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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重庆标准”强力助推经济社会发展

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带头作用，重庆蹄疾步稳。
继重庆高规格组团访问新加坡、菲律宾和斯里兰卡之后，10月14日，第50届世界标准日，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传来好消息：《国际货运代理铁路联运

作业规范》和《国际贸易货物交付与货款支付的风险防范与控制》已经进入批准阶段，《汽车货运代理服务质量要求》进入审查阶段，三项标准最快可在
年内颁布实施。有了更加明确的标准，重庆与世界各国的物流和贸易往来将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标准，是高质量发展的抓手，也是高品质生活的保障。重庆在标准建设方面还有哪些创新举措？带来了怎样的成效？如何
让标准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力助推器？

世界标准日看重庆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重庆）建成并通过市场监管总局验收

重庆标准走向世界
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主动权

在内陆开放高地建设中，重庆逐
步形成了国际货运代理行业铁路联运
物流大通道的运作体系。但是，国际
陆上贸易新规则的挑战客观存在，其
中最基本的是国际铁路公路运输单证
物权属性缺失。

建立并输出国际陆上贸易特别是
国际铁路、国际道路运输相关的国家
标准，通过区域合作加以推广应用，进
而成为国际区域标准，输出中国标准
和中国方案，意义重大。探索建立标
准化国际铁路公路运输单证体系，势
在必行。

去年末，在重庆市市场监管局的
协调下，市商务委启动了一项创新性
课题——区域合作国际铁路公路运输
单证标准化体系建设项目。其目的是
突破现行的国际铁路、公路货运单证
作为运输凭证却不具备物权属性的制
约，促进单证标准化项下的国际陆路
贸易便利化，创新研发以实际应用为
导向的国际贸易陆路运输相关的单证
标准体系。

作为该项目的建设承担者，重庆
市国际货运代理协会一方面立即牵头
组织高等院校、大型企业高管、行业协
会等专家进行研发，另一方面对中欧
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东盟公路
班车等国际铁路公路运营平台企业进
行调研，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导入国
际知名的国际货运代理协会联合会
（FIATA）开发的货运代理运输凭证
（FCT）单证作为核心单证。

围绕国际铁路、国际公路运输流
程梳理，对单证及其背面条款、责任保
险（保险条款、投保规则）和实际运用
规则等内容进行规定，文章开头所提
到的三项标准，最终顺利出炉并进入
相关报批程序。

用技术的力量推动重庆标准走向
世界，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主动权，重庆
市“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领导小组
办公室专门印发《重庆市推进标准联
通共建“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
2020年）》，以标准化的开放合作，促
进政策、设施、贸易、资金和民心的互
联互通。统一指挥和调度下，类似于
上述三项国际运单的国家推荐标准的
创新成果层出不穷。

前不久，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国
际电信联盟(ITU)第16研究组(SG16)
全会上，由重庆大学生物工程学院钟
代笛教授担任编辑的32项标准草案
获批，正式成为ITU-T国际标准；沙
坪坝区推动的中欧班列独立蓄热控温
集装箱技术地方标准上升为国家标
准，该标准成为交通部今年唯一制定
的“一带一路”国际区域性标准，惠及
更多中欧班列。

重庆大学潘复生院士当选为国际

标准化组织（ISO）“镁及镁合金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主席，在世界镁合金领
域发挥了重要的前沿影响，带动了“重
庆标准”走出去；重庆邮电大学牵头制
定全球传感器网络测试领域的第一项
国际标准《传感器网络测试框架》，牵
头制定的未来网络标准进入国际标准
草案阶段，将在信息技术方面实现重
大突破。

市质量和标准化院与欧洲、东盟、
东北亚、南亚标准研究中心建立工作
协商机制，组织翻译标准文献200余
份、15万字，有效促进国际标准化交
流，免费发送WTO/TBT咨询通报48
期，为1000余家次企业进行了技术性
贸易措施咨询辅导；重庆轨道集团全
面掌握跨座式单轨关键核心技术，创
立完善跨座式单轨交通相关国家标准
规范，以标准“走出去”助推单轨产业
成功走向韩国、印尼等国际市场……

以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已成为重庆各界一致行动

标准是国际经贸往来与合作的世
界“通用语言”，是参与国际市场的“通

行证”，标准和合格评定影响了80%的
世界贸易。

同时，标准也是推进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手段。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
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
标准才有高质量。2018年出台的《关
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建立推
动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作出重大部
署。标准化已上升到国家战略，以高
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正在形成共识。

在我市，《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
加快建设质量强市的实施意见》共
125处提到标准，还提出了健全先进
标准体系、加快标准提档升级、加强标
准推广应用等目标任务。市委、市政
府主要领导多次提出“对接国际一流
水平，大力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希
望企业提升标准化生产水平”、“深入
实施标准化战略，建立健全产品质量、
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等标准体系，培育
更多高质量的市场主体”等明确要求。

作为标准化主管部门的重庆市市
场监管局，高度重视标准化工作，把标
准化工作纳入市场监管工作的“四大
战略”之一进行部署，积极推进重庆市
标准化改革发展。

由此，以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成

为重庆各界的一致行动。
前不久，国家标准委发布公告，由

重庆润泽医药主导制定的《外科植入
物用多孔钽材料》和主要参与制定的
《外科植入物用多孔金属材料X射线
CT检测方法》两项国家标准，正式批
准发布。

这是全球范围内第一个医用多孔
钽材料标准、第一个医用多孔金属无
损检测标准。此两项标准的发布，将
大大增强重庆企业在医疗器械领域的
标准话语权。

支持润泽医药抢占标准技术高
地，从根本上提升产业竞争力，是重庆
以标准为手段，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一个缩影。类似的受益者，在
重庆比比皆是。

例如，重庆泰山电缆积极采用国
际标准，实现行业内对应的国际标准
全覆盖；重庆元和精细化工通过国内
外标准比对分析，增加产品分级和检
测项目，主要技术指标均优于行业标
准以及进口国标准，其产品远销美国、
韩国、日本、泰国等国家。

从面上的情况看，市政府办公厅
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消费品标准和质
量提升规划的通知》，国飞无人机、渝
安创新科技、海立云科技等一批民营
企业将发明专利转化为企业产品标
准，以标准革新引领产品质量提升；市
经济信息委、市大数据发展局以大数
据智能化为引领，组织制定大数据标
准130余项；荣昌区推进生猪交易平
台标准化建设，建立国家生猪大数据
中心，累计交易额突破800亿元；市科
技局完成科技标准产业同步发展二期
行动，聚焦电子信息、汽车、轨道装备、
生物医药四大领域制修订标准1336
项，建立示范企业100家，实现工业产
值5008.2亿元。

农业方面，全市累计制修订农业
地方标准410项，持续推进149个国
家级、54个市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建设，促进了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服务业方面，人行重庆营管部开

展全国金融标准创新建设试点，推进
建立金融标准化水平评价体系、培育
金融标准“领跑者”、探索质量增信融
资制度等工作；市商务委推进农产品
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工作；九龙坡区
被商务部和国家标准委确定为农产品
冷链流通标准化示范城市、万吨冷储
物流等3家企业被确定为示范企业。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从学理
上说，标准来源于创新，是科技创新成
果和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对最新
技术水平和人类实践经验的科学归
纳、整理并规范化的结果，也是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的桥梁和纽带。

为此，重庆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组织开展重点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创
新重大主题专项研究。该项研究选择
了功能材料、仪器仪表、集成电路、物
联网、电子商务与软件、高端制造装
备、化工新材料、轻合金、新能源汽车、
生物医药等10个领域。两年来，组织
相关产业联盟、科研院所、重点企业共
申报或制修订国际、国家、行业、地方
标准665项。153家企业建设成为科
技标准化示范企业，通过标准实施实
现产值3775亿元，从标准建设中收获
真金白银。

大处着眼小处着手
“重庆标准战略路径”

为蒸好一锅米饭，要专门组建“米
饭科研组”，做上百次的试验，只为找
到米与水的最佳配比。

这事就发生在重庆市第一社会福
利院。几年前，该院被纳入国家标准
委第二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成为全国两个养老标准化
试点单位之一，而《米饭制作规程》则
是该院承担的试点项目之一。

据悉，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以
养、护、医、康和人文关怀“4+1”全人
照顾服务模式为核心，探索并搭建企
业标准体系，确立101项企业标准，形
成《适老设备规范》《米饭制作规程》等
10项特色养老服务标准，服务满意度
高达95%。

将养老工作转化为精细化的标准
服务，让福利院的老人安享晚年，折射
的是重庆在公共服务中使用标准化来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探索和实践。

又如，在城市管理方面，重庆市政
管理部门开展了城市综合管理提升行
动，要求着眼城市管理精细化，用标准
化推进“大城细管”。为此，重庆加大
了地方标准编制力度。目前，《园林绿
化种植工程技术规范》等2项地方标
准已公开发布，现在编地方标准20
项。

同时，围绕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
发展，市生态环境局组织制定农村生
活水污染物排放、餐饮业大气污染物
排放等一批环境质量标准；市应急管
理局开展安全生产百部标准体系建
设，推行“安全生产技术规范、隐患排
查清单、执法检查清单”的“三标融
合”，推动全市安全生产规范化；市委
编办推进市级部门和区县政府行政许
可标准化全覆盖，促进行政审批事项、
流程、服务、受理场所建设与管理、监
督检查评价“五位一体”标准化，行政
审批效能提升30%以上；市政府电子
政务办牵头制定7项“渝快办”工作规
范地方标准，科学细化量化审批服务
标准，推进同一事项无差别受理、同标
准办理……

以标准化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品
质生活，重庆是怎么做到的？

从大局着眼，构建“四梁八柱”。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主导开展了全市高
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研究，提出了高质
量发展标准体系的建设目标、重点领
域和实施路径，即以通用综合标准体
系为基础、以产业发展标准体系为核
心、以环境保障标准体系为支撑、以标
准绩效评价体系为导向，推动全市建
立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

目前，我市已基本形成政府主导
制定的标准和市场自主制定的标准协
同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该体系结合
实际，在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
制造业、工程和服务、公共服务、营商
环境、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对标国际
先进水平，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

企业是创新主体，地区经济的高
质量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企业。重庆
建机制、搭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撑
和资源嫁接的通道。

以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重庆）
为例，这里引进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等4个国家级标委会，组建了
人工智能、大数据、智能制造、军民融
合专家工作组；与武汉光谷国家技术
标准创新基地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共
享国际国内34个TC资源；加入中国
标准创新联盟、泛珠“10+1”标准化联
盟、西部标准联盟，搭建形成了包括中
国标准化研究院、广东、浙江等20个
省市标准化专业机构的技术交流平
台。

同时，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重
庆）建成了全市最权威准确的标准馆
藏库，馆藏标准达82.7万册，收揽了国
际国内最完备的标准和技术法规；建
成重庆市标准信息服务网等5个信息
化服务平台，服务对象涉及重庆“6+
1”支柱产业和“2+10”战略新兴产业；
集聚高校、企业、行业协会、检测机构、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各方力量，协同
推进标准孵化中心、标准大数据中心、
标准文化中心、标准评价中心和标准
国际化中心建设。据悉，企业涉及标
准事务的绝大部分需求都能在这里获
得支持。

重庆标准化建设收获四大成效
一是构建了标准化“大格局”。坚

持把深化改革作为推动标准化的“先
手棋”，市政府及各部门先后印发《关
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消费品标
准和质量提升规划（2016－2020年）〉
的通知》《重庆市推进标准联通共建

“一带一路”行动计划（2018－2020
年）》，以及加强全市农业标准化、全市
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编制和全市行政许
可标准化工作等系列专项文件；各区
县政府相继建立标准化协调推进工作
机制，出台奖励补助政策，政府领导、
统一管理、分工负责、共同推进的标准
化工作格局已经形成。

二是增强了标准化“大供给”。
全市累计主导或参与制修订国际标

准62项、国家和行业标准1541项，
累计发布地方标准1104项，为保障
安全和满足基本需要、基础通用提供
了技术支撑保障，更好发挥了政府作
用。同时，积极发挥市场主体作用，
改革“企业标准备案制度”为“企业自
我声明公开制度”，所需时间由5－7
天缩短至10分钟。2017年以来，我
市累计培育发展团体标准 74 项，
1168家企业在全国企业标准信息公
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执行标准
7250项，涵盖了11061种产品，市场
活力进一步激发。

三是推动了标准化“大融合”。
标准化不仅在一、二、三产业的经济
层面大力发展，而且被作为一种方法

和工具逐渐普及推广，不断向社会、
文化、生态等层面拓展延伸，并与科
技创新、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公共
服务等领域实现良性互动，有效助推
了经济社会发展。全市累计建设农
业、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循环经
济、节能标准化试点示范区以及标准
化良好行为企业试点项目595个。

四是优化了标准化“大服务”。
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重庆）通过
国家标准委验收，组建全国专业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分委会和标准化工作
组达到18个，市级专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21个，获标准化工程师资格
证书1015人，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
标准化技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重庆市市场监管局聘请重庆市第一批标准化专家

2019年重庆市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门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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