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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三个转变”
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
（质量报告篇）

2014 年 5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郑州考察时提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
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三个转变”重要论述。
5 年来，郑州市始终坚持把质量工作作为重要战略来抓，将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
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量强市战略，形成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全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从自主创
新、质量提升、品牌培育入手，积极践行“三个转变”，交出一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成绩单。
值此郑州市质量大会召开之际，本报特推出“落实‘三个转变’——
—推进质量强市战略 我们在行动”系列报道，今日推
出“质量报告篇”，敬请关注。

坚持高质量发展主线

高标准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质量问题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近年来，郑州市始终把质量工作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紧紧围绕“三区一群”战略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深入推进质
量强市战略，全市质量总体水平持续提升，质量品牌效益日益凸显，标准、计量等质量基础不断夯实，质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度不断增强。

质量总体水平持续提升
2018 年，郑州在全国率先开展“百
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行动，并
举办“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专项
行动“郑州标准”对标国际高峰论坛，支
持引导工业企业参与国家、省质量标杆评
定活动， 两化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活
动，提升工业企业核心竞争力。 同时，在全
市开展了建设质量安全提升行动，推动绿
色建筑、装配式建筑，成品住宅建筑标准
体系逐步完善；积极推行建设行业新技术
新工艺，培育精品示范工程；加大服务质
量提升的统筹规划，提升旅游、医疗服务
质量满意度。
目前， 全市重要工业产品合格率达
97.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5 个百分
点。 蔬菜、 水产品抽检合格率在 99%以

上，畜禽产品抽检合格率 98.2%，药品生
产不合格报告书下降 33%， 人民群众对
食品药品安全满意度超过 74.5%。 工程
质量持续向好，全市新开工受监工程质量
监督、工程建筑节能标准执行率、受监工
程质量竣工验收合格率、受监工程质量竣
工验收备案率达 100%，竣工工程质量全
部达到国家规范标准和设计要求。
郑州不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 营商
环境持续改善,在全省率先启动“最多跑
一次” 改革，878 个审批服务事项分类
“一窗受理”，为群众提供了“门好进、脸
好看、事好办”的政务服务。 通过全程电
子化办理企业登记达到 80 万户次。 企业
开办时间压缩至 3 天。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各类市场主体达到 107.5 万户，较

商事制度改革前增长 128%； 企业类市
场主体达到 50 万户，是商事制度改革前
的 3 倍。
2018 年，郑州市成功举办国际旅游
城市市长论坛，5 家景区被评为河南省
首批研学旅游示范基地， 新增两家 4A
级景区，两家 3A 景区，创建省级旅游特
色生态示范镇 2 个， 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3 个， 两个景区被评为 “二钻级智慧景
区”。 医疗质量控制体系进一步完善，区
域医疗中心建设扎实推进， 已建成临床
检验、院前急救等 20 个质控中心，引进
国内外知名学科团队 20 个，全市家庭医
生智能化签约覆盖所有县（市）区，智慧
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全面投入使用。 郑州
市上榜“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市”，陆港

型、空港型、生产服务型、商贸服务型物
流枢纽地位稳步提升,4 家企业入选全国
冷链物流百强， 新增 5A 级物流企业 1
家，4A 级物流企业 11 家。 郑州跨境电
商“网购保税 + 实体新零售”模式入选
2018 年中国自贸试验区十大创新成果，
郑州国际物流园区成功晋升为国家级示
范物流园区。
另外，郑州市政府印发《郑州市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全面放开养老服务
市场提升养老服务质量的实施意见》，市
民政局开展了养老院服务质量建设专项
行动。 全市获得服务业标准化示范项目国
家级 8 个、省级 15 个。 全市共有 6 家服
务业“两区”获省“十强”“十快”，获奖
数量连续多年全省第一。

开展了药品流通领域、医疗机构、互联网、千
家化妆品使用单位等多项专项整治，警示约
谈 41 家药品零售企业、36 家药品批发企
业， 共召回 637 批次不合格药品、 中药饮
片、化妆品。持续保持打击传销高压态势，全
市异地聚集式传销得到明显遏制，工商部门
查处传销案件 5 起， 罚没金额 301.4 万
元；公安部门破获传销案件 49 起，捣毁取
缔传销窝点 60 个，教育遣散传销人员 863
人，打击处理 200 余人。开展网络市场监管

专项行动，共检查网站、网店 38569 个，利
用质量追溯体系，加强农产品、肉类流通全
过程监管，有力净化了消费环境，保障人民
群众消费安全。“12315”全年受理消费者
咨询、投诉、举报 19.8 万件，帮助消费者挽
回经济损失 2007.6 万元。 质量安全申
（投）诉处置率、回复率均达到 100%。全市
旅游服务“12301”全国旅游投诉举报平
台正式上线后，实现了属地直办、全程监控、
多渠道入口统一的闭环投诉受理和处理。

2018 年以来，全市深入开展特种设
备安全专项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排查企业
1021 家， 下达安全监察指令书 424 份，
安全隐患整改率 100%。 在全省率先开通
电 梯 应 急 救 援 处 置 平 台 ，“96333” 自
2017 年以来受理电梯救援热线 15125
起，解救被困人员 32654 人。 对全市 40
万只气瓶加装智能角阀，以科技手段实现
了对气瓶的有效管理，人民群众的质量安
全感得到明显提升。

册商标总量突破 22 万件，占全省总数的
39.87%，位居中部六省城市首位；驰名
商 标 总 数 达 到 62 件 ， 占 全 省 总 数 的
24%。 全市有国家级质量标杆 3 个，省级
质量标杆 29 个， 拥有绿色食品 106 个、
有机农产品 14 个，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 12 个。 拥有“中华老字号”企业 3 家、
“河南老字号” 企业 9 家，A 级景区 42
家，星级酒店 72 家，共有 A 级物流企业
81 家。 累计共创“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

奖优秀住宅小区金奖”1 项， 省建设工程
“中州杯”“安居奖”奖 135 项，市建设
工程“商鼎杯”等 114 项。
2018 年郑州市启动了第七届郑州
市市长质量奖评定工作，五家企业荣获郑
州市市长质量奖。 推动各类品牌示范区建
设，提升区域综合竞争力，继新密市成为
全省首个质量强县（市、区）示范县（市、
区） 后，2018 年郑东新区被河南省质监
局批准创建河南省质量强县（市、区）示

范县（市、区），郑州高新区正在积极创建
“全国卫星导航应用产业知名品牌创建示
范区”“全国检验检测认证公共服务平台
示范区”。
2018 年郑州市首批评选出 10 名郑
州大工匠、19 家郑州市示范性劳模（技能
人才）创新工作室,评选表彰首届“郑州
好医生”“郑州市名中医” 等各类先进典
型 82 名。

2018 年， 郑州市牵头成立郑、 汴、
新、焦、许“1+4” 郑 州 大 都 市 区 标 准 联
盟，标准化在推动中原城市群建设中取得
重要进展。 目前，全市各类企业完成国际
标准制（修）订 3 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制（修）订 180 项、省级地方标准制
（修）订 36 项，18 家企业通过企业标准
体系确认，226 家企业采用国际标准和国
外先进标准； 全市共有 969 家企业在国
家标准委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公
示标准 8391 项，涵盖 12827 种产品；积
极开展城市联盟标准研制工作，牵头起草
《有机蔬菜冷链物流配送规范》城市联盟
标准 1 项，参与起草城市联盟标准 8 项；
参加国标委标准信息中心联合 32 家单
位筹建的标准化信息共享战略联盟；在文
化传承、旅游、装修、互联网服务等 10 个

领域培育并获批 21 项省级服务标准化
试点项目，占全省三分之一。
计量工作方面， 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
院合作开展 “时间与空间上大气污染物排
放量监测”项目，打造在全国可推广、可复
制的大气污染物治理“郑州模式”。 率先在
全国开展加油机远程动态智能监管创新，选
取中石油、 中石化等 11 座加油站开展试
点。 国家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质检中心项
目、河南卫星导航与定位服务产品质检中心
项目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认证认可高技术服
务业蓬勃发展， 目前全市拥有 9608 张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3010 张强制性产品认证
证书、302 张食品农产品认证证书，通过资
质认定的检验检测机构达 345 家， 已成为
全市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郑州站在国家中心城市高质量

建设新的历史起点，新时代的质量工作更
要树立世界眼光。 力争到 2020 年，产品、
工程和服务质量明显提升，质量突出问题
得到有效治理，智能化、消费友好的中高
端产品供给大幅增加，高附加值和优质服
务供给比重进一步提升，质量基础设施更
加完善，郑州制造、郑州建造、郑州服务、
郑州品牌市场竞争力显著增强，形成一批
质量效益一流的世界级、国家级及省级产
业集群，打造出一批国家级、省级知名品
牌示范区、质量提升示范区、农业综合标
准化示范区，涌现出一批特色小镇和区域
质量品牌，努力推动郑州经济迈入质量时
代，为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本报记者 聂春洁 汪辉

质量安全形势稳定向好
近年来，郑州市各级各部门主动顺应
人民群众对质量发展的期盼，进一步健全
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措施，强化事中事后
监管，加强质量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
质量违法行为， 持续保持对重点区域、重
点领域、重点产品的高压态势。
2018 年，全市组织开展了获证危险化
学品、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和容器、塑料管材、
成品油、 烟草等 11 类产品的综合整治，
“农资”“地条钢”等 14 个专项执法检查。

质量品牌创建成效明显
近年来， 郑州市紧紧围绕主导产业，
加强品牌规划和自主品牌培育，推进供给
结构升级，积极推动全市各行业深入开展
品牌战略，开展实施市长质量奖、商标、农
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鲁班奖、市政金杯奖、
中华老字号、 星级旅游景区等评定工作，
促进“郑州产品”向“郑州品牌”转变。
目前， 全市拥有省长质量奖单位 15
家、郑州市市长质量奖单位 35 家。 中铁
工程装备公司获得中国质量奖提名奖。 注

质量创新能力稳步提升
郑州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 为搭建
创新平台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市政府出
资 3 亿元与省科技厅共同推进国家技术转
移郑州中心建设；企业牵头搭建的省工业新
型成像技术创新中心、省智能工厂系统集成
创新中心等 4 家创新中心被认定为首批
“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单位”。
截至 2018 年底， 全市建有省级制
造业创新中心培育单位 6 家， 市级培育
单位 13 家； 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5
家、省级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38 家；企业
技术中心 730 家，其中国家级 18 家，省
级 326 家。 实施通信技术、超级电容等
十大科技专项，8 项成果获 2018 年 度
国家科技奖励，创历史新高。 万人发明专
利拥有量 13 件、增长 20%，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 63%。

通讯员 杨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