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来， 湖南检验检疫部门共
完成 30.01 万批、 货值 172.29 亿美
元进出口产品的检验检疫； 检出出
境不合格货物 1488 批、不合格货值
3926 万美元； 检出入境不合格货物

435 批、 不合格货值 3926 万美元。
2012 年， 湖南出口产品批次合格率
达 99.5%，同比上升 0.17 个百分点，
连续三年保持上升态势。 相继开展
了质量安全年、“双打”、 打击食品

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出口和
供港澳蔬菜等专项整治行动，发现并
整改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和问题 1000
余个。 持续加强了进口食品、汽车、
机床、医疗器械等的检验监管，销毁
处理 1.7 吨假冒新西兰进口奶粉、
1.9 吨塑化剂超标速冻素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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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质量，关乎企业、群众两方
利益，连着生产、消费两大环节，涉及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体现一个国家
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是经济社会持
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 实施“四化
两型”战略，促进“三量齐升”，加快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深入实施“质
量强省”战略，切实加强产品质量监
督工作。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为民生
所求。 产品质量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
密切相关， 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
点。 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
展， 人民群众的质量意识越来越强，
对产品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
面， 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假
冒伪劣、 以次充好的现象还比较普
遍， 特别是食品安全事故比较突出，
极大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和财产安全， 甚至引起公众恐慌，造
成社会不稳定。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
作，保障和提高产品质量，是改善民
生，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幸福感的
必然要求。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为强省
所需。 省委省政府面对新形势新要
求，深入贯彻中央精神，明确提出了
实现“三量齐升”，加快富民强省的发
展思路。“三量齐升”，核心在于质量，

没有质量提升，经济总量、人平均量
提升都将失去意义； 没有质量提升，
发展就谈不上“好”，更谈不上“强”，
富民强省也是一句空话。尤其是在当
前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企业经营困难
加剧、转型发展处于攻坚阶段的情况
下， 更需要发挥产品质量监督作用，
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

的竞争新优势，依靠持续的质量提升
来扩大经济总量、 提高运行质量、增
加人平均量，走出一条“既要加快发
展，更要转型发展；既要金山银山，更
要绿水青山；既要经济增长，更要民
生改善”的富民强省之路。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为诚信
所系。 质量问题不仅是技术和管理问

题，也是法治和诚信道德问题。 一些
生产经营者诚信缺失， 行为失范，恶
意制假售假，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
了“湖南制造”形象，破坏了消费环
境。要构建质量诚信、提振消费信心，
就必须强化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惩治
质量违法行为， 构建质量信用体系，
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建设公平竞争、
诚实守信、放心消费的经济环境。

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是一个系统
工程，既要全面推进，又要抓住关键，
针对薄弱环节进行重点突破，努力形
成政府主导、部门主抓、企业主体、行
业自律、社会参与的产品质量监督工
作格局。

一要创新工作机制，提高监管效
能。 适度的行政监管，是应对市场失
灵、提升产品质量的重要手段。 要坚
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建立和完善
产品质量监督工作机制，确保各项工
作统筹协调、规范有序。 要严格落实
市场准入制度，充分发挥好政府“有
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
既要大力推进生产许可、强制认证等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政放权，提速
增效，又要坚持从源头抓质量，关口
前移，严进严出。 要落实分类监管制
度，根据产品安全风险分类、企业质
量信用分级的情况，对不同的产品与

企业实行差别化监管措施，使有限的
监管资源发挥出最大的监管效能。 要
落实监督检查制度，将更多影响国计
民生、涉及健康安全、存在质量隐患
的产品纳入检查范围，将更多的质量
违法行为和典型案例曝光在公众面
前。 要加快构建质量安全风险监控体
系，加强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处置
工作，运用行政、法律、经济、科技等
手段， 有效防范和妥善处置行业性、
区域性、系统性质量安全事件。 尤其
要突出重要消费品监管，突出产品安
全性能监管，对恶意制假售假、发生
重大质量事故的企业和个人，必须依
法惩处到位，起到震慑作用，营造优
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环境。

二要推进诚信建设，落实主体责
任。 要发挥广大企业的主体作用，完
善职责明确、法人首责、有错必纠、全
程追溯的企业质量责任制，促使企业
主动承担维护产品质量安全的主体
责任和义务。 要全面推行“首席质量
官”制度，大力推广先进技术手段和
现代质量管理方法， 追求卓越绩效。
要加快推行质量监管信息共享制度，
在政府采购招标、资金扶持、贷款担
保等活动中对质量诚信企业予以优
先支持，对存在不良行为的企业进行
严格限制，形成“一处失信、处处受

限”的惩处机制。 要探索建立产品质
量安全责任保险制度，通过企业质量
信用状况与产品质量安全责任保险
赔付挂钩的费率浮动机制，实现“中
介推进、质保互动、长效激励”。 要
继续落实质量失信企业“黑名单”制
度，将质量问题较多、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食品、建材、农资等行业作为
重点，利用市场机制和法律手段从严
惩戒质量失信行为，提高政府和企业
的公信力。

三要坚持综合施策， 多元协同治
理。 要改变单一依赖政府监管的工作
模式， 逐步建立各方主体共同关心质
量、维护质量、发展质量的新模式，形成
产品质量监管的强大合力。 各级政府
要发挥主导作用， 把加强产品质量监
督作为一项全局性工作来抓， 加大对
质量执法、品牌培育、机构建设、检验检
测等方面的投入， 建立质量工作考核
机制，严格行政问责和责任追究。 各职
能部门要依照职责职能分工， 建立纵
向到底、 横向到边的监管网络和层次
分明、权责明确的制度体系。 要充分发
挥行业协会、 新闻媒体以及社会公众
的积极性， 调动一切有利于强化产品
质量监督的力量，将政府监督、行业监
督和社会监督有机结合起来， 全方位
构建产品质量多元共治的新格局。

加强产品质量监督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 蒋新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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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至 12 月， 全省质监系统
着力狠抓了“质监利剑”、“双打”联
合、 农资下乡、“清新居室”、“五查五
保”等专项执法行动。 共立案查办质
量违法案件 8945 起， 约谈警示企业
198 家，查处大要案件 207 起，捣毁制
假窝点 160 个，移送涉刑案件 75 起，
刑拘批捕 27 人， 收缴假冒伪劣产品
21200 余件，查获假劣产品货值 9288
万元，曝光典型案例 80 起，销毁假劣
产品 25000 余件。“12365”热线电话
受理投诉举报总量达 4100 起， 处理

率达 94.6%，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1900 余万元。 与此同时，扎实开展了
电线电缆、竹木制品、建筑钢材、车用
油品、农用化肥等重点工业产品的质
量整治提升行动。 其中，联合工商、公
安、住建等部门查办 100 万元以上的
假冒电线电缆案件 11 起， 涉案货值
6170 万元；监督抽查油站、油库、油厂
的车用汽、 柴油 912 批次，95 家油站
被责令整改，35 家油站被立案查处。
2013 年监督抽查农用资料、 建筑钢
材、人造板、电线电缆、车用油品、校

服、校车、烟花爆竹等 85 类重点产品
共计 9236 批次， 批次合格率为
89.3%， 实物合格率为 92.2%， 并对
990 余批次的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依
法实施了后处理。 已将全省 2789 家
获得生产许可和强制认证的工业产品
生产企业纳入分类监管， 确定 AA 类
企业 99 家，A 类企业 371 家，B 类企
业 2111 家，C 类企业 208 家。

质监部门

积极稳妥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
2010-2011年， 全面完成了国家下达
的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 涉及全省
19个行业 566家企业。 2012 年关停
248家企业的落后产能项目。 2013 年
关停落后产能企业 154家，拆除落后产
能企业 118家。突出抓好医药、食品、装
备、建材、信息等重点行业领域产品质
量工作。 24家药品生产企业通过新修
订药品 GMP认证，启动了 125家食品

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 联合
质监等部门开展电线电缆产品质量提
升活动， 我省电线电缆质量合格率由
2012年的 89.4%上升到 92.2%。组织企
业开展“质量标杆”和质量品牌培育活
动，12 家企
业被确定为
全国性品牌
培育试点企
业。

今年 1 至 7 月，全省公安
机关共立制假售假犯罪案件
914 起，破案 809 起，抓获犯
罪嫌疑人 1022 名， 刑拘 805
人， 逮捕 247 人， 移送起诉
237 人， 捣毁制假窝点 625
个，缴获假冒、伪劣商品 420
多万件，涉案价值约 8.3 亿元。
其中，破获涉案金额 100 万元
以上制假售假案件 417 起，涉
案金额 1000 万元以上的制假

售假案件 45 起； 破获假食品
案件 125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168 名， 假药品案件 180 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 245 名。 全
省共向公安部申报发起全国
性打假集群战役 20 起， 已成
功发起集群战役 18 起， 收网
12 起， 破各类制假售假案件
221 起， 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213 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 293
名，涉及金额 2.57 亿元。

2013 年，我省共接到工程质
量投诉 870 起， 已处理到位的
858 起，投诉处理率达 98.6%。 会
同质监、 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了
全省建筑钢材、建筑扣件、预制构
件、 预拌混凝土和装饰装修材料
等专项整治行动， 着重加强对预
拌混凝土生产企业和建筑起重机

械设备使用单位的监管，对 10 家
混凝土生产企业专项实验室进行
飞行检查，下发不良行为告知书 6
份，责令停产 1 家；对超过生产使
用年限未办理延续备案手续的
784 台起重机械进行报废处理，
进一步保障建筑工程
质量安全。

每年监测农产品 150 万批次
左右， 监测合格率稳步提升到 97%
以上， 迄今没有发生重大农产品质
量安全事件。截至目前，全省共制修
订农业地方标准和技术规程 540
余项、 市县级农业技术规范 1130
多项，有效认证“三品一标”农产品
2932 个。今年来，重点开展了农药、

“瘦肉精”、生鲜乳违禁物质、兽用抗
菌药、 水产品禁用药物和有毒有害
物质、 农资打假等 6 大专项整治行
动， 共出动执法人员 18.1 万人次，
检查生产经营单位 15.4 万家次，整

治重点区域 1.8 万个； 查处各类案
件 2755 起， 其中大要案立案 20
起，移送司法机关 10 起；查获假劣
农资 1470 余吨， 货值 1300 余万
元，集中销毁假劣农资 130 余吨。

以木本油料、 人造板材及林业
产地环境等为重点对象， 实施全省
林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查。 共抽查
茶油相关企业和作坊 100 多家 300
余批次、 人造板生产企业 390 家
1000 余批次，进行油茶、茯苓、山银
花、 葛根等特色食用林产品产地环

境检测 500 余批次。 联合质监、工商
等部门开展了全省人造板甲醛释放
量超标专项检查与整治行动， 查封
无证生产的产品货值 2160 万元，查

处涉林产品质量违法案件 118 起，
人造板产品质量合格率从整治前的
57.8%上升到 82.9%，提高了 25.1 个
百分点。

重点推进生猪定点屠宰
质量安全监督工作，审核清理
定点屠宰资格，深入开展打击
私屠滥宰强化肉品卫生安全
专项治理行动， 全省原有 162
家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中，有
90�家已经或将被取消； 全省
原有 524 家小型生猪屠宰点

中，有 70 家被淘汰，有 10 家
异地新建。 重点开展酒类流通
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格执行
酒类批发许可制度和零售备
案登记制度，开展酒类诚信经
营放心酒工程省级示范店创

建活动。 重点加强成品油市场
的监督管理工作， 与质监、工
商等部门联合开展成品油质
量监督抽查和执法打假 ，
2013 年，全省车用汽、柴油质
量，与去年相比有明显提高。

主要开展了食品及相关
产品、农资、成品油、家用电
器、服装鞋帽、儿童用品、家
装建材、汽车（摩托车）及配
件等商品和市场的专项整
治。据统计，2011—2013 年，
全省工商系统共监测各类商
品 10124 批次， 合格 6466
批次， 不合格 3658 批次,合
格率为 63.8%； 监测食品及
相关产品 24404� 批次，合格
17639� 批次， 不合格 6754�

批次, 合格率为 72.4� %；监
测农资产品 1992� 批次，合
格 1696� 批次， 不合格 296�
批次,合格率为 85.1� %。 共
查 处 假 冒 伪 劣 违 法 案 件
6083 件，案值 3960 万元；查
处 侵 害 消 费 者 权 益 案 件
6229 件，案值 5511 万元；查
处食品违法案件 12173� 件，
案值 3951� 万元； 查处农资
产品违法案件 2961 件，案值
6769�万元。

持续开展“打非治违”工
作，积极推动安全标准化创建
和城市工业灾害防治，大力开
展氯酸盐、 涉氯涉氨和黑火
药、引火线、礼花弹等行业专
项整治，切实加大对安全生产
防护设备、材料、劳护用品的
监管力度，严格实行烟花爆竹

“五个一律”的产业调整政策，
即一律不得新建烟花爆竹生

产企业；一律不得异地迁建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除厂区内整
改隐患外，一律不准改、扩建
烟花爆竹生产线；发生较大事
故的企业一律暂扣或吊销安
全生产许可证；不符合安全条
件的，一律不再延期许可。 全
省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
生产和安防劳护用品监管都
取得了较好成效。

近几年来， 全省共立案查处重
大药品和医疗器械违法案件 536
起， 查获假劣药品和医疗器械货值
23531 万元，取缔无证经营 134 户，
移送涉刑案件 106 件， 抓捕犯罪嫌

疑人 164 人， 判刑 57
人； 立案查处食品餐饮

案件 4917 件， 取缔无证经营 280
户；查处保健食品、化妆品投诉举报
案 413 起。 在保健食品“打四非”专
项行动中， 全省共出动执法人员
38210 人次，检查企业 14331 家，查

扣违法保健食品 207124 盒（瓶），总
涉案货值 3 亿元。 全省实现连续 14
年无源发性重大药害事件， 药品抽
验合格率稳步保持在 97%以上，省
内企业基本药物抽验合格率达
100%，食品药品安全保障水平稳步
提高，形势总体稳定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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