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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 
 

 

辽市监办发〔2020〕63号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 

深化质量提升行动开展质量服务 
进万企活动方案的通知 

 

各市、沈抚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现将《深化质量提升行动 开展质量服务进万企》活动方案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当地质量工作实际，认真做好贯彻执行。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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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质量提升行动  
开展质量服务进万企活动方案 

 

为进一步深化全省质量提升行动，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

助力企业全面复工复产达产，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据《市

场监管总局关于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全

面复工复产达产的通知》（国市质监质〔2020〕78号）和《辽宁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认真履行市场监管职责落实统筹推进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辽市监办发

〔2020〕45号），制定此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改革创新质量工作方式，坚持

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完善质量督查考核机制，进一步优化质量

发展环境，激发企业改革创新活力和市场竞争能力。强化市场监

管服务职能，进企业、到现场，为市场主体提供市场监管一揽子

服务政策，努力帮助企业纾困减负，推进全面复工复产达产和高

质量发展，保障疫情防控用品质量安全，充分发挥质量标杆示范

作用，实现重点行业和区域质量提升，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 

二、主要任务 

（一）凸显地方质量特色。按照市场监管总局和省局真抓实

干成效突出有关部署，推动地方质量工作改革创新。充分发挥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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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积极探求本地区产业发展优势，统筹推

进、有序实施，通过开展行业质量提升等形式，总结具有引领性、

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形成特色鲜明的区域质量发展模式。 

（二）开展质量主题活动。积极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业

追求质量、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氛围，努力强化公众质量意识，

推动形成质量共治局面。认真筹划开展“质量月”“质量开放日”

等质量主题活动，提早谋划、精心部署、全面动员，促进交流提

升，引导学习互鉴，从质量提升、质量宣传、质量整治、消费维

权、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多角度展示质量工作成效。 

（三）深化质量提升研究。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

化产业发展布局、形成质量提升创新体系，开展行业质量提升专

题研究，突出课题研究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为保证研究报告的质

量，可多层次、多角度、多方位、多渠道利用现有资源，联系相

关力量参与研究工作。认真分析本地区产业发展特点和优势，找

出薄弱环节和短板问题，破解行业发展难题。 

（四）制定落实扶持政策。通过调研走访、电话、微信等形

式联系对接企业，了解企业在市场准入、质量提升、产权保护等

方面需求，制定市场主体政策包。梳理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

法规，制定市场主体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法律义务和禁止性行为

系列清单。制作相关企业产品“标识通”，规范企业产品质量标识。

省局组织编撰《质量服务进万企—政策工具集装箱》，为企业提供

涉及市场监管领域的综合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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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确质量提升举措。着力推广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和企

业典型经验，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建立健全质量管理体

系，提高质量管理实力、科技创新活力、市场竞争能力。鼓励企

业设立首席质量官，构建以质量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发挥行业协

会作用，主动帮助企业对接上下游，畅通产业循环、市场循环、

经济社会循环。 

（六）实施“一企一书一策”。围绕防疫用品及原材料生产、

地方支柱性产业、脱贫攻坚乡村产业、监督抽查和举报投诉反映

的突出质量问题等行业领域，深入实施“一企一书一策”，帮助企

业复工复产和产品质量提升。鼓励通过标准比对、企业内部实验

室比对、质量攻关、质量创新、质量培训等活动，找准比较优势、

行业通病和质量短板，对中小微企业进行精准帮扶指导。 

    （七）优化计量技术保障。开展“优化计量促振兴”专项行

动,围绕辽宁振兴实体经济发展需求，不断提升计量服务质量水

平。督促机构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三优先，五服务”具体措施，

加强对计量服务中小企业典型案例的宣传推广。组织机构开辟中

小企业绿色服务通道，帮助中小企业夯实计量基础，助力企业复

工复产。 

（八）突出标准规范引领。积极主动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提

供标准查询等供给服务。鼓励企业对标达标，引导企业制定严于

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并在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平

台上全面准确完整公开其产品的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强化对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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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标准的监督检查，督促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 

（九）发挥合格评定作用。开展口罩、防护服等防疫用品认

证专项整治，全过程进行帮扶指导。推行高端品质认证，选择装

备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开展特色认证。推动绿色产品和绿色建

材认证，推广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经验。支持检验检测机构加大

人员投入，在严格遵循规程前提下，以最快速度出具检验报告，

最大限度满足防疫需求。鼓励检验检测机构创新服务模式，为民

营企业提供政策咨询、技术咨询、共享实验室和技术培训等专业

化一站式服务。 

（十）创新质量监管模式。深入实施“双随机、一公开”监

管，探索实施跨行业、跨部门联合监管，真正实现“进一次门、

查多项事”，推动监管效能最大、监管成本最优、对市场主体干扰

最小。对抽查发现的违法失信行为，纳入部门联合惩戒范围，发

挥联合惩戒的震慑作用，以增强市场主体守法自觉性。突出做好

危化品、防疫用品、日用消费品、重点工业产品等质量监督检查，

严厉查处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开展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获

证企业监督抽查，重点检查原材料把关、水压试验等环节，督促

企业落实质量安全主体责任。 

三、其他事项 

    各市局要予以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确保质量提升措施

落实到位，服务进万企活动抓出成效。及时总结经验，加强宣传

推广，强化示范引领。对质量工作成效突出，创造典型经验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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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局，将在真抓实干成效突出明显地方激励工作中予以优先推荐。 

    请于 11 月 20 日前，将本地区开展活动总体情况，及附件 2

所列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报送省局质量发展处。联系人：关

铁山，电话：96315-1-2517，邮箱：ln_zlc@126.com。 

请从 8月起，于每月 30日前，将附件 3《2020年质量服务进

万企活动情况统计表》，报送省局质量监督处。联系人：聂洪伟，

电话：96315-1-2615，邮箱：lnszljd @163.com。 

 

附件：1.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深入开展质量提升行动促进常态 

化疫情防控和全面复工复产达产的通知（国市监质 

〔2020〕78号） 

2.各市局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项目一览表 

3. 2020年质量服务进万企活动情况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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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市局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项目一览表 

市局 重点行业 报告标题 

沈阳 

食品制造 沈阳市食品行业质量提升报告 

汽车制造 沈阳市汽车产品质量提升报告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沈阳市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质量提升报告 

公共服务 沈阳市公共服务质量提升报告 

大连 

互感器 强化质量提升 发挥品牌优势  

轴承制造业 稳步提升轴承产业发展质量 助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电子行业（智能制造） 智能制造突破 推动质量强区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持续推进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质量提升 做大做强高新区优势产

业 

鞍山 

菱镁 鞍山市菱镁行业质量提升报告 

装备制造 鞍山市装备制造行业质量提升报告 

食品 鞍山市食品行业质量提升报告 

抚顺 

工业 待定 

服务业 待定 

旅游业 待定 

本溪 

餐饮行业 本溪市餐饮质量提升行动专题报告 

医药 规范炮制在中药饮片质量控制中的现状及对策 

电梯 提升电梯维保水平确保人民财产安全 

丹东 

食品 丹东市食品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汽车零部件 丹东市汽车零部件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仪器仪表 丹东市仪器仪表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锦州 

农产品 农产品质量提升调研报告 

制造业 制造业质量提升调研报告 

大数据产业 锦州推进智慧城市建设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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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局 重点行业 报告标题 

营口 

汽保 关于开展汽保产品质量提升的调研报告 

耐火材料 关于开展耐火材料质量提升的研究报告 

米业加工 关于开展米业加工质量提升的调研报告 

塑料包装 关于开展塑料包装产品质量提升的研究报告 

蚕丝 关于开展蚕丝产品质量提升的研究报告 

食品相关产品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提升食品相关产品企业质量管理水平 

阜新 

服务业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促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报告 

建设工程 强基础 重措施 抓落实 全面推动建设工程高质量发展 

辽阳 

装备制造业 待定 

化工 待定 

温泉旅游 待定 

铁岭 

橡胶密封制品产业 打造铁岭橡胶区域品牌 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梅花鹿产业 助力产业提升 打造中国鹿乡品牌 

朝阳 

调味品加工 调味品加工业产品质量提升 

复混肥 复混肥产品质量提升 

盘锦 

石化及精细化工产业 盘锦市石化及精细化工行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农业 盘锦市农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服务业 盘锦市服务业质量提升专题报告 

葫芦岛 

服装（泳装） 关于我市泳装产业质量状况及发展对策 

流体输送设备（泵产品） 关于我市流体输送设备产业发展专题报告 

农产品 关于促进我市农产品优质供给的措施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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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 年质量服务进万企活动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2020年    月    日 

制定市场主体政策扶持包，强化“服企满需”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名称 备注 

发放质量服务进万企 

宣传手册 

    

    

    

实施“一企一书一策”，抓好产品质量提升 

具体内容 服务对象名称 备注 

质量提升特色产业 

    

    

    

质量提升重点企业 

  （帮助解决问题多少条） 

    

    

制作质量提升建议书 

  （帮助解决问题多少条） 

    

    
 

填表说明:  

1.服务对象名称中填写全部具体服务企业名称或特色产业，服务对象较多的可加行； 

2.备注栏填写对具体服务企业或特色产业的开展服务的具体情况，如开展的形式等。 

 

 

 

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0年 7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