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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消费的时候，是谁在撑起安全的护网？

和谐社会的背后，是谁在抵挡潜在的威胁？

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又是谁默默铺筑质量的基石，推动着物质文明发展的进程？

细微之处写民生

———省质监局大力实施“民生放心工程”纪实

·购物常识·

夏天乱戴太阳镜会伤眼睛

太阳镜虽然能避免紫外线对眼睛的

损伤，但如果镜片颜色过深，会因视物不

清而影响视力；如果镜片颜色过浅，紫外

线仍可透过镜片损伤眼睛。

购买太阳镜，重点要“三看”，一看标

签， 是否为正规商家生产； 二看技术参

数，是否达到防紫外线的标准 （

UV-400

以上）；三看颜色，茶色、浅灰色、淡绿色

有益于眼睛，并效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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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以下的儿童不要戴太阳镜。 儿童

的视力是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发育的 ，如

果戴太阳镜的时间过长， 可能影响视觉

进一步发育，严重者可能形成弱视。

最近，省委召开民生问题座谈会，召集

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省直各

厅局主要负责人， 紧紧围绕人民群众最关

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谈经验，说感受，

出计谋。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经济车轮

快速运转的同时，省委省政府亦把民生问题

提到了相当的战略高度。 “百姓事，无小事”

，这是省委省政府的要求，也是我们质量监

督部门时刻铭记于心的法则。

质量服务民生。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是一

个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职能部门，老百姓的生

活中的方方面面无一不与质量技术监督工

作相关。加强质监工作，用心服务民生，才能

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人民，才能架起政府

职能部门与人民群众之间信任的桥梁，才能

真正克服假冒伪劣的顽疾，推动和谐社会建

设的进程。

近年来， 省质监局将监管与服务相结

合，在服务民生上做了大量工作，得到了群

众的信赖与好评。 但是由于民生工作面大量

多、个人和企业素质参差不齐，加上相关法

律法规还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质监工作还

不能完全符合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部分群众和企业质量意识、法制意识、诚信

意识还比较薄弱，短斤少两、假冒伪劣、坑民

害民的情况还时有发生，质检部门检测能力

还有待提高。

作为政府质量监管职能部门，省质监局将在

服务民生的工作中当好生力军角色，为我省

民生事业发展推波助澜，不遗余力，不辱使

命。 我们将始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围绕服务民生、保障安全、促进和谐的总体

目标，集中整治质量安全隐患，集中解决人

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质量安全问题。 民生建

设，标准先行，要加强民生产品标准的制订，

确保民生工作有标可依；要加强民生产品质

量的宣传，营造“质量兴湘，人人有责；假冒

伪劣，人人喊打”的浓厚氛围；要加强民生产

品质量的监管，始终保持打假治劣的高压态

势，积极受理人民群众的投诉举报，并严格

做到“三公开”：重大民生质量违法案件向社

会公开， 民生产品检测结果向社会公开，民

生企业质量诚信程度向社会公开；要加强民

生产品技术机构的建设，切实增强质监部门

服务民生的能力和水平。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强调指出：“增长质量和产品质量关系发展

可持续性，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国

家形象。 ”质监部门是民生产品质量的把关

人，任务艰巨，使命重大。我们将进一步发挥

质检作用，与社会发展同行，与人民需求同

步，拓宽服务范围，创新服务方式，提高服务

能力，使发展的成果真正的惠及人民，为构

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

坚守职责 服务民生

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总工程师 江 涛

凉席卖得俏

选购有三要

购买前要选地点。 选择大商场、大

超市销售的知名企业生产的名牌产品。

购买前要看该店是否悬挂营业执照等

相关部门核发的证照。

购买时要查外观。 首先，要认真查

看产品是否明确标注商标、制造商的名

称、质量等级等标志内容；其次，在产品

符合标识要求的基础上，看产品整体色

泽是否一致、是否紧密均匀 ，闻产品是

否刺鼻异味，触摸手感是否表面光滑平

整、无生涩感；再次，要选择材质适宜 、

包装完好的产品。

购买后索要凭证。 要让商家开具正

规发票，并且索要产品使用说明书和质

保卡，以便发生质量问题时可以进行投

诉。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党组书记、局长蒋新祺（右二）在湘菜系列地方标准审定会

上指出，要严把标准制定的技术关和湘菜质量的安全关。

当中部崛起的一声号响，湖南人以“敢

为人先” 的精神站在了改革发展的浪尖上；

当金融危机的寒流席卷，湖南人带着“弯道

超车”的信念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当新

农村建设、新型工业化、两型社会等重点项

目一一启动，经济发展喜报频传时，湖南人

又将服务民生提上重要议程，奏响了创建人

民满意城市的欢歌！

三湘大地，风生水起。 作为保障人民利

益和安全的主力军， 省质监局一马当先，扛

起“服务民生，建设和谐湖南”的大旗，从细

处着手，大力实施“民生放心工程”，全面履

行综合管理、行政执法、技术检验三大职能，

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衣”无毒害 穿盖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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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衣”为先。 让人民放心，令人

民满意首先要在“衣”字上要做好文章，保障

老百姓的穿、铺、盖。

近年来， 为了净化纤维制品生产环境，

省质监局拉起严密护网，努力做好四个“确

保”： 确保被检的每一批棉花的检验报告准

确无误；确保纤维制品来源有出处、成分有

标识、产品无毒害；确保洗涤行业健康规范，

质量纠纷有章可循；确保消费者质量意识有

所提高，断绝伪劣产品的需求市场。

为了让百姓穿盖放心，省质监局每年要

完成棉花公证检验近

2000

批次、

5

万吨，完

成纤维及制品检验

2100

批次，同时，对伪劣

产品展开专项整治。 今年上半年，他们就以

婴儿服、学生服、军训服及学校、医院絮用纤

维制品、 床上用品为重点开展专项执法监

察， 重点查处甲醛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问

题，共查处质量违法案件

189

件，货值近

100

万元。 为了防止将医疗废弃物、生活垃圾、工

业废料、废旧棉絮制品等重新作为絮棉制品

的生产原料，省质监局开展了“黑心棉”专项

打假行动， 上半年出动执法人员

310

人次，

查处质量违法行为

36

件，捣毁“黑心棉”窝

点

4

个，收缴“黑心棉”

800

床。

产品要保障好，市场要规范好。 近年来，

干洗衣物时产生的一系列纠纷成为投诉焦

点。“质量责任究竟如何界定？”、“洗涤企业如

何区分好坏？ ”成为让消费者和企业苦恼的问

题。 为此，省质监局积极推动《洗涤行业管理

与服务》与《洗涤企业星级评定》两项地方标

准的实施。 目前，两项标准已通过审定，计划

年内出台， 它的推出将大大促进湖南省洗涤

行业的规范发展，填补行业标准监管的空白。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饮食安全

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健康，质监部门就是人们

身体健康的把关人。

近年来，苏丹红、三鹿奶粉、二氧化硫臭

豆腐、问题米粉等等，一次次撞击着老百姓的

健康防线。食品隐患层出不穷，食品监管必须

警钟长鸣。为了进一步加大食品监查力度，确

保人民群众食品质量安全， 湖南省质监局

“抓体制、摸底数、严把关、建网络”。省市县三

级局均成立了食品安全监管机构， 配备了

396

名专业监管人员，投入

1000

多万元购置

了食品安全监管专用车，投入

4000

余万元完

善了省市县三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手段。 制

发规范性文件

20

余个， 指导

6043

家企业获

得食品

(QS)

生产许可证，与

7878

家小作坊签

订了食品安全承诺书， 提请地方政府取缔不

符合条件的小企业小作坊

1524

家。 今年

1－6

月份， 我省食品质量监督抽查合格率达到

93.23％

，比

2005

年提高了

8.4

个百分点。

当好了安全把关者，省质监局又拓宽服

务领域，当好味蕾的指导者。 近年来，湘菜不

断发展崛起，在我国八大菜系中影响力已位

居前三名。 但是，由于产业规模、档次品味、

传承正统等方面还略有不足，湘菜一直难以

赶上川、粤的步伐。 要发展湘菜产业，必须制

定标准！ 在以湘菜大师为代表的三湘儿女的

热切呼唤下，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张春贤关于湘菜产业要实现 “五个突破”

的指示下，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会同省直有关

部门， 组织我省部分著名湘菜大师深入调

研，征求意见，十易其稿，终于制定出体系中

的首个地方标准《湘菜 基本术语、分类与命

名》，开创了全国菜系标准化的先河。

“住”房隐患 无处遁形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城乡居民

“购房热”、“建房热”、“装修热”长盛不衰，劣

质建材、装饰装修材料中有毒有害物质超标

等问题也日益凸显。 为了扼住建筑毒害的咽

喉，让人们“住”得安心、放心，省质监局整顿

和规范建材市场秩序的热度也一直未减。

在维护百姓居住安全方面，省质监局对

违规商家使出了 “一检一打” 的招式。 “一

检”，就是加强对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红砖、

预制构件、 钢材和装饰材料等的检测力度，

将劣质建筑材料、有毒有害物质的装饰装修

材料“扼杀在襁褓之中”，将不合格产品挡在

市场之外；“一打”，就是“集中火力，全力攻

击”，使劣质建筑材料不能苟存于市场之上，

利用省建材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

省质监局的优势，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建材

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打击制售劣质建材的违

法商贩。 前几年，我省个别地方“地条钢”生

产十分猖獗，危害严重。 省质监局联合公安

等部门，采取断电断水、捣毁设备、依法重处

等手段，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现在全省“地

条钢”生产已基本绝迹。

千里之“行” 始于平安

“出入平安”是每个人的共同期盼。 的士

计费器是否准确、电梯是否正常运行、出行

乘坐的机动车安全性能是否良好……直接

影响着人们的出行安全。

近年来， 随着汽车保有量的不断增长，

交通管制、交通监测设施的数量也在直线上

升，省质监局的服务种类随之增加；随着人

们“行”的范围越来越广，省质检局的服务范

围随之扩大。 为确保人民群众坐上 “放心

车”， 省质监局加强了对全省近

6

万台出租

车再用计价器具的管理、检定和校准，保证

每年检定两次。 与此同时，在全省规划建设

了

108

家机动车安全检测机构，将道路交通

管理所用的速度监测仪、呼出气体酒精含量

探测器、闯红灯系统、道路交通技术监测系

统、 高速公路动态汽车衡纳入强制检定范

围，每年进行定期检定，为交通管理提供了

技术支撑。

近几年我省电梯的保有量以每年

20%

的速度增长，截止

6

月份全省电梯总量已达

到

3.1

万台， 电梯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高

度关注。 为此，省质监局加强了电梯的安全

监察和定期检验， 今年

1-6

月共检测电梯

1.7

万台，发现安全隐患

315

处，有效遏制了

电梯安全责任事故的发生。

“用”得安心 质量称心

民生用品和产品是否准确、安全、可靠，

是老百姓非常关注的问题。 要让广大群众安

心用、用得好，就要求质检工作出“细活”、见

“实效”。

近两年，省质监局在全省启动了一场大

规模“关注民生 计量惠民”专项活动，活动

直击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四个方面：“诚信计

量进市场、健康计量进医院、光明计量进镜

店、服务计量进社区（乡镇）”。 在活动中，各

级质检部门一把手亲自“挂帅”，重点跟踪问

效；质检系统上下全力以赴，对行动对象的

底数开展了“地毯式”的调查摸底，计量执法

和服务人员深入市场 、医院 、镜店 、深入社

区、乡镇，开展了一轮又一轮环境净化活动，

为群众们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计量难题，每

年进行强制检定的计量器具达

97

种、

142

万

台（套）。

生活用品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百姓的生

活质量。 为提升产品质量，省质监局开展“从

源头抓质量”活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引

导企业落实质量责任，建立产品标准，加强

质量管理，推进认证认可，争创名牌产品，以

生产出更好更多的优质产品。 在省质监局的

引导和监管下，目前我省有效的中国名牌产

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湖南名牌产品数量

分别达到

29

个、

19

个、

524

个， 获省质量管

理奖的企业有

34

个。 这些产品和企业为人

民群众购买高质量的生活用品提供了保障。

能用、好用，更要放心用。 针对危险系

数较高的特种设备， 省质监局持续加大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力度， 近三年累计检查特

种设备生产使用单位

53671

家次， 发现并

督促整改安全隐患

21210

处， 查封非法设

备

1200

多台，保持了全省特种设备事故稳

中有降的好势头，万台设备事故起数、死亡

人数每年均低于国家质检总局的控制线

15％

以上。 针对质量计量等违法行为，省质

监局积极部署专项打假行动， 近三年共查

获假冒伪劣产品货值

9.32

亿元， 查处违法

案件

41337

起，端掉制售假窝点

519

个；受

理投诉 、举报

28557

件 ，为企业 、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5565

万元。

有病还需真药“医”

疾病是否能够得到确诊，用于疾病诊断

的仪器设备其测量的数值准确与否，直接关

乎医生的诊断和患者的生命。 过去医疗设备

出厂后大都没能按时检定，有的数据正负偏

差达到

30-40%

， 给老百姓造成医疗费用的

增加不说，更造成医生的误诊、误判，使得病

人耽误治疗、甚至生命受到威胁。

为了确保再用计量器具的量值统一、准

确、可靠，建立健全医疗卫生单位为主、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监督、患者投诉三位一体长效

监管机制，省质监局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

医疗器械设备的检定工作，重点设备都按照

“一器一档” 的要求建立了基础档案， 实行

“户籍化”管理。 今年上半年，省质监局就检

定医用计量器具

8784

台件， 对不合格设备

全部进行了校准， 保证了检测量值准确可

靠，创造了良好的医疗环境，确保了老百姓

放心看病。

“娱”乐有兴 安全第一

易中天在解读湖湘文化时，曾用“潇洒”

一词概括出湖湘儿女洒脱、乐天的个性。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湖南人的“潇洒”在娱乐中

体现得淋漓尽致：长沙的歌厅、浏阳的花炮、

张家界的风景……不仅为人们带来快乐，也

打造出湖南的娱乐名片。然而，在这些娱乐设

施中，安全，仍是人们不可忽视的要素。

为了能让百姓安全地娱乐、 快乐地娱

乐，湖南省质监局加大游乐设施和烟花爆竹

的监管检验力度。 我省

260

台大型游乐设

施、

5

个风景旅游区的

8

条索道的监管和检

验，每个重大节会前夕都安排专业技术人员

逐台设备、逐条索道进行安检，以保证万无

一失。 通过烟花爆竹监管，有效地遏制了质

量安全事故，并保证了近年来我省定点供应

北京市的

100

多万箱烟花爆竹没有发生一

起质量安全事故。

2008

年

8

月

8

日，当浏阳

的美丽烟花绽放在北京奥运会的上空，湖南

人不会忘记，是省质监局的工作促成了我省

6

家烟花生产企业成为奥运专供焰火生产企

业，是质检卫士们的汗水和辛劳确保了奥运

会、残奥会开闭幕式燃放的

8

万多发烟花万

无一失。 今年北京国庆

60

周年庆典活动组

委会又将天安门广场焰火晚会所用烟花的

生产任务交由浏阳

2

家企业，目前省质监局

正全力以赴组织人员进行驻厂监管和批批

检验，以保证专供产品的绝对安全。

古语云：“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 正是

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正是全省质监系

统的不懈努力，让人民有了利益与安全的保

障，让国家有了和谐发展的基石。 “民生无小

事，责任记心田”，省质监局也将继续履行这

简单有力的誓言，为我省民生事业的发展赢

得更大成果，为三湘儿女们绘出更加灿烂的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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