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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

这次中国制造提升计划
细到了电饭煲的外观和功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发布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意
见》强调，提高供给质量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提高产品和
服务质量是提升供给体系的中心任务。《意见》指出，要全面提升产品、工程
和服务质量。
□综合央视、新华社

增加食品药品优质供给
健全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 实施农业标准
化生产和良好农业规范。推行种养殖清洁生产，
强化农业投入品监管，严格规范农药、抗生素、
激素类药物和化肥使用。 完善进口食品安全治
理体系， 推进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
建设。开展出口农产品品牌建设专项推进行动，
提升出口农产品质量， 带动提升内销农产品质
量。大力发展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提高绿
色产品供给比重，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增强统一性、专
业性、权威性，为食品药品安全提供组织和制度保
障。继续推动食品安全标准与国际标准对接，加快
提升营养健康标准水平。推进传统主食工业化、标
准化生产。 促进奶业优质安全发展。 发展方便食
品、速冻食品等现代食品产业。实施药品、医疗器
械标准提高行动计划，全面提升药物质量水平，提
高中药质量稳定性和可控性。 推进仿制药质量和
疗效一致性评价。

促进消费品提质升级
加快消费品标准和质量提升， 推动消费品工
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支撑民众消费升级需
求。推动企业发展个性定制、规模定制、高端定制，
推动产品供给向“产品+服务”转变、向中高端迈
进。推动家用电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改
善空气净化器等新兴家电产品的功能和消费体
验，优化电饭锅等小家电产品的外观和功能设计。

强化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新型视听产品的
信息安全、隐私保护，提高关键元器件制造能力。
巩固纺织服装鞋帽、 皮革箱包等传统产业的优势
地位。培育壮大民族日化产业。提高儿童用品安全
性、趣味性，加大“银发经济”群体和失能群体产
品供给。大力发展民族传统文化产品，推动文教体
育休闲用品多样化发展。

提升建设工程质量水平
确保重大工程建设质量和运行管理质量，
建设百年工程。 高质量建设和改造城乡道路交
通设施、供热供水设施、排水与污水处理设施。
加快海绵城市建设和地下综合管廊建设。
规范重大项目基本建设程序， 坚持科学论
证、科学决策，加强重大工程的投资咨询、建设
监理、设备监理，保障工程项目投资效益和重大
设备质量。 全面落实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质量责
任，强化建设单位首要责任和勘察、设计、施工

单位主体责任。
加快推进工程质量管理标准化，提高工程项
目管理水平。加强工程质量检测管理，严厉 打击
出具虚假报告等行为。健全工程质量监督管理机
制，强化工程建设全过程质量监 管。因地制宜提
高建筑节能标准。完善绿色建材标准，促进绿色
建材生产和应用。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提高建
筑装修部品部件的质量和安全性能。推进绿色生
态小区建设。

推动服务业提质增效
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 完善以居家为基
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相结合的多
层次、智能化养老服务体系。鼓励家政企业创建
服务品牌。
发展大众化餐饮， 引导餐饮企业建立集中
采购、统一配送、规范化生产、连锁化经营的生
产模式。实施旅游服务质量提升计划，显著改善
旅游市场秩序。 推广实施优质服务承诺标识和
管理制度，培育知名服务品牌。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发展。 加强运输
安全保障能力建设，推进铁路、公路、水路、民航

等多式联运发展，提升服务质量。提高物流全链条
服务质量，增强物流服务时效，加强物流标准化建
设，提升冷链物流水平。推进电子商务规制创新，
加强电子商务产业载体、 物流体系、 人才体系建
设，不断提升电子商务服务质量。支持发展工业设
计、计量测试、标准试验验证、检验检测认证等高
技术服务业。提升银行服务、保险服务的标准化程
度和服务质量。加快知识产权服务体系建设。提高
律师、公证、法律援助、司法鉴定、基层法律服务等
法律服务水平。 开展国家新型优质服务业集群建
设试点，支撑引领三次产业向中高端迈进。

我国将大力培养
智能制造领域工匠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记者 张辛欣）在“中
国制造”全面迈向数字化、智能化之际，工匠同样面
临着转型升级，除了掌握传统技能外，也需要掌握
工业机器人、智能设备等操作技能。工业和信息化
部副部长陈肇雄近日表示，我国将推进能工巧匠和
高技能人才培育等工程，大力培养智能制造领域工
匠。目前，我国已在船舶、化工、食品、电子等领域大
规模开展智能制造试点，但先进制造技术领域人才
不足， 制造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
生产一线职工发展环境有待改善，迫切需要建成与
先进制造业发展相适应的人才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提出，将鼓励企业与有关高等
学校、职业学校合作，面向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特
别是航空航天及动力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先进轨
道交通装备等建设一批紧缺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开
展“订单式”培养。

南昌严禁房产企业广告
使用“名校”“学区房”
据新华社南昌9月12日电 教育部门不得与房
产企业签订各种形式的入读协议，房产企业广告宣
传语严禁使用“名校”“学区房”。日前，南昌市市
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和教育局联合下发通知，规范
房地产项目广告宣传。
通知要求，房地产开发企业或其委托的中介机
构不得在其公开销售广告中使用 “名校”“学区
房”等违反义务教育平等原则的广告宣传语，也不
得在其内部发行的有关销售彩页广告或在室内打
出的广告条幅进行任何涉及 “名校”“学区房”的
宣传。

公园“放生”眼镜蛇
湖南一男子被拘留
据新华社长沙9月12日电 记者从湖南湘潭市
公安局获悉，当地一男子近日在公园内“放生”眼
镜蛇，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警方介绍，近日有人在湘潭湖湘公园“放生”
眼镜蛇， 一段现场视频在湘潭市民间广泛传播。不
少市民认为“放生”眼镜蛇的行为存在安全隐患，
向警方报警要求依法妥善处置。10日15时许， 湘潭
市公安局岳塘分局宝塔派出所接到指令后，立即赶
赴湖湘公园，确定了视频中放蛇的地点，并在附近
搜寻“放生”的眼镜蛇，循线追踪开展调查走访。
9月11日，经过湘潭警方多警种协同配合，违法
嫌疑人殷某被传唤至宝塔派出所，经询问，殷某对
其9月9日13时许在湖湘公园“放生”眼镜蛇一事供
认不讳。
依据相关规定，殷某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已被
警方依法行政拘留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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