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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是我省全
面推进“四化两型”建设的关键阶段。

在湖南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进一
步加强计量工作的意见》和召开全省计
量工作会议前夕，副省长刘力伟就计量
工作要求全省广大计量工作者紧紧围
绕省委、省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
认识计量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
计量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需要通过加强工业计量工作，促
进企业的产品质量和竞争力的提高，
提升发展水平； 需要通过加强科技计
量工作，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增长
方式，实现又好又快发展；需要通过加
强法制计量工作， 促进计量行为的规
范， 为各行各业提供准确可靠的计量
数据，为公平交易和人身健康、生命安
全提供保证，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理
念；需要通过加强能源计量工作，促进
节能减排统计、 监测和考核体系的完
善，实现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和资源
综合利用的目标。 ”

———在谈计量工作的基础性作用
时， 刘力伟着重强调计量工作中要加
强工业计量、科技计量、法制计量、能
源计量的“四个需要”。

目前， 我省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
的起点， 新型工业逐步上升为主导产
业，“两型社会”的试点示范、中部崛起
的国家战略、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
兴起，为创新、持续发展增添了新的活
力， 发展的内在潜力和优势在 “十二
五”时期将加快释放，社会经济处于转
型调整、高速发展期。

过去， 由于我省经济长期处于传
统工业主导型、资源消耗型格局，煤、
电、油、气等能源要素供给紧缺。 尤其
是随着经济的增长， 能源要素硬约束
的矛盾更加突出， 节能减排工作任务
特别繁重。

计量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技术基
础。 要立足于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就
要切实把计量工作作为推进节能减排
战略的重要着力点， 强化计量技术手
段，加强能源计量工作，促进经济社会
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发展。

“加强计量科技研发，加快计量技
术发展， 利用计量技术手段推动我省
科技创新， 把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优势，促进创新型湖南建设，变
‘湖南制造’为‘湖南创造’。 ”

———刘力伟强调计量工作的重心
是科技力量。

计量是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技
术支撑。 刘力伟认为，要进一步加强计
量科技创新，提高计量标准水平，为高
新技术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为转变发

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供技术支撑。
培养一流的人才， 建设一流的实

验室， 加强计量人员队伍在检测技术
和能力等方面的培养， 加快建立省级
计量人才库，针对不同层面的人员，开
展不同类型的学习培训，分类施教，注
重实效。 加强项目研究和技术攻关，带
动全省计量技术机构整体检测能力和
水平的提升。

“从医疗卫生诊断，到安全生产监
控；从食品安全卫生控制和检验，到企
业产品质量监控和检验；从衣食住行，
到社会生产，计量处处关系百姓利益，
关联社会稳定与和谐。 要努力发挥好
计量的利民、便民、安民的效用，更加
有效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更加有效地
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

———刘力伟强调计量工作要以民

为本。

计量在多个领域涉及到公共安
全，而确保公共安全是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

刘力伟指出，要重点抓好涉及老
百姓人身健康、生命安全的计量器具
的强制检定和校准工作；要在消费安
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道路交通安
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等
领域加大计量监管力度；要加大公共
安全领域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设
力度，重点加强以省计量检测研究院
为骨干的计量科研和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不断满足社会对量值溯源的需
求，适应我省加强公共安全工作的需
要。

为了确保落到实处，刘力伟要求，
建立健全计量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加
大经费支持力度， 促进计量基准标准
共享服务平台建设。 对用于贸易结算、
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
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
要逐步实行免费检定， 所需经费由同
级财政保障。 并在当前重点解决好医
疗器具和集贸市场计量器具强制检定
等民生计量工作经费， 更新改造急需
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和落后的计量标
准装置。

计量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也
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涉及经济发
展的各个领域， 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 刘力伟要求发改、财政、经信、科
技和质监等部门建立协调机制， 由质
监部门作为牵头单位， 加快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建设，完善量值传递体系，引
导和鼓励计量科研、 技术发明和管理
创新。 发改、财政、工信、科技、统计、建
设、环保、公安、交通 、卫生 、商务 、工
商、供电、供水、供气、石化等部门和单
位， 依法履行各自职责， 主动协调配
合，积极支持和促进计量事业发展。

省质监部门在商务、工商等有
关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建立动态
档案、实现计划管理 、完善检定后
处理工作 ，畅通 “12365”质监服务
热线，大力开展“关注民生、计量惠
民”、“推进诚信计量、 建设和谐城
乡”等系列惠民专项行动 ，规范与
老百姓关系密切的集贸市场、医疗
卫生机构、眼镜店、餐饮店、加油站
等六大重点领域的计量行为。

近年来，组织 16400 多人次进
入 2142 个乡镇、社区，采取预先告
知 、 预约登记等形式开展免费服
务， 接受群众咨询 14.2 万人次，免
费提供检定、校准服务 19800 多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 32 万多份，印制
和发放民生与计量专题宣传挂图
和宣传手册 4 万册 ，制作发放 “公
平交易保护器”10 万个。

同时，将每月的第一个星期六
作为“计量服务日 ”，每年在 “计量
服务日”、“5·20 世界计量日”、“3·
15 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及“两会”、
“两节”期间组织开展计量宣传、咨
询、服务活动；举办“实验室开放 ”
展示活动， 让老百姓走近计量、了
解计量。

围绕惠民主题强化计量监管，
全省范围组织开展了煤矿安全计
量专项检查；粮食、棉花、烟叶市场
和加油站计量专项检查；机动车安
检站、医疗卫生机构在用计量器具
及出租汽车计价器、汽车衡计量专
项监督检查；在元旦、春节 、五一 、
国庆和中秋期间对定量包装商品

和重点领域的计量行为开展监督
检查。

在近两年的计量监督检查中，
全省各级累计检查各类计量器具
82 万多台件，查处故意舞弊计量违
法案件 1500 多起， 收缴不合格计
量器具 12100 多台件，对利用计量
器具作弊、坑害消费者利益的违法
行为，依法给予了严厉打击。

为了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全省
开始对集贸市场在用衡器建立统
一配备、统一管理、统一检定、统一
轮换的“四统一”的监管机制；对医
用计量器具建立以机构为主、部门
监督、患者投诉“三位一体”的监管
机制；对眼镜店验光配镜用计量器
具建立“配、验、检、保 、监 ”的监管
机制， 使这三类关系公平交易、人
身健康、生命安全的重点计量器具
受检率和合格率逐年提高。

省质监局局长蒋新祺表示，接
下来 ， 要逐步把涉及民生的重点
计量器具强制检定费用纳入政府
财政预算范围 ， 建立以政府财政
支持为主渠道的民生计量经费保
障机制 ； 进一步创新计量惠民服
务措施 ，使计量惠民工作制度化 、
规范化 、常态化 ；进一步深化计量
惠民领域 ，注重向乡镇农村转移 ，
向弱势群体转移。 以集贸市场、加
油站、餐饮业 、商店 、医院 、眼镜店
等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六
大领域为重点 ， 进一步深化民生
计量工作 ， 健全民生计量长效监
管机制。

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可靠的活动。
在古代，我国把计量称作“度量衡”。 秦始皇扫灭六国后，有三

“统”：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 把度量衡作为新生帝国的
三项最重要和紧迫的工作，由此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就已经充
分意识到计量对于社会生产、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

在现代，计量早已成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必不可少的一
项重要技术基础。 1960 年，国际计量大会召开并建立了适用于各个
科学技术领域的计量单位制，即国际单位制，标志着现代计量的开
始。 现代计量工作涉及各个领域，渗透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计量检测被视为现代化生产的三大支柱之一。

建设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
会，节能降耗是重要主题。 而计量是节
能降耗的基础， 计量器具是节能降耗
的重要检测手段， 计量数据是节能降
耗分析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 省质监部门充分发挥国
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湖南）的计量技
术优势，会同发改、经信、统计、机关事
务管理等有关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协
会，大力加强能源计量工作，为节能降

耗发挥了重要的支撑和
促进作用。

各级质监、经委、统
计联合， 在全国率先开
展了重点用能单位实施
国家 《用能单位能源计

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的合格认可
工作，共指导 243 家“国千家 ”、“省百
家”和耗标煤万吨以上企业通过了《通
则》合格认可，帮助 204 家企业完善了
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 为企业检定校
准能源计量器具 3 万多台件， 全面提
高我省重点耗能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
备率。

近两年来， 全省质监部门不断深

化开展节能降耗服务活动，先后对 528
家耗能企业进行现场指导服务， 帮助
企业建立完善计量检测体系， 免费开
展计量器具在线检测、 锅炉热效率测
试、水电汽能平衡测试等活动，提高企
业能源计量水平。

质监、 经委以及相关行业协会联
合组织能源计量专家到各市州举办以
“计量助推节能” 为主题的巡回讲座，
对全省重点用能企业开展“管理节能”
免费现场巡诊服务活动，指导 96 家企
业解决了 160 多个节能问题， 帮助企
业实现节能降耗的目标。

为了大力加强节能监督管理 ，依
据《节约能源法》，配合《用能单位能源

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合格认可
制度的实施， 我省开展了重点用能企
业能源计量执法检查， 促进了企业能
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 受检率和合格
率的提高； 对已列入实施能效标识管
理的 7 批 23 类耗能产品开展了能效
标识执法检查， 促使广大企业规范能
效标识。

省质监部门还与机关事务管理加
强沟通协调，组织专家制定了《公共机
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规范》，并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公共机构能源计
量专项执法检查， 督促各公共机构提
高了能源计量器具的配备率和合格
率。

111、、、医疗卫生机构“医用三源”计量器具强检工作
的范围有哪些，具体规定是什么？

医用计量器具“医用三源”是指“医用超声源、医用辐射源和
医用激光源”。 所有含有“医用三源”的医疗器械（如 B 超、X 光机、
CT 机、激光治疗仪等）中的“医用三源”必须进行强制检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
医疗卫生、环境监测方面的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检定工作
计量器具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定。

222、、、节能减排与计量有什么关系？

计量是节能减排的基础，计量器具是节能减排的重要检测手
段，计量数据是节能减排分析的重要依据。

计量是节能减排的“眼睛”。 产能、耗能、排放数据的获取离不
开计量仪表，能源开发、转化和利用效果、污染物排放离不开计量
评价， 能效标识和能效标准的技术指标确定离不开科学计量，节
能产品和生产过程能耗成本测算离不开计量测试。 减少排放，无
论是废气、废水，还是废渣的治理和防止，也都离不开相应的计量
测试工作。

333、、、民生计量工作有哪些内容？

民生计量工作是指与民生相关的计量工作。 民生计量工作是
以安全计量和放心计量为主要内容。 计量工作与群众利益息息相
关， “柴、米、油、盐、酱、醋、茶”、“衣、食、住、行、医、用、游”，样样
离不开计量，而且不少计量领域还涉及到人身健康和安全。 民生
计量工作的重点：在消费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道路交通安
全、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医疗卫生等领域加大计量监管力度；在
超市、集贸市场、加油站、医院、餐饮店等与老百姓生活最密切、最
直接的主要领域努力营造诚信、公正、和谐的计量环境。

444、、、民用“三表”是指哪三表，强制检定的具体规定
是什么？

电能表、水表、燃气表俗称民用“三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规定用于贸易结算的民用“三表”

必须实行强制检定。 用于贸易结算的民用“三表”使用单位或个人
必须向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计量检定机构申
请周期检定。

关注全省计量工作会议
编者按

刘功元

王建文 封锐 雷光明

王建文 封锐 姚国林

控制好两型社会节能降耗的“阀门”
———我省能源计量体现“早、准、全”

为老百姓“斤斤计较”
———省质检系统重点强制检定“六大领域”

计量小常识

副省长刘力伟（左二）在省质监局局长蒋新祺（左三）陪同下考察宁乡楚天科
技园节能减排工作。

计量检测人员对医院 X 光机进行现场检测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提供）

计量检测人员对集贸市场电子秤进行现场检测。
(湖南省计量检测研究院提供）

副省长刘力伟谈计量工作
增强计量工作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