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1.

衡阳市市场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和
衡阳市计量测试中心作为市场监管部
门的技术支撑部门，今年以来，以服务
市场监管和经济发展为重点，以管理服
务检验、科研提升水平、文化创造环境、
合作促进提高为目标，在服务衡阳经济
社会发展和计量惠民工作方面作出了
贡献。

衡阳市市场监督检验检测中心负
责人介绍，今年，是该中心机构改革后
合并运行的首年，正式取得了“湖南省
油茶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资质，
开展油茶产商品各类检验参数 70 余
项，覆盖了油茶及其附属产品的营养成
分及各类安全指标等范围，更好地为衡
阳市千亿油茶产业经济发展助力服
务。该中心共完成各类检验 4153 批

次。其中，食品2443批，药品和化妆品
776 批、工业产品 934 批，不合格 158
批。参加国家及省级组织的各类能力
比对13项，均获满意成果。

该中心高度重视科研项目申报工
作，提倡学专业，用专业，加大科研力
度，理论联系实际。目前，正在实施的
课题有《湖南省中药饮片炮制规范标准
提升》《海珠喘息定片质量标准提升研
究》等5项；今年申报的课题有《高压电
力电缆护层故障识别方法与监测技术
研究》《衡阳茶油特有功能营养成分分
析研究》等5项，发表科研论文7篇。为
提高中心专业技术人员业务能力和素
质，全年组织参加各类培训26批365人
次。

计量检定和校准是衡阳市计量测

试中心的日常工作，事关群众切身利
益，事关企业产品质量。今年，计量测
试中心认真贯彻落实强检计量器具检
定费用免征政策，全年累计检定计量器
具近13万台件。其中，强检计量器具约
12.3万台(件)，全面完成强检工作计划，
共计免征强检费用700余万元。同时，
该中心积极为衡阳市 500 多家企事业
单位开展了依法管理计量器具的校准
服务工作，全年共计校准计量仪器约
7000台（件）。

该中心还加强老项目的管理和维
护工作，全年共投入50多万元资金，对
强检项目设备和校准项目老旧设备进
行更换、维修和升级改造，新建了3项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为计量检校工作顺利
进行提供有力的硬件支撑。（王灵芝）

在不久前召开的2020年度全国
市场监管综合执法改革座谈会上，衡
阳市市场监管局作为唯一受邀发言
的地级市代表，介绍了市场监管综合
执法改革的“衡阳经验”，得到与会领
导和专家的一致好评。

近年来，该局紧扣中央改革精神
和省委省政府统一部署要求，在精确
定位、精心谋划、精准施策上下功夫，
积极稳妥推进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
法改革。在市级层面，整合原工商、
质监、食药监、价监、知识产权、商务、
粮食、盐业等领域执法职责和执法队
伍，组建成立了副处级的综合执法机
构。县（市、区）局改革同步展开，监
管与执法职能按属地原则全部下放，

推动了执法力量向基层延伸下沉。
精确定位，绘实改革蓝图。执法

职能的整合，变“九龙治水”为“一龙
管水”。为确保“一龙管水”政策落
地，该局敲定了改革实施方案，明确
改革的“路程图”、“时间表”和“任务
书”，为改革的顺利实施提供了蓝本。

精心谋划，夯实组织保障。为适
应新时代市场监管工作需要，该局想
方设法把执法支队的机构“盘子”做
大，打造高规格的队伍架构，得到了
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大力支
持，核定支队为副处级单位，编制171
人，下设16个部门，人员编制实行“老
人老办法”，不改变原编制性质。并
科学合理对人员进行定岗定位。人

员的优化配置，保证了工作
不断档，促进了队伍融合，
历练了队伍的综合素质。

精准施策，筑实执法基
础。先后出台了《行政执法办案有关
事项的若干意见》、《行政执法行政处
罚流程》等文件，进一步明确执法主
体，统一执法程序，规范工作流程。
并通过推动监管与执法分离、厘清职
责和权力边界、加快“行纪刑”无缝衔
接、加强与相关职能部门的密切协作
等多种途径，理顺了内外关系，健全
了工作机制，提高了执法效率。

据了解，截至 12 月中旬，衡阳市
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共接收
并核查各类涉嫌违法线索近500条，
立案查处 112 起，结案 98 起，初步释
放了改革活力，彰显了改革成果。

(王灵芝)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冬天是寒冷和萧索的。但在衡

阳市市场监管系统的干部职工心目中，冬天照样温馨而
充满活力。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阻击战中，该局践行责任，齐心协力保安全、保质量、保
价格，为全市争取了数百万只平价口罩供应，指导本地企
业转产防护用品，开通了行政审批绿色通道。疫情防控
一级响应解除后，全市市场主体迅速复工达产。

塑雁城精神，扬文明风采。该局结合衡阳创建全国
文明城市，开展“文明餐桌”“放心消费”行动，今年，共受
理消费者投诉举报 68647 件，其中咨询 47892 件、投诉
12503件、举报8252件，均及时处置、及时回复。同时开
展市场监管宣传“五进”行动，发放资料10万余份，举办
讲座980场次，现场答疑，市民消费、维权更理性。

华灯初上，走在雁城的繁华地段，人们的目光就会被
一块块制作精美的巨幅提示牌所吸引：当你的合法权益
受到侵害时，请拨打12315。一句再简单不过的朴实话
语，却饱含了衡阳市市场监管系统执法人员对广大消费
者沉甸甸的承诺和爱心。

群众利益无小事，一枝一叶总关情。今年，该局将
“一机二器三表”整治作为重要民生实事来抓，疏堵结合、
正面引导，评选了“计量诚信”单位50家，引领社会崇德
向善。在“绩效衡阳”公众满意度评估中，该局位居市直
单位前茅。

“着力人民生活的安全，我们要为消费者维权；着力
防范市场风险，我们坚守安全底线；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当放管服改革先行者；着力强化竞争政策，维护市场竞争
公平……”

“‘十四五’期间，衡阳市将基本建成统一开放、竞争
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现代市场体系。”展望未来，
衡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蒋云良胸有成竹地说，那时，全市
将营造创新创业、公平竞争、安全放心的市场营商环境；
完善市场导向、标准引领、质量为本的质量强市体系；形
成法治保障、科技支撑、多元共治的市场治理格局。

万里衡阳雁，今年又北归。大雁领头，青春作伴。衡
阳的天空真蓝，雁城的阳光真美!

前 言
近年来，衡阳市市场监管局认真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以“六稳”“六保”为第一要务，

牢固树立大市场、大监管、大安全的理念，着力营造宽松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安全

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推行审慎包容执法，以高质量的市场监管推进衡阳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最浓最深监管情最浓最深监管情
————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实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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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由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 陈鸿飞 王灵芝

衡岳南来，数不尽青峨翠笏。阳鸟北去，空留下远
浦平沙。

衡阳，地处“南北要冲”，区位优越，是沿海的内地、
内地的前沿，紧靠沿海，临近港澳，承东接西，“扼两广，
锁荆吴”，历为商贾云集之处和江南主要商品集散地。

衡阳，是一块充满生机的沃土，一片激情燃烧的地
方。这里是造纸术发明家蔡伦、大思想家王船山的故
里，共和国元帅罗荣桓的家乡。

衡阳，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八宝之地八面来
风，千秋古城千载良机。衡阳市委、市政府提出，“十四
五”时期，该市坚持“三高四新”战略引领，大力实施“一
体两翼”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现代产业
强市和最美地级市。

重任，伴随着新时代的车轮辗了过来，它要求衡阳
市市场监管系统全体干部职工作出回答:头顶国徽的市
场监管人，如何不辱使命，维护古郡雁城的经济秩序？

衡阳市场监管人抡起了历史的重锤，作出了响亮的
回答！

“建衡实业办得好，离不开衡阳市市场监管部门的
精准服务和靠前服务。”12月27日上午，坐落在衡阳市
松木经开区的衡阳建衡实业有限公司的成品仓库前坪，
20多台挂着广东、江西和福建等省市牌照的大货车，在
公司仓库前排成一条长龙，等待装载聚氯化铝和硫酸铝
等水处理剂系列产品。

公司负责人说，今年1至11月，企业生产总量近40
万吨，完成总产值4.1亿元，同比增长9.5%。近几年来，
该局指导公司完善了质量管理体系，导入了卓越绩效管
理模式。还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建成了先进的检测
中心，提升了企业的质量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

善谋者胜，善决者赢。今年以来，衡阳市大力发展
市场主体，以发展促就业。年初，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出台实施了“‘千家万户’行动计划工作方案”，明确要
求，全市新增市场主体5万户。其中，企业（含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数量不低于 25%。该市还把发展市场主体，
纳入各县市区、工业园区的年度绩效考核内容。

放宽市场准入条件。该局规定，新设立注册资本为
500至1000万元的企业，可选择在城区市场监管部门注
册登记，实现证照“属地办”“就近办”。委托银行网点，
鼓励中介机构“帮办”或“集中代办”证照业务。在全市
范围内，该局还全面推行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承诺制。
申请企业在提供住所证明时，不需要再提供房屋租赁合
同和产权证明等房屋使用证明。只需提供住所、经营场
地登记承诺书，即可办理登记手续。该规定实施以来，
全市采取住所承诺制登记开办的企业有882家。

优化营商环境。今年，衡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台
若干措施，优化对上市后备企业的服务。明确规定，对
南岳电控、湖南大井和衡阳金化等145家“新技术、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上市后备（培育）企业，实行“包容
审慎”监管模式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目前，衡阳市市场主体总量
达38.21万户，同比增长15.29%；企业（含农民专业合作
社）7.95万户，同比增长17.53%，名列全省第二。市场主
体的发展，大大缓解了全市劳动力就业难，活跃了市场
经济，助推全市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其经验被

《湖南日报》在头版头条报道推介。
这正是:小荷已露尖尖角，春风绿过江南岸。

“衡阳市市场监管系统实施雷霆手段，大力整治市场乱
象，获得各方好评。”在今年11月2日召开的全国市场监管
系统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上，该局作为唯一的地市级
局代表作了典型发言。

汗水浇灌收获，实干笃定前行。该局负责人说，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衡阳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排查各类
市场主体 1.45 万户次，向市扫黑办移送有效涉案线索 24
条。

市场监管、行政执法是国家赋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
神圣职责。今年，该局启动了公平竞争第三方评估，审查市
直单位文件840份，进一步打破了行政壁垒。加强信用监
管，企业年报率达92.91%，落实企业经营异常名录动态管
理，列入企业4526户，其中，严重失信企业1129户。并建
立了“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一单两库”，录入部门专项抽查
事项637个，联合抽查事项202个，随机抽查市场主体5215
户，市场监管系统内抽查实现全覆盖。

该局还综合开展了质监、价监、食药监、“两反”、打传等
多个领域执法，结合市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今年全市市场
监管系统查办了各类案件 2889 起。其中，侵权假冒案件
220 件，捣毁制假售假窝点 4 个，销毁假劣产品 4.47 万批
次，移交涉刑案件50起，涉黑涉恶线索24起，查办食品药
品案件676起，捣毁传销窝点6个。

春风过处，春意盎然。该局开展了价格专项检查，为全
市17.2万户企业减免电费1500万元，减免气费730万元，
清理住房抵押登记费280万元，查处价格违法行为21起。
衡阳市市场监管局综合行政执法工作获全国性会议推介。

数字是枯燥的，但这些枯燥的数据背后，却搏动着怎样
的赤心!

发展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头等大事。如何
发挥市场监管部门管理职能，寻求市监部门促进衡阳经
济发展的最佳结合点，一直是衡阳市市场监管局锲而不
舍的追求。

今年，该局强化了计量、标准化、认证认可、检验检测
等质量基础工作，全年检定计量器具13万台（件），校准
计量器具7000台（件），新建了社会公用计量标准3项；
全市相关企事业单位起草国家、行业标准12项，已自我
声明公开企业标准915项，传奇旅游投资有限公司通过
了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终期评估。

全面实施质量提升行动。近年来，该局建立了长期
对接帮扶机制，从质量品牌、标准化、知识产权等方面重
点帮扶全市45家上市后备企业和100家上市培育企业，
20多家有限公司已实施股份制改造。积极开展质量奖
申报评选活动，建衡实业公司荣获省长质量奖；评选华菱
衡钢、金裕环保科技、美蓓达科技、开磷涂料四家企业为
第六届市长质量奖获奖企业。

知识产权实现历史性突破。今年，该局从政策、资
金、专业培训等方面支持企业创新，投入资金 1000 万
元。1-11月，全市专利申请9837件，同比增长73.95%，
名列全省第二。其中，发明专利申请4587件，同比增长
198.44%，增速位居全省一类地区第二。

品牌是现代企业的生命，是拉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源
动力。目前，衡阳市共有地理标志产品12个，中国驰名
商标15个，有效商标注册突破4.17万件。

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这是赤子对人民的忠诚，满怀
如此的深情和忠诚，衡阳市场监管人把“爱的奉献”镌刻
在市场经济热潮中。

推进综合监管执法
市场秩序规范有序

2. 服务质量品牌建设
市场主体活力绽放

3.

食品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与百姓健康息息相关。
今年，衡阳市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净源”“护苗”“网

剑”等专项整治行动，对婴幼儿辅助食品、食盐等品种重
点监管。该局结合“创卫”，改造“门前灶”493家；并督促
5379家餐饮单位完善了“三防”设施。南岳区通过省级
食品安全示范区验收，6个国家级和2个省级“放心粮油
示范企业”通过验收。杜绝了毒蘑菇、群体性食物中毒等
重大食品风险。

“食品安全是天大的事。”在衡阳市解放路一家公司
任职的李先生高兴地说，“过去我们是‘吃动物怕激素，吃
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里没数’，如今
有了市场监管做老百姓食品安全的‘保护神’，我们心里
有数了。”

药品安全无小事，市场监管护平安。今年，该局从源
头遏制药品走票、过票等违法行为和毒麻精药品“流弊”
风险，全市“放心药店”基本实现全覆盖。

做优对接服务。该局积极配合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开
展认证核查，通过了疫苗监管体系验收。他们在巡查中
发现的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缺项143起整改到位。并开展
了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建立电梯应急救援
平台和气瓶安全信息追溯平台，实现了特种设备安全“零
事故”。

好雨知时节，好风凭借力。该局还开展了危化品及
其容器包装物、儿童学生用品、交通顽瘴痼疾、疫情防控
产品、成品油专项整治，成效明显。截至目前，共抽检食
品及食用农产品2.2万余批，不合格566批；抽检药械化
产品493批，不合格5批；抽检9大类重点工业产品和使
用消费品674批，不合格17批，均按要求处置到位。

强化风险隐患防控
市场消费安全保障

4.

衡阳市市场监管局局长蒋云良（左二）带队到城
区农贸市场开展创文、创卫工作督查。

衡阳市市场监管局党委书记夏日新（右三）带领局机
关“衡阳群众”志愿者深入联点社区开展真假中药材识别。

衡阳市市场监督检验检测中心一角。市场监管人员正在发放宣传资料。

对焦中心大局工作
市场监管责任担当

5.

深化改革添动力 市场执法显成效
强有力的检验检测技术支撑助推市场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