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责任编辑 孙 圆
电话：
010－
010
－84636699-8059
电子信箱：
zlbzjxw＠
zlbzjxw
＠126.com

2015 年 8 月 18 日
星期二

China Quality Daily

标准的
“专业户”

信息播报

宁夏

广州市特种承压设备检测院通过标准化提高安全技术保障支撑作用
务发展，不注重标准研究的现状，该院在绩
□ 本报记者 沈 洪
效考核中，
把标准化工作成效纳入业务部门
近年来，广州市特种承压设备检测院 考核内容，解决了业务部门长期“一条腿走
（以下简称承压院）在标准化战略的引领 路”
的难题，
实现了
“双轮驱动”
。
下，围绕服务地方经济建设，以技术机构检
在标准研究工作组织化上，
该院设置了
测平台为支撑，以“创新管理、重点突破、服 专门的标准化管理部门和岗位，
成立了以无
务发展”为目标，不断提升标准化工作的能 损检测、锅炉、容器等 9 个专业委员会为核
力和水平，使主导和参与国家、行业和地方 心的专业团队，
并结合设在该院的广东省锅
标准达 69 项，成为制定承压特种设备标准 炉传热介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29）
的“专业户”
。
和广东省非金属压力管道元件标准化技术
该院通过创新标准工作管理模式，
突出 委员会（GD/TC90）两个标委会共同开展标
针对性，把标准化工作成效纳入考核内容， 准研制工作，同时，建立了专业委员会考核
以 9 个专业技术委员会团队为核心，
建立标 与退出机制，
初步形成了标准研究的长效机
准管理和研究的制度化和组织化，
在主导和 制。
同时，
该院注重标准的实效性和应用性，
参与国家、
行业承压特种设备类的标准的制 建立了科技研发、
技术标准研制与产业化应
修订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标准 用一体化结合的模式。
管理工作制度化上，该院颁布了《科研与标
近几年，该院为深入开展技术标准体
准管理手册》，对标准的立项、研究、经费投 系项目研究，把体系研究与标准研制结合
入、奖励等做了规定。针对业务部门注重业 起来，不仅建立健全了与我国经济社会发

湖南常德

展水平相适应的行业技术标准体系，而且
在服务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促进设备安
全节能方面发挥了支撑保障作用。例如制
定的 13 个国家、行业、地方防腐蚀压力管
道元件安全性能等标准，填补了国家标准
体系的空白。企业采用系列标准之后，产品
合格率得到很大提高，返修率降低了 5%
以上，取得直接和间接经济效益每年在 5
亿元以上。
为深入推进科研与标准研制同步，该
院通过建立标准与科研紧密结合工作机
制，把科研作为标准研制的重要载体，积极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技术标准。该院结合
研究的科研项目情况，把标准研制实施作
为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的重要措施，积极
开展标准实施效果评价和结果运用研究。
近几年，在完成的 20 个科研项目中，88%
的项目成果都有标准研制，提高了标准的
科技含量。

为深入推进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
和标准产业化，承压院以质检总局科技项
目研究成果和发明专利为载体，积极推进
自主创新成果的快速标准化、产业化。多项
成果实现了产业化生产，在全省近百家工
业锅炉及热力系统应用，每年为锅炉用户
实现 2%～3%的节能、节水、减排，有效支
撑了该院的竞争能力和业务市场的拓展。
通过围绕标准节能管理工作目标，突
出针对性。该院按照面向市场、突出实用的
要求，在坚持先进性、有效性和实用性相互
兼顾的原则下，从健全完善标准体系、填补
标准空白方面大力开展有针对性的标准研
究。尤其是结合检验服务的设备制造、节能
降耗、质量安全方面标准实际状况，把标准
研制的重点放在安全与节能上，使研制的
标准在节约资源、保障设备安全运行，促进
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解决
了标准缺失、
滞后的问题。

有一种快乐叫付出

安全高于一切
打假绝不手软

本报讯 （李上海 记者王融国）湖南
常德市一生产电线电缆企业胆大包天，
在被停发生产许可证和执法人员检查
后，
仍照常生产。
日前，
被上门检查的质监
执法人员逮了个正着。
位于常德市汉寿经济开发区的湖南
省阳泰电线电缆有限公司是一家号称自
己的产品具有
“航天品质安全更有保障”
的企业。
然而，
该公司却因为生产条件及
设备达不到要求，
获得的两份3C认证证
书于6月18日被认监委暂停，
不得生产
相关型号的电线电缆。
7月上旬，
湖南省
12365 投诉举报热线接到投诉，
称该公
司正在生产未获得生产许可证的聚氯乙
烯绝缘电力电缆。
接到举报后，
湖南省质
监局稽查局的执法人员立即前往该公司
进行执法检查，
发现情况属实。
当即对正
在生产的、
无证的 VV 3×4mm2 电力电
缆、
被停证的 BV4mm2、
BVR2.5mm2 等
3种规格型号的电线电缆进行了封存并
抽样送检。
7月29日，
湖南省电线电缆产
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检测出具了检验报
告，
3种规格型号的电线电缆无一合格。
没想到的是，
当湖南省质监局稽查
局和常德市质监局执法人员于7月30日
再次来到该公司时，
100多平方米的厂房
内，
生产设备轰轰作响，
工人们也正在挥
汗作业。
与地上到处堆着的生产原料形
成对比的是厂房角落里贴着封条的电线
电缆，
正清楚地提醒着企业负责人不要
违法生产。
然而，
在现场，
执法人员共找到
了该公司库存无生产许可证、
3C认证证
书暂停期间生产的不合格产品，
以及早
前封存的电线电缆共计货值金额5万余
元。
湖南省电线电缆产品质量监督检测
中心的负责人介绍，
此次检验的3个规格
的电线电缆的不合格项为导体电阻、
绝
缘最薄处厚度、
老化前抗张强度、
老化后
抗张强度等指标，
均是反映电线电缆传
输性能的重要指标。
这些不合格指标一
是反映生产厂家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
料，
降低产品生产标准，
生产过程控制不
够；
二是生产厂家为节约成本，
采用较差
的绝缘、
护套材料，
轻则缩短电线电缆的
使用寿命，
重则形成短路，
造成火灾。
近年来，随着分类监管等措施的
出台，电线电缆产品质量也在稳步提
高，但趋利心态仍会让一些企业铤而
走险，以身试法。湖南省质监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要充分发挥 12365 投诉举
报热线的作用，通过各种途径，发动全
社会都参与进来，成为监督员，一方面
让不法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另一方面也让生产企业不抱侥幸心
理，
严格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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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障节会
切实保障节会
期间特设安全
期间特
设安全
本报讯 （王 军 特约通讯员杨秉卓） 第二届
中阿博览会将于 9 月在宁夏银川市召开，宁夏质监局
认真履职，全力保障节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
一是及早谋划。该局年初召开了全区特种设备安
全监察会议，部署中阿博览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保障
工作，并将该工作纳入各单位效能目标考核内容，推
动工作落实。二是突出重点。印发了 《自治区质监局
关于做好第二届中阿博览会期间特种设备安全工作的
通知》，针对重点地区和重点环节，开展隐患排查和
理治行动。认真总结历次中阿论坛、中阿博览会期间
特种设备安全保障工作中好的做法和不足，督促银
川、吴忠等重点地区做好保障措施、应急队伍、应急
演练、应急值守等方面工作。着重检查主要接待宾
馆、活动场所，以及大型商场、餐厅、娱乐场所和旅
游景点的在用特种设备。三是精准发力。为了使电梯
使用单位的安全主体责任更加明确，该局制定了 《电
梯使用单位安全管理规范》 等地方标准，计划在中阿
博览会期间，在银川、吴忠两市推行电梯使用标准化
管理，确保电梯管理规范、安全运行。

山西长治
山西
长治

——河北沧州市质监局驻村干部刘景强 3 年驻村工作纪实
□ 申 萍 兰莹莹
本报记者 王 越
在他被磨得有些残缺的驻村工作日
记上，记者看到这样一段话：
“ 我本是平
凡世界里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将近 3 年
的驻村工作，让我原本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3 年的坚守，我并不是走
过场，而是学会了与群众交朋友，和他们
成为亲人。从‘驻村干部’变成百姓口中
的‘老刘’，再到慢慢‘驻’进村民的心里，
这些年，
我很充实，也很快乐。”
写日记的人是刘景强，河北沧州市
质监局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连续 3 年作
为驻村干部开展帮扶工作。千余篇的“驻
村日志”
“ 民情日记”成了他驻村生活的
真实写照。
“崔庄子村基础设施薄弱，是一个纯
农业村，以种植农作物为主，缺乏养殖业
等特色产业。”翻开刘景强的第一个驻村
民情日记本，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崔庄子
村的村情概况。
图为刘景强和村民们商量生产建设。
兰莹莹 摄
2013 年 3 月，刘景强走出市直机关
单位，搭上驶往河间的班车，开始了他的
驻村生活。刚到崔庄子村，他就被浇了冷 瑞不仅医术好，而且人品也好。他自己掏 慨地说。
水。
“ 驻村干部象征性地来几天，办不了 钱买礼品，三番五次登门邀请王希瑞，到
“工作对待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只
实事。”第一次去村民家了解情况时，村 崔庄子村当村医。因跨县行医需要上级 是形式、内容和状态的不同，你如何对待
民不屑地对他说。
部门同意，刘景强又多次跑到乡卫生院、 它，它就如何对待你，难得的是信任二
为尽快熟悉村情民意，拟定驻村帮 县卫生局申请。在驻村工作结束后的几 字。”在刘景强的第 3 本驻村日记里，他写
扶计划，刘景强随身携带《干群联系工作 天，刘景强接到了村民的电话，村里的卫 道，
“因为局领导的信任，今年 4 月，我第
卡》，收集乡镇各部门政策宣传资料，穿 生室重新营业了。
3 次被派驻村——献县高官乡刘庄子村
梭于乡村角落、田间地头，宣传党的惠民
2014 年 2 月底，眼看着驻村工作即 进行帮扶工作，我一定不负众望，完成使
政策，
为群众解疑答惑。
将结束，局里考虑到刘景强有驻村经验， 命。”
驻村工作的晚上是寂寞的，可刘景 第二次派他驻村，到任丘市石门桥乡张
连续 3 年的帮扶工作让刘景强感到，
强过得特别充实，去百姓家里拉家常、话 村进行帮扶工作。他的行李没有“回家”， 给钱给物不如帮助农民找到致富路。为
发展，了解百姓疾苦忧愁、群众所思所 直接被他拎到了张村。
激活村里的经济活力，刘景强详细调查
盼。夜深人静时，思索着怎么帮老百姓解
刚到张村，正赶上村里修路，刘景强 刘庄子村的水土、传统种植，请教当地创
决那些棘手问题，并打电话向朋友请教。 马上投入到村路的规划、设计、建设、施 业致富能手，探索群众致富的新路子，确
“重排村东头的电线、安装路灯、修路，羊 工等工作中。他还和工作组其他成员为 定适合发展种养殖项目。刘景强和工作
群养殖要形成产业链，发展特色生态产 村中的基础设施建设捐款，献一份力。为 组抓住温氏集团落户献县这一机遇，几
业……”刘景强的驻村工作仿佛一夜间 了提高张村链轮工业标准化生产，刘景 番与温氏集团协商，最终该集团的两座
被排得满满的。
强特意回“娘家”几次，在市质监局相关 猪舍项目落户在刘庄子村，村里的几个
“驻村不仅是身驻，更要心驻，从细 科室的帮助下制作了 100 份企业情况调 养殖大户率先加入。
微的工作出发，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帮难 查表，发放给石门桥工业区的企业，整
“看到养猪产业在刘庄子村慢慢形
解困。”刘景强在日记里写道，要真正走 理、反馈、解决企业生产中的行业标准问 成，我感到了无比的快乐。”刘景强说，现
进村民心里，
需要不断地付出。
题，提高产品的标准，为产业转型升级 在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到养殖行列。刘
“看病难”曾是困扰崔庄子村的一件 “问诊把脉”
。
景强和工作组还主动争取省、县、乡种植
大事，村卫生室因村医年纪大，不能正常
“刘景强把村里的事当成自家的事， 养殖扶贫项目和资金，组织养殖技术骨
应诊，村民买药、看病需要跑到几里外的 把群众当自己的家人，实实在在地做事， 干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村民产业发展技
邻村。刘景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 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市直干部脚踏实地 能，刘庄子村的村容村貌正悄然发生变
四处打听，得知沧县附近一村子的王希 的工作作风。”张村党支部书记张香随感 化，群众脱贫致富信心更加坚定。

实施车用气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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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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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红波 记者秦海峰） 为加强车用气
瓶和燃气车辆充装站安全监督管理，依据 《气瓶安全
技术监察规程》 相关规定，自 2015 年 8 月 1 日起，
山西长治市将对全市 CNG （压缩天然气） 车用气瓶
发放和粘贴电子标签，实施车用气瓶信息化管理，实
现车用气瓶电子标签化管理和 CNG 充装站自动充装
管理。
据悉，所有在长治市注册的 CNG 双燃料机动车
车主，需携带车用气瓶使用登记证、气瓶合格证、气
瓶检验报告和机动车行驶证 （如有信息变更的携带车
辆登记证），到长治炬能化工气体有限公司粘贴车用
气瓶电子标签。
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具有工作压力高
（20MPa）、使用环境恶劣、使用在人员密集场所等
特点，车用气瓶信息化管理系统将实现车用气瓶充装
安全自动控制，CNG 双燃料机动车在加气时，气瓶
充装操作人员必须用手持机读取粘贴在车用气瓶上的
电子标签，将信息传至系统控制中心，控制中心会对
气瓶安全信息进行判断，对于未办理使用登记、超过
检验有效期的气瓶由电子系统控制，自动拒绝加气，
从而可以有效降低车用压缩天然气钢瓶不登记、不按
期检验带来的安全隐患，有利于促进充装单位和燃气
车辆用户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大大提高车用气瓶安全
监管水平。
据悉，长治市已运营的 CNG 充装站将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前完成加气机调试及试运行工作，该市计划
于 2015 年 10 月正式启动车用气瓶自动充装控制系
统。

江西宜春
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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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能效标识
开展能效标识
专项监督检查
专项监
督检查
本报讯 （陈国国 记者龚琛虎）近日，为了响应江
西省质监系统开展能效标识专项检查行动，宜春市质
监局结合该市实际，组织质监系统执法人员对在辖区
内生产、销售的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进行了专项执
法检查。
据了解，此次检查中，宜春市质监局共检查了电冰
箱、空调、洗衣机、电磁炉、自镇流荧光灯 5 种品牌 243
台不同型号的产品，重点检查了列入国家能源效率标
识管理目录的产品，其中包括海尔、美的、帅康等品牌
家用。经检查，该市区域内所有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销
售商所销售的产品都标注了能效标识，均未发现伪造、
冒用能源效率标识的违法行为。
此次执法检查中，该局执法人员还向消费者宣传
了国家能效标识的有关规定，引导消费者选购节能产
品，督促有关销售者遵守能效标识管理制度，提高了广
大消费者的节能意识。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公告
经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核准，以下企业的中国商品条码厂商识别代码已注销
以下企业的中国商品条码厂商识别代码已注销，
，并取消其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资格。名单如下：
并取消其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资格。名单如下：
详情可至中国物品编码中心网站（www.ancc.org.cn
（www.ancc.org.cn）
）查询
企业名称
仙居县大昌日用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东方食品有限公司
仙桃市味雄芳调料有限公司
仙桃市仙帝小磨香油厂
咸阳汪洋饮品有限公司
咸阳威力克能源有限公司
献县绿源村枣业有限公司
献县永兴食品厂
香格里拉县茂昌商行
襄樊博康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襄樊蓝马食品厂
襄樊三结义酒业有限公司
襄樊市龙洲面条加工厂
襄樊叶思服饰有限公司
襄汾县泽宇粮食购销有限公司
湘潭恒丰造纸厂
湘潭市国宏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湘潭市兴奥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湘潭市雨湖区乌石寨食品厂
湘潭市雨湖区晟丰食品厂
湘潭县染色造纸厂
湘潭县易俗河林峰造纸厂
湘乡市新湘路泓晟洗涤用品厂
祥兴(泉州)食品有限公司
响水县阳光塑胶厂
象山石浦东方水产有限公司

厂商代码
69404621
69255984
69355571
69306046
69408226
69303535
69410367
69404458
69256375
69407790
69407370
69357246
69355964
69409125
69405521
69308315
69404795
69410190
69403600
69404809
69308323
69354162
69404799
69203870
69403657
69352030

企业名称
萧县冠生园蜂蜜厂
小景谷茶厂
孝感市宝露宝饮品有限责任公司
孝感市恒通食品有限公司
孝感市开发区康盛一次性加工厂
孝感市米酒厂
孝义市嘉禾工贸有限公司
谢区爱爱食品加工厂
辛集市路南街脆多福食品厂
辛集市赛牛皮业制衣有限公司
新蔡县阳光生物科技保健品有限公司
新昌县嘉兴烟雨斋粽子有限公司
新昌县土佬哥食品加工园
新昌县味香源调味食品有限公司
新都区斑竹园镇兴盛食品厂
新都区大丰佳龙洗涤用品厂
新都区军屯镇蓉冠食品厂
新都区龙桥镇恒康塑胶制品厂
新都区龙桥镇新口味食品厂
新都县新繁镇青龙泡菜厂
新华锦集团青岛锦川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新晃县夜郎中山汽酒厂
新疆阿得利番茄制品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阿勒泰地区油脂有限公司
新疆巴州红石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食品分公司
新疆佰利恒天然物产有限公司

厂商代码
69304778
69404756
69205304
69404481
69407393
69204303
69406030
69357639
69354062
69408198
69409183
69405094
69308045
69307202
69353710
69406641
69308931
69407918
69407019
6910337
69407701
69352079
69351863
69403587
69403591
69306579

厂商代码
新疆嘉娜妮商贸有限公司
新疆三乐乳制品有限公司
新疆吐鲁番高昌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新疆五家渠天山油脂有限责任公司
新疆银都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新津县思鑫洗涤用品厂
新乐市鑫宏糖厂
新民市兴和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新泰市博远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新纤滢服饰(上海)有限公司
新乡捷丰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哈利奇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红旗健东市场钱记香油坊
新乡市红旗领鲜食品厂
新乡市华华脆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康特神保健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梦洁纸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蒲丰制粉有限公司
新乡市天丰调味品厂
新乡市万家康油脂有限公司
新乡市惜源纯净水厂
新乡市亚太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榨油厂
新兴县万事兴食品有限公司
新兴县新城镇勇发果品厂
新野县沙堰花生山贸易商行

69404731
69352526
69255681
69356461
69310023
69409584
69405141
69404861
69405522
69409543
69224534
69355788
69405867
69355783
69404427
69405905
69355966
69353599
69256652
69355203
69408041
69354467
69255408
69204876
69203576
69405876

企业名称
新野县兴业生化厂
新沂市菇督食品厂
新沂市昭戎粮食加工厂
新郑市黄水路冰之源纯水厂
新郑市邱氏食品厂
新郑市石榴园食品厂
新郑市燕兴实业有限公司
忻州市忻府区国营第一食品厂
信阳市浉河区天枫茶场
信阳市复兴酒业食品厂
信阳市明港超群食品厂
信阳市明港守超空心挂面厂
信阳天湖春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星岛(延边)绿色产业有限公司
兴化市三人行米业有限公司
兴化市有机化工二厂
兴平市喜香源糖果食品厂
兴祥饼厂
邢台可润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邢台市桥西田原食品厂
行唐县山芝果脯厂
行唐县永敏果脯厂
修水县奉香精制米厂
修武县云台土特产品商贸有限公司
徐德福面条厂
徐水县康泰纸厂

厂商代码
69204285
69405352
69356156
69353949
69404748
69407004
69204289
69204469
69404420
69358170
69355205
69408051
69355684
69257786
69304794
69354689
69407803
69408585
69408653
69406219
69410234
69404449
69357158
69357618
69354267
69307908

企业名称
徐州百珍堂土特产有限公司
徐州保禄卫生用品技术研究所
徐州恒瑞隆食品厂
徐州恒天乳业有限公司
徐州青龙山活水饮品有限公司
徐州三润科技产业有限公司
徐州市光辉食品加工点
徐州市老牌酒业有限公司
徐州市顺佳商贸有限公司
徐州市泰康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徐州市天地和工贸有限公司
徐州市天祺贸易有限公司
徐州市新淇麟饮料厂
徐州天荣医疗通讯设备有限公司
徐州通源调味品厂
许昌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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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04607
69304641
69409734
69310154
69409740
69410021
69304619
69308581
69405111
69253626
69406139
69352240
69408233
69303580
69307670
69352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