冶市
质监局在该市范围内开展专用汽车及零部件销售企业
执法检查工作。
此次共检查汽车销售零部件企业 1 家，已委托湖
北机电院机械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现场抽取了产品型号
为 HJS3311D 型自卸汽车 1 台。经检验，该样车最大
允许总质量不符合 GB1589-2004《道路车辆外廓尺
寸、轴荷及质量限值》的要求，检验结果判定为不合
格。目前本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取证中。
今年，大冶市人大提议“关于从严整治道路‘三超’
行为”中明确“对发现的非法改装车辆按有关规定予以
处罚”，大冶局将以此次检查为契机，加大对道路重型
车辆超重超载行为的查处力度，并加强对企业质量安
全意识的宣传教育，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道路“三
超”行为整治工作。

山西大同

纪检监察干部
岗位大练兵启动

近日，北京市石景山区质监局组织开展了自动扶梯与自动人行道事故隐患排查专项执法检查。截至目前，该局已对在检
查中发现并存在安全风险的 3 家电梯使用单位下达了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不仅要求使用单位立即停止使用相关电梯，
同时还组织维保和制造单位对停用的电梯开展安全评估，以杜绝安全隐患。
吕 嘉 本报记者 宋平一 摄

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河北省石家庄市质监局循环化工园区分局积极推进“三证合一”
本报讯 （焦 强）
“原来要跑三四个
部门，而且需向不同部门重复提交证件
材料，现在“三证合一”整合资源，简化
了 办 理 流 程 ，提 高 了 效 率 ，原 来 需 要 花
十多天时间才能办完，现在一趟就能办
成 ，一 天 时 间 就 够 用 了 ，为 我 们 企 业 节
约劳动成本。”近日，河北石家庄循环化
工园区河北森杰建材有限公司取得首个
“三证合一”营业执照之后，经办人王小
凡这样欣喜地表示。
据了解，今年 7 月，河北省三证合一

厂商代码
69227609
69404250
69305757
69406040
69407360
69408541
69409963
69253332
69403984
69309210
69407363
69406038
69308308
69403456
69408358
69408405
69407157
69408004
69405879
69393678
69348504
69404867
69391263
69353846
69350067
69351464

信息播报

企业名称
武夷山市仙凡岩茶厂
武夷山市夷源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武夷山市中盛商贸有限公司
武夷山自然源食品有限公司
武义华康电器有限公司
武陟县新科农业种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詹店嘉威木业加工厂
五常市黑森畜禽加工有限责任公司
五河县孟家食府
五华县华惠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五华县全家福土特产经营部
五华县新桥吉祥腐竹加工厂
五原县绿源食品加工厂
五原县申禄食品饮料厂
五原县天一饮食制品厂
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都濡镇南门肉联加工厂
西安爱沃尔家用纺织品有限公司
西安奥力威化工有限公司
西安奥瑞金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德富祥餐饮有限公司
西安恒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可来运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林产化学工厂
西安龙黄医药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绿谷制药有限公司
西安麦迪克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登记改革制度正式实施，
“ 一口受理”工 对接三网融合，实现信息互联共通。
作机制在循环化工园区落地开花。为推
同时，该分局代码办还围绕自身职
进三证合一工作，石家庄市质监局循环 能做好软件更新、网络升级、设备添置、
化工园区分局代码办积极与循环化工园 人员培训等前期准备工作，最终实现了
区工商分局、税务分局等相关部门通力 “一表申报、一口受理”。对此，该分局
合 作 ，积 极 探 索 ，对 新 办 登 记 所 涉 及 工 相 关 工 作 人 员 表 示 ，
“ 三 证 合 一 ”的 运
商 、质 监 、税 务 等 相 关 资 料 进 行 简 并 合 行 ，进 一 步 优 化 了 审 批 流 程 、简 化 了 审
一，打造“一表申报、一口受理”的高速 批 手 续 、缩 短 了 办 结 时 间 、提 高 了 办 事
通 道 ；明 确 部 门 间 的 后 台 交 接 流 程 、数 效率，大大压缩和减轻了企业申办证照
据传递标准以及操办时限等细节，以互 的 时 间 ，打 通 了 服 务 群 众 的 最 后 一 公
联网、政务网、办公网为基础，实现无缝 里。

厂商代码
69352694
69410084
69356848
69408384
69409383
69351843
69410314
69407056
69405626
69404406
69406118
69408096
69408355
69404938
69404882
69357490
69357183
69253508
69408632
69255691
69308205
69307382
6910406
69403459
69203458
69404263

企业名称
西安市茶叶公司
西安市红光造纸厂
西安市渴望茶业有限公司
西安市莲湖区大兴食品厂
西安市临潼区渭北福利酿造厂
西安市秦宴食品厂
西安市三泰卫生制剂厂
西安市山里人山货土特产有限公司
西安市十九粮油食品贸易总公司连锁公司
西安市未央区嘉益食品厂
西安市阎良区西秦芦荟发展有限公司
西安市雁塔区玉龙食品厂
西安市中通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市中医瘫痪研究所
西安市灞桥区利华彩印包装厂
西安万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仙鹤堂保健品有限公司
西安新雁味精食品有限公司
西安幸福织巾厂
西安雪娃娃食品厂
西安易初堂健康用品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益尔佳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西安荻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萃生药业有限公司
西藏拉萨圣雅药业中心
西藏蔬菜副食生产技术开发公司

69305593
69255932
69353231
69304884
69406345
69255634
69409592
69404975
69256867
69358044
69353625
69355158
69257697
69406026
69409335
69405276
69408770
69256379
69409334
69355022
69257705
69409333
69405101
69307075
69226561
69254999

西昌市茂源酿造厂
西昌市茂源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城东宏辉粮油批发部
西宁高原亮点商贸有限公司
西宁憨老大食品厂
西宁三园饮品酿造有限公司
西宁市城中区同发清真食品加工厂
西宁腾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唯佳纸业有限公司
西双版纳皇贡茶厂
西湾乡双溪村麻油厂
西峡县福久酱油厂
锡林浩特市蒙宝源食品加工厂
霞浦县冠利食品加工厂
霞浦县闽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峡江县青池蔬菜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贝贝绿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国贸茶业有限公司
厦门海映科技有限公司
厦门锦江电子有限公司
厦门科斯特节水设备有限公司
厦门立业卫浴工业有限公司
厦门南洋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奇济生物医药工程有限公司
厦门市安堂建筑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湖里区华阳纸品厂

本报讯 （贾建宇 记者秦海峰）日前，山西省大
同市质监局召开全系统纪检监察干部岗位大练兵动员
大会，标志着该局为期 5 个月的纪检监察干部岗位大
练兵活动正式启动。
开展此次纪检干部岗位大练兵活动，旨在进一步
适应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形势、新任务，引
深“三严三实”教育，落实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要求，
有效加强质监系统纪检监察干部自身建设，提升纪检
监察干部业务能力素质。
为了搞好此次学习培训，该局专门成立领导组，制
定了学习方案，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编印了《大同市
质监局纪检监察干部业务大练兵资料汇编》。培训内
容分为掌握基本理论、熟悉应知应会、提高基本技能三
大内容。在掌握基本理论方面，突出了中央、省、市各
级领导关于党风廉政建设讲话及会议精神、法律法规
理论等内容；在熟悉应知应会方面，突出了职能及规定
要求和落实监督职责内容；在提高基本技能方面，结合
基层纪检干部的实际，突出了文件编排传送、对举报信
件的处理、核实线索和参与案件调查相关规定及拟定
文书等基本技能。
开展业务练兵活动，将充分调动全体纪检干部参
与学习业务知识的积极性，大兴学习之风，苦练基本
功，使该局全体纪检干部熟练掌握履行职责所需的业
务知识和基本工作技能，在履职过程中做到懂程序、会
操作、讲纪律、守规矩，切实解决“干什么”和“怎么干”
的问题，实现从“必须干、愿干、敢干”向“能干、会干、干
好”的转变，真正成为各自岗位上的行家里手，努力打
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厂商代码
69406952
69408250
69405474
69408093
69357195
69304102
69305722
69306949
69405711
69404593
69357951
69407462
69408346
69393844
69409071
69307739
69407065
69308597
69409798
69403647
69358216
69405947
69308599
69353514
69307891
69353344

企业名称
厦门市集美区厦义食品厂
厦门市粮油供应公司
厦门市思明区金锦蛋店
厦门市同安红磨坊食品厂
厦门市同安美味食品厂
厦门市翔安区品味鲜蔬菜食品厂
厦门市依利得工贸有限公司
厦门市宜才日用品有限公司
厦门市知生源蜂业有限公司
厦门厦华村岛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厦门英迪商贸有限公司
厦门永升化工制品有限公司
厦门玉山源食品有限公司
厦门馥露迪雅日用化学有限公司
夏津县鲁安禽业生产合作社
夏津县兴军香油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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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代码
69357059
69404815
69407072
69404816
69308836
69303845
69407853
69407852
69356355
69356353
69405944
69358217
69357423
69404818
69408867
694050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