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包头市质监局充分发挥职能
优势，找准标准化建设的着力点，通过加强
工业、服务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行业
的标准化建设，打造了多个标准化工作的
新亮点，以标准助推创新发展，努力夯实各
项事业的标准化基础，取得丰硕成果。

加强工业标准化工作，抢占制高点提
升竞争力。包头市不断强化标准化基础能
力，加强标准化专业技术委员会建设，成立
了自治区装备制造、装备机电物流、稀土专
业和纳米技术4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全市装备制造、有色金属、稀土等主
导产业的重点企业积极参与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制修订工作。内蒙古第一机械集
团有限公司等单位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
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标准体系研究》项
目；内蒙古北方重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发布
了《无人机合成孔径雷达载荷定标试验要
求》等全国首批无人机试验场系列测试标
准，推动了区域内无人机产业的发展；内
蒙古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制
定了《土方机械 非公路机械传动矿用自
卸车 技术条件》等 5 项国家标准，提升了
大型电动轮非公路矿用自卸车产品竞争
力；包钢集团主导制定了《结构用方形和
矩形热轧无缝钢管》国家标准和《城市有
轨电车用槽型钢轨》行业标准，提高了钢
轨生产的技术要求；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担建设的稀土产
业集群标准化试点项目以 98.2 分的高分
通过验收，构建了包含基础标准、通用标
准、应用标准在内的，由 282 项标准组成
的稀土产业标准体系。

加强服务业标准化工作，迅速突破提
质增效。包头市着重在旅游业、保洁业、
物流业等重点领域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
服务业企业开展现代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工作，通过制定和实施服务标准，推行服
务业标准化，实现有效规范服务市场秩
序，向消费者提供统一的、可追溯、可检验
的服务。

自治区烟草公司包头市分公司、瑞洁
保洁公司开展了烟草物流配送、保洁服务
两个全国服务业标准化试点；包头市瑞洁
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制定和实施符
合实际的先进、合理、可操作的服务标准，
提高了服务品质，通过了“三标一体化”认
证；烟草物流配送项目以“6S”现场管理为
切入点，形成了管理有规章、服务有标准、
配送有保障的标准化服务格局，实现了效
率提高、成本降低、客户满意的目的。

由内蒙古包头北方风驰物流港有限
公司承担的自治区装备机电物流服务业
标准化试点项目建立和实施了包括装备
机电物流园区、仓储、大件公路运输等 8
大项 136 小项的企业物流服务标准体系，
使包头市占据了自治区装备机电物流业
市场竞争的制高点。

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工
作，提档升级赢得赞誉。包头市国家级服
务业标准化试点单位青山区政务服务中
心，在进驻项目、服务行为等 6 个方面建
立实施了 126 项标准，使中心所有服务窗
口达到“服务质量目标化、服务方法规范
化、服务内容程序化”，群众满意度大幅提
升。以此为示范，包头市稀土高新区市民
大厅服务业标准化试点项目构建了涵盖
服务通用基础、服务保障和服务提供标准
共 235 项标准在内的标准体系，覆盖了行
政管理和政务服务各环节，实现了从制度
化管理向标准化管理的提升。

白云区民生一站式公共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作为国家第一批社会管理和公
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项目，建立健全了
民生各项服务标准体系，以标准化形式保
障服务质量，提高服务效能，形成完善的
标准化服务平台。包头市政务服务中心
在自治区率先融合开展政务服务和公共
资源交易标准化建设，建成并实施由 3 大
体系、20 个子体系、1000 余项标准组成
的服务标准体系，被国家标准委确定为第
四批国家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
准化试点，致力打造“审批最快、效率最
高、服务最优”的全国一流政务服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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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包头市稀土资源禀赋优势，积极
申报并建设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稀
土），通过标准化手段促进稀土产业向中
高端迈进，提升国际竞争力。目前，已通
过国家标准委组织的专家论证。由中国
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
导和参与制定的稀土基础标准、产品标
准、分析检测标准 140 多项，占到稀土行
业现行有效标准的半数以上，成为中国稀
土行业名副其实的“定标王”。《稀土术语
和定义 第 1 部分：矿产品、氧化物及化合
物》国际标准提案获得立项，成为我国首
个主导制定的稀土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话
语权取得实质性突破；发布了《盖板玻璃
抛光用稀土抛光粉》全国第一个稀土行业
团体标准；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冶炼分公司依托国家标准委
批复的“稀土湿法冶金国家节能标准化示
范项目”，构建起一套适用性强的节能标
准体系，并在行业内推广应用，使轻稀土
产品综合能耗大幅下降。

立足于小尾羊产业特色优势，通过
“团体标准—行业引领—品牌营销”建设
路 径 ，塑 造 包 头 市 羊 产 业 竞 争 优 势 。
2017 年制定发布了中国羊产业第一个团
体标准《冷却（鲜）羊肉质量分级与评定》，
标准的内容兼顾了安全卫生等基本要求
和消费者对高端羊肉的差异化需求，使优
质羊肉产品有了更权威的认定。小尾羊
集团公司通过实施标准，高端羊肉产品的
竞争优势凸显，顺利打开北京、上海等一

线城市羊肉高端产品销售渠道，市场占有
率显著提升，羊肉冷鲜肉销量较同期增加
了 10%。

积极推动国家级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希拉穆仁草原旅游服务标准化项目
建设，并顺利通过了国家标准委的验收，
建立起了草原旅游服务业标准体系。结
合景区服务实际，制定企业标准 118 项，
标准实施率达 90%以上，使旅游服务的

“食、住、行、游、购、娱”等各环节都有标准
可依。随着工程的深入实施，将牵引培育
满都拉口岸风情游等一批精品标准化项
目，更好地塑造包头草原文化旅游品牌。

包头市政务服务中心积极开展国家
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综合标准化试点
建设。按照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
务要求，构建相应的服务标准体系，使审
批权力运行、公共资源交易监管等都有标
准可依，推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再
上台阶。白云区民生一站式公共服务综
合标准化试点通过国家标准委验收，搭建
了包含通用基础、服务提供在内的公共服
务标准体系框架，共收集、制定标准 157
项，标准覆盖率达到 80%以上，并采取学、
做、记、查、评等方式促进标准有效实施，
群众满意度上升为 96.4%。

包头市将继续扎实推进创建工作，通
过构建新型标准体系提升标准有效供给
水平，通过实施重点工程探索新型标准供
给模式，通过“放管服”并举提升标准供给
能力，全面提高标准供给质量与效率，努
力走出一条具有包头特色的标准化发展
道路，为全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作出示
范、提供借鉴。

以标准化引领质量提升以标准化引领质量提升
——包头市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纪实

夏日的包头草绿花红，一派生机勃勃的美好景致。同样让这座
城市焕发活力的是“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的创建工作。

作为全国首家开展创建工作的地级城市，包头市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
包头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
换、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实际需求，将实施标准化战略纳入包头市“十
三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之中，确定为包头市经济发展的核心
战略。2017 年，包头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要做好质量、标准建设
文章，开展质量提升行动，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加强标准体系建
设。经国家标准委批复同意，包头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城市中开展

“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建工作，截至目前，重点领域标准体系
基本建立完善，创制发布一批自主先进标准，标准品牌联动效应凸
显，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成效显著。包头市创建“标准国际化创
新型城市”荣获 2016“质量之光”年度全国质检创新奖。

标准化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
术支撑，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基础性制度，是推进产业优化升级、
促进经济提质增效、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
效手段。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
高质量。

为进一步做好“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
市”创建工作，深入实施标准化战略，包头
市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以市长为主任，各相
关委办局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包头市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常设机构），加强对创建工
作的组织领导。为保障创建工作实效，包
头市政府选定中国航空综合技术研究所、
深圳标准化研究院、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

研究院作为技术支持单位，全面开展“标
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创建工作。

在创建工作中，包头市始终坚持问题
导向和需求导向，紧贴包头市经济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的需要，制定了创建“标准国
际化创新型城市”工作方案，突出重点组
织实施国家技术标准创新基地（稀土）建
设、装备制造业标准化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小尾羊标准化与质量品牌塑造、文化
旅游标准化示范推广、社会管理与公共服
务标准化提升、包头市相关委办局标准化
工作基础与需求研究六大工程，建立了政
企联动一体化工作体系，统筹下好“标准
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一盘大棋。

聚焦高端装备制造业、稀土钢、高温
气冷堆燃料元件制造技术、大型电动轮矿
用车、镍氢动力电池、高端厚壁无缝钢管
等 7 个方面，自治区质监局积极指导帮助
相关企业研究构建标准体系。发布了国
际上第一个高温气冷堆燃料元件系列产
品标准，全国第一个大型矿用自卸车国家
标准、槽式太阳能集热器系列产品标准、
无人机试验场系列测试标准。

标准化在助力产业提质增效升级方
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加速科技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将企业核心技术
转化为标准，稀奥科镍氢动力电池有限公
司建立了覆盖全面、结构合理、运行有效
的镍氢动力电池产品标准体系，实现了产
品研发与标准研制同步部署，大幅缩短产
业化周期，占得市场先机，并成功打入日
美市场。二是提升产品技术成熟度，企业
运行降本增效。北方重型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积极构建大型矿用自卸车标准体系，
解决了生产过程各阶段、各环节、各工序
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协调衔接问题，降本增
效显著，截至 2017 年 9 月底，净利润同比
增长 115.46%。三是发挥龙头企业标准
化辐射作用，带动产业水平整体提升。北
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的高端厚壁无缝钢
管挤压技术标准的发布，一举打破国外垄
断，掌握行业话语权。国内采购高端厚壁
无缝钢管吨钢价格从 16 万元直线下降至
4 万元，为国家年度节约资金上百亿元。
四是加强国际贸易中自主标准应用力度，
提升国际化水平。包钢集团的稀土钢系
列产品标准填补了国内外稀土钢产品标
准空白，在稀土钢产品出口谈判过程中，
将该系列标准纳入销售合同，实现了标准
引领产品“走出去”。目前，稀土钢产品已
出口至缅甸、新加坡、阿联酋等“一带一
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

六大工程推进标准化战略实施

聚焦七个方面助力产业提质增效

依托资源优势走出标准化发展道路

2018 年 4 月 3 日，区、市两级质监部门组成的调研组深入明拓铬业调研指
导标准化工作。 张井 摄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原主席张晓刚在包头市创建标准国际化创新型
城市启动大会上致辞。 田伟 摄

包头市质监局工作人员在街头开展标准化知识宣传。 叶子蔚 摄

自治区标准化院的专家指导包头市达茂旗牧业标准化示范区工作。 田伟 摄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赢得市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标准化赢得市民
赞誉赞誉。。 张井张井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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