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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提升看湖南·质量改革篇】

敢于“放 ”
激发活力与动力

过去办企业，办证多、办证难、办证慢
是群众反映多的问题。 如今，这一“老大
难”问题正得到有效解决。

回家创业的高先生有深切感受。 前
几年，他在外地办化肥厂，需到各个部门
办理大大小小一堆证照， 单是不同类型
产品的生产许可证就要办好几个，花了 1
个多月才办下来。 现在，在益阳老家同样
是办化肥厂， 很多证照只要在工商局就
可一站办理，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只需
申请一个，而且只要符合要求，申请当日
就能领到新证， 大大缩短了企业生产等
待的时间。

高先生享受到的便利，源于简政放权
为老百姓带来的“红利”。

简政放权，目标在“简”，关键在“放”。
在这场刀刃向内的政府自我革命中，质监
部门计天下之大利，下猛药去沉痼，用减
权限权和监管改革，去换取市场活力和社
会创造力。

省质监局全面清理和取消非行政许
可审批事项，取消了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机构检验资格许可、计量检定员资格核准
等 23 项行政许可项目， 行政许可项目从
32 项调整为 9 项，减幅达 72％。

根据“多证合一”和“证照分离”的改
革要求， 省质监局先后将组织机构代码
证、电梯维护保养单位信息备案等事项纳
入了“37 证合一”改革，将特种设备生产单
位许可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纳
入“证照分离”试点，最大限度减少审批程
序，有效降低企业入市“门槛”。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是质监工作的重
要阵地， 也是工业企业创业的一道重要
“门槛”。 为给企业减负，省质监局根据上
级部门要求， 一方面削减许可种类。 自
2017 年 7 月以来， 除保留与人民群众人
身财产安全息息相关的产品许可外，取消
了 19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项目。

另一方面，全面推行工业产品“一企
一证”改革。 全部取消工业产品发证前产
品检验，改为由企业提供具有资质的检测
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让企业取证时间平
均再压缩 40%；同时，对后置原审批程序
中的现场审查，实施先发证后审核，符合
要求的企业只需提供“一单一书一照”
（申请单、承诺书、营业执照），经形式审

查合格的，就可先领取生产许可证组织生
产，之后再接受现场审查，为企业赢得发
展空间。

“市场能决定的让市场决定，行业能解
决的由行业解决， 下级机构能解决的由下
级机构解决，企业能解决的由企业解决。 ”
从最初的被动改革到如今的主动放权，省
质监局简政放权的步子迈得更加自如。

目前，该局已申请试行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委托下放审批权限、试行简化审批
程序改革， 拟将省级 18 类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审批事项的全部环节委托下放，并实
行“先证后核”。

善于“管 ”
营造公平与秩序

“放”与“管”是硬币的两个面，“放”得
彻底，还要“管”得有效。 对待“质量”二字，
湖南的做法是“扎紧制度的笼子”，通过建
立法治理念，完善监管机制，创新监管方
式，把该管的管起来，不断提高质量监管
的力度和效率。

———监管理念向“法治”转变。
在法律法规上做好“加减法”。 一方

面， 做好规范性文件清理。 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 分批次决定废止规范性文件 64
件。另一方面，完善监管立法。以省政府名
义制定了《湖南省名牌产品认定和保护办
法》《湖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办法》《湖
南省用能和排污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湖
南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湖南省电梯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5 部地方政府规章，确保
质量监管有法可依。

在权力监督上用好“制衡法”。 推行行
政许可受理、审查、决定“三分离”，通过办
理的不同阶段，由不同的机构和人员来实
施，既实现了权力分散，也实现了权力制
约。 质量监管的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依法
行政贯穿质量工作方方面面。

———监管机制向“协作”深入。
近年来， 我省以省政府名义高规格

召开全省产品质量监督工作会议， 增强
了质量监督工作的政策支撑力和工作执
行力；发出省长令，出台《湖南省产品质
量监督检查办法》，建立了特定历史条件
下具有湖南特色的监督抽查制度； 构建
起多元共治的监管格局， 大质监工作理
念、机制不断形成。 质量监管从过去个别
部门的“独角戏”变为了一场全省的“大
合唱”。

———监管方式因“创新”升级。
为应对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和人民

群众的更高需求，质监部门通过创新方式
方法，不断加强质量监管。

建立了工业产品分级分类监管新模
式，形成了根据产品风险等级和企业质保
能力实施差别化监管的制度体系。

探索跨区域监管合作模式。 与四川、
重庆、贵州等省、直辖市质监局签订了产
品质量监督工作“互查互评互检”四省监
管合作协议， 在电线电缆行业专项整治

“回头看”、质检机构年度检查、食品相关
产品证后监督检查等活动中开展“互查互
评互检”，效果显著。

创新政府购买服务。 在全国省级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政府购买服务工作中先行
先试，出台了《2017 年政府购买服务重点
工业产品监管目录》，对涉及 13 个行业 34
类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行公开招标采购。

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革。 出
台“双随机、一公开”实施方案、细则和随
机抽查事项清单，抓紧建立“执法人员库”
和“检查对象库”。 目前已经实现食品相关
产品的监督检查和抽查“双随机、一公开”
的全面覆盖，并在工业产品监管领域组织
多次“双随机、一公开”抽查，真正实行了

“阳光监管”。
加强信用监管。 加快企业信用信息的

采集共享，推动质量诚信体系建设；着力
整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省政府信息中
心、省发改委等各有关部门的公共信用信
息平台， 实现政府各部门信息互联互通、
信用资源共享；建立质量信用“黑名单”制
度，加大经营诚信度披露力度，真正做到
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6 年来， 全省质监部门聚焦产品质量
安全，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产品，不断加强
监管力度，全省没有发生区域性、行业性
重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合格率从 2012 年的 91.7%提升到
95.2%。

优于“服 ”
带来便利与温度

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本质上是为了
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
获得感。

过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官
僚作风曾广受诟病，如今随着“放管服”改
革的深入，主动优化服务、为企业减负正
成为质监部门的新常态。

在效率上做加法，为企业“省时”———
全省质监系统积极响应“最多跑一

次”改革要求，主动清减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简化办事流程，提升服务效率，对行政
审批事项“限时办”“认真办”“马上办”。 以
特种设备生产许可取证为例，以往需要申
请书、营业执照、安全质量管理体系相关
文件等，现在只需要提供申请书；且审批
时限由 35 个工作日缩短至 10 个工作日，
减幅达 71.4%； 以往整个取证过程需要企
业至少跑 2 次，现在最多跑 1 次，时间缩
短了一半以上。

在收费上做减法，为企业“省钱”———
对涉企收费进行清理调整，通过实施

取消、停征、降标行政事业性收费等减负
政策，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至目前的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1 项收费，且全部纳入
省财政统一预算管理。 对部分已形成完全
市场竞争的检验检测收费实行市场自主
协商定价。 检验机构不得强制企业接受服
务并收费。 清理整顿行业协会商会、各类
中介机构收费项目。 加强收费目录公示，
在门户网站每年都及时将所有行政事业
性收费、经营服务性收费、收费目录清单
等收费依据、标准、文件进行公示，让群众

“明明白白缴费”。
在网络上做乘法，为群众“省力”———
推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 大力推进

行政审批网上办理， 力争今年 10 月底前
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
“一号” 就是以公民身份号码作为唯一标
识，建成电子政务库，实现群众办事一号
申请，避免重复提交办事材料、证明和证
件；“一窗” 就是通过跨部门的信息共享、
业务协同，来实现群众办事服务事项的一
窗受理；“一网”就是通过积极拓展政务服
务渠道， 整合建设统一身份认证体系，推
动群众网上办事一次认证、多点互联。 通
过“一号申请、一窗受理、一网通办”，真正
实现“让群众少跑腿，让信息多跑路”。

当一个个改革创新的点子化为行动，
当一项项实实在在的措施不断落地，“为
民服务” 的暖风吹拂在创新创业的旅途
中，“人民公仆”的名字印刻在千万群众的
心坎里……

当前，深化“放管服”改革正面临经济
社会重大变局， 面临行政体制自我变革。
如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动改革更系
统、更深入、更扎实落地？

6 月 28 日召开的全国转变政府职能
电视电话会议吹响了“放管服”改革的急
行军号角。 面对压缩企业注册时间、跨部
门联合监管、“互联网 + 监管”、 持续开展
减证便民行动等一系列重要举措，湖南质
监人因时而动、因势而变，以最坚定的意
志、最饱满的激情，吹动改革劲风，催涨创
新热潮，助力湖南阔步迈向质量新高地！

●全面简化
办事流程， 提升
服务效率， 力争群众办事“最多跑一
次”。

●取消、停征、降标行政事业性收
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减少至目前
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 1项收费。

●推行“互联网 + 政务服务”。 大
力推进行政审批网上办理， 力争今年
10 月底前实现“一号申请、一窗受理、
一网通办”。

●配合商事制度改革。 组织机构代
码证、电梯维护保养单位信息备案等事
项纳入“37 证合一”改革。 特种设备生
产单位许可和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
核准纳入“证照分离”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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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文明进程的加速、 全球化竞争的加剧、 社会矛盾的变

化，无一不让高质量发展战鼓擂响。
推动高质量发展， 改革是重要引擎。 自党的十八大以

来， 全面深化改革春风劲起， 敢为人先的湖南人聚力系统
性、专题性、探索性改革，真刀真枪、真抓实干，啃下一个又
一个“硬骨头”，打下一场又一场攻坚战。

在质量领域，作为质量强省主要责任部门的质监部门，
将“放管服”改革当做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在省委、省
政府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坚强领导下， 击出简政放
权、创新管理、优化服务的一记记重拳。改革红利不断释放，
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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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政放权

优化服务

●清理和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
项， 行政许可项目从 32 项调整为 9
项。

●加快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改革。
取消了 19 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

项目，3 类产品全部转为强制性产品认
证管理，承接上级部门下放的 8 类产品
生产发证项目。

全面推行工业产品“一企一证”，全
部取消工业产品发证前产品检验，全额
免收申证企业审查费，对来湘投资企业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实行“先证后核”。
申请试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委托下
放审批权限、 试行简化审批程序改革，
拟将省级 18类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审批
事项的全部环节委托下放，并实行“先
证后核”。

推行行政许可受理、审查、决定“三
分离”。

●深化“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改
革。实现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督检查和
抽查“双随机、一公开”的全面覆盖，

并在工业产品监管领域组
织多次“双随机、一公开”抽
查。

创新管理

●加强信用监管，建立
质量信用“黑名单”制度，实
现政府各部门信息互联互
通、信用资源共享。

●针对重点领域、重点产品，不断
加大事中事后监管力度。

建设法人信息大平台，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

深入一线开展执法检查，加强质量监管。

《湖南省电梯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立法
听证会。

（本版图片由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