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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江西六部委（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
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于 2014 年正式批复《江西省生态文

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
江西省成为了首批全境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这标志着我省生态文明建
设开启了新征程。笔者结合自身工作，
认真思考质监部门如何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紧扣生态江西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以提
升质量发展水平为目标，秉承指导有方、协调有效、服务有情、
监管有力的工作理念，加大力度服务经济转型升级、促进企业
节能减排增效等，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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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道法自然”
、
“天人合一”等生态思

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并列的战略高度；2010 年 10

想，
这些智慧对今天的发展仍有启示，
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

月，党的十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把“提高生态文明水平”作为

中国就注重加强污染防治，并积极参与世界环境与发展事

“十二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
江西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是江南的“鱼米

业。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实行节约
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生

之乡”
，历届省委、
省政府一直以来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

态环境恶化的趋势有所减缓。2005 年，中央人口资源环境

始终坚持
“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
的发展理念，坚持

工作座谈会上，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
“生态文明”
；
2009 年 9

绿色崛起发展战略。我省先后实施了
“山江湖工
生态立省、

月，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经济建设、

程”“
、保护东江源?珍爱鄱阳湖”
“灭荒造林”等重大生态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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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和环境保护工程。党的十八大以后，
江西在转方式、稳增

技术专家在工业产品行政许可、机动车安检机构资格许可、

长、
促发展方面做了许多努力，
在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生态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等项目现场评审时向企业收取专家

文明等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2014 年 11 月 21 日，江西广

评审费及其它不应由企业支付的费用。

播网传来一个喜讯——
—江西六部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

3、
着眼于
“标准提升”，
助推产业转型升级

国土资源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正式批复《江西

探索实施联盟标准，
促进工业产业提质升级，提升块状

省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我省成为首批全境

经济质量，
促进其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保护和优化生

列入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省份之一。

态环境。重点推进农业标准化项目的申报与实施，
积极帮助

江西作为一个中部欠发达省份，目前正在加快推进工

开展国家、省级示范项目建设，提高农业标准化水平，促进

业化、城镇化进程，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日益凸

高效生态现代农业发展。在 50%的规模以上企业建立标准

显。如何通过实施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
在加快经济发

化机构，
实施企业标准化千人培训工程，
夯实标准化工作基

展、社会进步的同时，同步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这不

础。加快产业标准化信息平台筹建工作，
在部分块状产业集

仅对于江西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于中部地区

聚区域建立标准信息子平台，
为集群产业发展提供方便、快

乃至全国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重大的典型示范作用。江西

捷的标准信息实时服务。加快节能减排标准体系建设，完善

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质监局）充分发挥职能优势，

单位产品能耗标准，
加大节能减排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加大

紧扣生态江西建设实施方案的要求，以提升质量发展水平

节能减排法规规章和标准的宣贯力度，充分发挥标准化工

为目标，
秉承指导有方、协调有效、服务有情、
监管有力的工

作在节能减排中的基础作用。

作理念，
加大力度服务经济转型升级、
促进企业节能减排增

逐步建立健全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为主，地方标准、

效、
倡导低碳生活办公等，
全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企业标准为补充的标准体系，
抢占产业发展的制高点。放开

1、
着眼于“名牌培育”
，
推动发展方式转变

搞活企业标准，建立企业产品和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

围绕产业经济“十百千亿工程”和十大战略性新兴产

公示制度，
逐步取消政府对企业产品标准的备案管理，发挥

业，制定培育发展规划，着力培育一批市场需求大、发展前

企业标准化主体作用，
提高标准水平，有效提升我省企业的

景好、附加值高的名牌产品。并加大力度开展省服务名牌产

核心竞争力。

品和区域名牌申评工作，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提升块状经济

4、
着眼于
“质量发展”，
服务绿色工业体系构建

培育现代产业集群，
提升服务业的质量竞争力。鼓励引导企

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贯彻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严控‘三

业加大科技投入，在各级名牌产品培育中，
明确高新技术产

高’产业新增产能项目，
对列入生产许可证目录管理的热轧

品、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装备制造业产品和采标产品为

带肋钢筋、
水泥、
铝合金建筑型材、
制冷设备、
蓄电池等高耗

重点培育对象，
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
装备制造业、
拥有自

能和易造成环境污染产品，严把准入关。加强节能环保产品

主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业产品在各级名牌产品申报中的比

质量监督，
进一步加大质量监督抽查和后处理工作力度，严

例。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
对高耗能、
重污染、
不符合产业

厉查处产品质量违法行为。选择具有示范作用和辐射效应

政策要求的企业不予申报，
而建议其转产，同时加大对淘汰

的园区或重点用能企业，开展“循环经济标准化试点”等试

落后产品生产企业的查处力度。引导鼓励企业争创各级名

点示范创建活动。配合省发改委等部门，
在硅酸盐水泥、平

牌，鼓励开展新技术新工艺改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

板玻璃、
铝合金建筑型材、
中小型三相异步电动机等领域支

和改善生态环境。

持重点耗能企业开展低碳产品认证和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2、
着眼于“简政放权”
，
打造良好政务环境

开展质监知识大培训活动。为适应质量安全新形势和质

推进行政许可“三分离”
改革。进一步优化许可审批流

监改革新变化的需要，
省局每年安排培训专项经费，分层级

程，省质监局保留的行政许可项目严格实施受理、审查、审

组织开展质监知识大培训活动，有计划地邀请地方政府分

批
“三分离”模式，即办证大厅负责受理企业申报材料；评审

管领导参加质监知识研讨活动；组织基层质监工作人员开

中心负责组织技术评审或实地核查（特种设备除外）；职能

展业务知识培训；
组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管理人员开展质

处室负责审批，
形成既相互分离又相互制衡的工作机制。同

量安全知识培训。通过质监大培训活动，
增强各层级质量安

时坚持一个窗口对外，
企业申报材料的递交、
受理决定书和

全意识，
提升质量管理能力。

许可证书的打印发放全部在办证大厅窗口办理，以提高服

5、
着眼于
“生态有机”，
服务绿色农业体系构建

务效率。进一步规范和改进行政审批工作。省级资质认定部

培育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从加强制度建设、普查地

门对相关检验检测机构的验收和授权工作与检验检测机构

理标志资源、完善保护体系等方面入手，加大挖掘、培育和

资质认定合并实施。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省质监局将再取

保护力度，将具有江西特色、传统、绿色的产品申报国家地

消、
下放、
委托一批行政许可审批项目。

理标志保护产品。重点抓好“四绿一红”
江西茶叶等一批绿

清理规范涉企收费。凡是涉企收费项目一律对社会公

色有机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制定工作，逐步健全覆盖

示，
凡是未经公示的收费项目一律不得收费。在行政许可审

产地环境、
生产过程、加工包装等各环节的现代农业标准体

批过程中严禁要求企业参加带有强制性的收费培训，严禁

系。积极培育绿色生态示范项目，
并以点带面发挥示范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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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实现农业生产的标准化、
产业化。
推动绿色有机产品认证，
配合省农业厅等部门，
推广绿

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能源计量数据

色食品、
有机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等认证。支持、
指导、
推荐

重点耗能企业能耗。深入推进治理商品过度包装工作，定期

管理及能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情况等进行审查，有效降低

自然环境条件优越、有机认证产品具备一定规模的县（区）

组织开展对加工农副商品等商品包装计量监督专项检查，

创建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加强对已获有机产品认证示范

加强公共机构能源资源计量工作，开展“能效标识”专项检

区的监督检查，确保有机产品质量安全。

查。

6、
着眼于
“集约高效”，
助力绿色服务业体系构建
提升服务业标准化水平，加快研发设计、第三方物流、

推进节能标准化工作，
围绕工业、
能源、
建筑、
交通运输、
流通、公共机构、农业等领域加快节能地方标准研制，严格

融资租赁、
电子商务和品牌建设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金融、

执行强制性节能标准，强化用能单位实施强制性节能标准

旅游、养老等标准研制工作，进一步健全服务业标准体系，

的主体责任。

继续推进“江西省服务业地方标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支

8、
着眼于
“节约机关”
创建，
倡导低碳生活与办公

持检验检测认证服务业发展，
放宽检测市场准入，鼓励不同

从质监部门自身入手开展节能减排，
提倡低碳生活，打

所有制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进入非国家明文禁止的检验检测

造低碳绿色机关。充分利用各种有效的宣传载体，
大力宣扬

领域，
平等参与市场竞争。
指导并帮助民营检验检测机构通

“低碳、绿色”理念，从节约一张纸、一度电、一滴水开始，使

过资质认定。
推进检验检测机构资源整合，
完善检验检测机
构规划布局。

人人都来关心生态文明建设，
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开展
“节约从身边点滴做起”
、
节能减排行动等活动，
要求从现在

7、
着眼于
“能源计量”，
促企业节能减排增效

做起，
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
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促进

发挥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江西）作用，加快完成国

生态文明意识的转化，提高我们践行生态文明的行动和凝

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江西）筹建工作，早日搭建能源计量
数据公共平台、检测技术服务平台、技术研究平台、检测人

聚力。
按照绿色发展、
循环发展、
低碳发展的理念及生态与经

才培养平台，逐步实现在线采集、实时监测能源计量数据，

济协调发展的要求，质监部门要紧紧依托我省资源优势和

为社会提供节能技术服务，为政府实施节能管理提供技术

产业基础，进一步明确方向和重点，
有保有压、
转型升级，重

支撑。
强化能源资源计量监管，
加强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

点加快发展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优化产业结构，

审查工作，对我省列入“万家企业节能低碳行动”企业名单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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