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计量工作者加班加点，连夜赶往车站
对测温仪器设备进行现场校准

省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深入基层调研我省计
量事业发展和创新运用情况

市场监管│082020年5月20日 星期三

●● ●● ●●

今年2月初，我省疫情防控进入关键期。火车站、医院、社
区、村庄等入口处以及普通居民家里，开始频繁使用额温计。但
受外界气温或个人操作不当影响，额温计测出的体温常常出现计
量偏差，对疫情防控带来影响。此时，省市场监管局发布的一则

“红外额温计使用方法”小视频，因短小精悍、实用性强，得到了各
级疫情防控部门的高度赞许，受到了各地、各单位疫情防控卡点
的热烈欢迎，被全省网友大量转发。郑州居民王新娟点赞说：“太
及时了，终于知道额温计的正确操作方法了。”

这是该局充分发挥计量职能，奋力抗击疫情的一个缩影。
马林青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省计量工作准备早、
启动预案快、行动精准高效，在疫情防控和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中
打出了一套强劲有力的计量保障“组合拳”。

“因为有抗击非典疫情的经验，在此次疫情防控初期，省市场
监管局就迅速启动紧急预案，下发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计量保障工
作的通知，统一指挥部署，全省计量人第一时间投入疫情防控斗
争第一线。”马林青说。

实践证明，在确保疫情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及推动企业
复工复产等各环节，我省计量工作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到重点场所去，校准体温测量器具保证“早发现”。疫
情防控中，体温检测是第一道防线，检测仪器就是重要武器。经
统计，我省配备的测温仪有几十万台，有着庞大的检测需求。省
市场监管局先后派出多个应急计量小组，首个小组在除夕当天就
奔赴医院、火车站、地铁站等疫情防控重点场所，对在用的固定式
红外热像仪、红外筛析仪等体温测量类计量器具进行现场校准。
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同时对所有测温设备进行免费检定和校准，为

“早发现”提供了技术保证。
——到防疫一线去，检定试剂盒等标准物质推动“早诊断”。

对疑似病例的筛查需要使用试剂盒、PCR、CT机等标准物质和测
量仪器，保证其测量精准，就是为医务工作者擦亮了“眼睛”。疫
情发生以来，全省计量人24小时不间断受理业务，免费开展检定
校准，并到防疫部门、医院等协助安装调试仪器，提供技术指导
等，还及时建立了新的计量标准，确保“早诊断”顺利实现。

——到病房去，校准治疗仪器保障“早治疗”。呼吸机、监护
仪、气体流量计、压力计、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等“救命”仪器
的量值准确，更关系着患者的生命安全。计量技术人员不仅对支
援火神山设备、新乡版“小汤山医院”的50余台仪器等进行高效
检定校准，更不畏艰险，深入各级医院病房以及ICU重症监护室，
检测所有医疗仪器，真正为患者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到企业去到企业去，，全力推动复工复产全力推动复工复产。。为支持全省企业尽快为支持全省企业尽快
复工复产复工复产，，省计量院开通绿色通道省计量院开通绿色通道、、专属物流通道等专属物流通道等，，对送检仪器对送检仪器
实行随到随检实行随到随检，，全力保障全省检定需求全力保障全省检定需求。。并通过并通过““互联网互联网++计量计量””
服务服务、、顺延强检计量器具周期等方式顺延强检计量器具周期等方式，，想方设法为企业复工复产想方设法为企业复工复产
提供计量支撑提供计量支撑。。全省各级市场监管系统计量人员还深入企业现全省各级市场监管系统计量人员还深入企业现
场办公场办公，，帮助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提升产能帮助疫情防控产品生产企业提升产能，，助力复工企业尽助力复工企业尽
快投入生产快投入生产。。

据不完全统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我省共出动计量人员我省共出动计量人员1665316653人人
次次，，服务医疗卫生机构服务医疗卫生机构24842484家家，，服务机场服务机场、、车站车站、、超市超市、、高速公路高速公路
等公共场所等公共场所47944794家家，，检定或校准温度计量器具和其他医用计量检定或校准温度计量器具和其他医用计量
器具器具1510015100台件台件，，减免检定校准等费用近减免检定校准等费用近672672万元万元。。在高效保在高效保
障防疫工作的同时障防疫工作的同时，，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切实减轻了企业负担，，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真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真
正彰显了计量工作者的技术力量和奉献精神正彰显了计量工作者的技术力量和奉献精神。。

马林青表示马林青表示，，量值定义世界量值定义世界，，精准改变未来精准改变未来，，迈入新的发展迈入新的发展
时期时期，，全省计量工作将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全省计量工作将从强化顶层设计入手，，探索成立计量专探索成立计量专
业委员会业委员会，，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计量技术机构能力建计量技术机构能力建
设和计量人才队伍建设等设和计量人才队伍建设等，，进一步夯实计量基础进一步夯实计量基础；；将坚持问题将坚持问题
导向导向，，持续深化持续深化““放管服放管服””改革改革，，不断创新完善计量审批和服务方不断创新完善计量审批和服务方
式式，，不断提升监管效能不断提升监管效能；；将更加突出计量社会共治将更加突出计量社会共治，，协同各地区协同各地区、、
各部门各部门、、各行业的职能和比较优势各行业的职能和比较优势，，进一步健全完善计量共治进一步健全完善计量共治
工作机制工作机制。。全省计量人将积极推动计量工作充分融入河南发全省计量人将积极推动计量工作充分融入河南发
展大局展大局，，为新兴战略产业发展为新兴战略产业发展、、环境污染治理环境污染治理、、生态文明改革生态文明改革、、保保
障和改善民生障和改善民生、、扩大对外贸易扩大对外贸易、、统筹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等提统筹疫情防控与复工复产等提
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夯实计量基础夯实计量基础，，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助推全省高质量发展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林青局长马林青““世界计量日世界计量日””谈计量创新运用谈计量创新运用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毫厘之间，正

是计量的世界。计量，听起来是一个十分

专业的名词，但实际上，它与我们的生产

生活息息相关，从国之重器到衣食住行，

它通过一个个数据和一次次纠偏，成为经

济、社会和科学赖以发展的基础和创新的

动力。

今年 5月 20 日是第 21 个世界计量

日，主题为“测量支撑全球贸易”。为进一

步突出计量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过程

中发挥的支撑保障作用，我国将“5·20世
界计量日”特别主题确定为“计量精准战

‘疫’、助力复工复产”。

除了人们日常认知的“电子秤”“水电

气表”等，计量在社会生产、人民生活乃至

国家战略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近年来

我省计量工作采取了哪些新举措、新办

法，成效如何？在疫情防控中，全省计量

人如何奋战“抗疫”，助力复工复产？围绕

于此，5月 18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

书记、局长马林青接受了专访。

计量是实现单位统一、量值准确
可靠的活动。现实生活中，没有人的
工作和生活能离开计量。

从日常生活来讲，电子秤、血压
计、电能表、加油机，还有出租车计价
器、交通抓拍设备等，都离不开计量。
有数据显示，每个人的一天至少要与
计量打60次交道。就生产服务而言，
每一个产业体系的发展都离不开计
量，通过计量检定校准和产品检测，企
业不断发现和解决问题，质量不断提
升。特别是从尖端科技来看，我国的

“墨子”传信、“神舟”飞天、“北斗”组
网、“嫦娥”探月、“蛟龙”入海等重大战
略工程，更离不开精准的测量测控。

可以说，计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渗
透到人们生产生活的各领域，贯穿到
国民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它通过数据
给目标以最科学的参考。

马林青表示，计量在经济发展、
公平交易、节能降耗、质量提升、保障
民生、扩大开放以及引领科学技术进
步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基础支撑
和技术保障作用。“计量行为通过不
同的计量器具表现为具体的数据，而
数据是否精准，取决于有没有高质量
的计量标准。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为例，目前河南全省共有 2738项，从
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有序运行正是
建立在这些公用计量标准和日常计

量工作之上。”
5月 20日作为世界计量日，1875

年的这一天，多个国家共同签署《米
制公约》，开启了全球计量领域的合
作。

马林青解释，《米制公约》为建立
全球协调一致的计量体系奠定了基
础，是当今全球贸易能够迅速发展的
前提，更为全球科学发现与创新、工
业制造乃至生活质量提升和环境保
护都提供了支撑。因此，在经济全球
化时代，计量已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提升国家治理能
力、促进对外交流等方面都发挥着重
要的作用。

支撑引领
计量为经济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提供

坚实基础

□孙静 张超超

2020年世界计量日的主题是“测
量支撑全球贸易”，这一主题有何特
殊意义？在我省企业开展国际贸易
的过程中，计量又发挥了何种作用？

马林青说，计量是人类共同的语
言，世界计量体系的建立尤其是计量
互认制度，让各国企业都获得了在全
球市场上减少贸易壁垒和成本的机
会，为全球贸易奠定了坚实基础。今
年“测量支撑全球贸易”主题的提出，
旨在进一步提高人们对测量的认识，
了解测量在促进全球公平贸易、确保
产品合标合规，以及满足顾客质量期
望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目前我省已建立了能基本覆盖全
产业领域的计量检测能力。作为我省
最高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河南省计量
科学研究院（下简称“省计量院”），共

有长度、热工、温度、力学、电磁、光学、
声学、无线电时间频率、电离辐射、化
学等十大类291项全省最高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校准项目591项，检测项目
160项，这些项目已通过国家 CNAS
互认，数据实现全球互通互认。“计量
已成为企业走出国门、拓展海外市场
的‘通行证’。”马林青表示。

据了解，近年来，省计量院先后
为UPS快递公司（国际物流巨头）、富
士康等众多企业提供了全方位的计
量技术服务；为三晖电气、许继集团
等诸多外贸企业提供了国际互认的
中英文电能表及标准装置检测报告；
为中石化在非洲乍得等地的检测项
目进行了海外检测等。在为企业打
开国际市场提供技术支撑的同时，河
南计量在夯实外贸基本盘中的作用

也在持续提升。
“我省不断提升的计量检测能力

已成为全省外贸发展的‘助推器’。
尤其在依托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
验区、中欧班列（郑州）、中国（郑州）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推动‘四
路协同’、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等方面，计量都毋庸置疑地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马林青说。

近年来，我省还持续瞄准国际先
进，不断拓展计量服务新领域、提升
计量标准新高度，尤其是依托省计量
院建设的“国家新能源汽车功能装置
质检中心”，形成了近千项新能源汽
车的国际计量标准，推动更多检测认
证产品实现国际互认，在新能源汽车
国际贸易中提升了中国话语权，唱响
了河南计量“好声音”。

有这样一些人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每天都在他们每天都在
““斤斤计较斤斤计较”“”“分毫必争分毫必争”，”，对数字对数字、、对对
精度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精度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他们坚守他们坚守
的原则是的原则是：：误差即便是百万分之一误差即便是百万分之一，，
也要纠正也要纠正。。他们就是市场监管系统他们就是市场监管系统
的计量工作者的计量工作者，，他们关注每一个检测他们关注每一个检测
数据是否精准数据是否精准，，也更在乎精准背后的也更在乎精准背后的
意义意义。。

马林青介绍马林青介绍，，作为计量工作的主作为计量工作的主
管部门管部门，，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计量省市场监管局高度重视计量
事业发展事业发展。。近年来近年来，，围绕黄河流域生围绕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打好打好““四张四张
牌牌”、”、打赢打赢““三大攻坚战三大攻坚战”、”、推动制造业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纵纵
深推进改革开放深推进改革开放、、做好做好““六稳六稳”“”“六保六保””
等全省中心工作等全省中心工作，，我省先后颁布实施我省先后颁布实施
了了《《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国务院
计量发展规划计量发展规划((20132013——20202020 年年))的实的实
施意见施意见》《》《河南省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河南省加强社会公用计量
标准建设的指导意见标准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等文件，，为计为计
量发展做出顶层设计量发展做出顶层设计、、奠定基础奠定基础。。同同
时时，，全省积极变革创新全省积极变革创新，，全面加强计全面加强计
量行政许可量行政许可、、型式批准型式批准、、监督检查监督检查、、检检
定校准定校准、、合格确认等合格确认等，，并加快推进计并加快推进计
量标准体系量标准体系、、监管体系监管体系、、产业计量测产业计量测
试服务体系等建设试服务体系等建设，，初步建立起符合初步建立起符合
全省发展需求的计量监督管理体系全省发展需求的计量监督管理体系，，
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技术
支撑支撑。。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我省计量基础和技术我省计量基础和技术
能力取得跨越式发展能力取得跨越式发展。。截至目前截至目前，，我我
省共有计量技术机构省共有计量技术机构 288288个个，，注册计注册计

量师达到量师达到 16691669 人人，，均处于全国靠前均处于全国靠前
位次位次。。通过对比更能说明问题通过对比更能说明问题，，与与
20122012年相比年相比，，目前我省建立社会公用目前我省建立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计量标准 27382738 项项,,增长增长 5050..33%%；；制定制定
发 布 计 量 技 术 规 程发 布 计 量 技 术 规 程 183183 部部 ，，增 长增 长
169169%%；；去年检定计量器具去年检定计量器具 381381 万台万台
((件件))，，增长增长9999..55%%……计量服务对全省……计量服务对全省
经济社会经济社会、、民生民生、、科技科技、、公共事业发展公共事业发展
等基本实现了全覆盖等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发展势头十分发展势头十分
强劲强劲。。

对于群众关心的民生计量领域对于群众关心的民生计量领域，，
省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监督力度省市场监管局持续加大监督力度，，营营
造安全消费环境造安全消费环境，，让群众真正享受到让群众真正享受到
计量发展带来的红利计量发展带来的红利。。据介绍据介绍，，市场市场
监管局通过监管局通过““双随机双随机、、一公开一公开””的方的方
式式，，推动法定计量单位推动法定计量单位、、粮食收购粮食收购、、眼眼
镜制配场所镜制配场所、、出租车计价器等的计量出租车计价器等的计量
监督检查更加规范化监督检查更加规范化、、常态化常态化。。特别特别
是近几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加是近几年来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增加，，
我省持续创新加油站监管方式我省持续创新加油站监管方式，，通过通过
严把生产源头严把生产源头、、积极建章立制积极建章立制、、全省全省
统一铅封统一铅封、、深化专项检查等措施深化专项检查等措施，，基基
本上杜绝了加油机一般性计量作弊本上杜绝了加油机一般性计量作弊
行为行为，，得到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充得到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充
分肯定分肯定。。

同时同时，，我省大力开展集贸市场公我省大力开展集贸市场公
平计量提升行动平计量提升行动，，引导并培育了诚信引导并培育了诚信
计量示范单位计量示范单位 18001800 余家余家；；对全省近对全省近
900900家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计量审家重点用能单位开展能源计量审
查查，，推动市场计量秩序更加规范推动市场计量秩序更加规范，，消消
费者合法权益更有保障费者合法权益更有保障。。

计量的保障功能还体现在精准计量的保障功能还体现在精准

施施““测测”，”，服务企业发展上服务企业发展上。。近年来近年来，，
我省计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数量不我省计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数量不
断增加断增加，，对全省优势产业的支撑能力对全省优势产业的支撑能力
明显增强明显增强。。截至目前截至目前，，全省共建有全省共建有 99
个能效标识计量检测实验室和个能效标识计量检测实验室和 1212个个
国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实验室国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实验室。。同同
时时，，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也在加速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也在加速
推进推进，，依托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依托郑州磨料磨具磨削研究所
有限公司筹建国家磨料磨具产业计有限公司筹建国家磨料磨具产业计
量测试中心量测试中心，，依托省计量院申请筹建依托省计量院申请筹建
国家气体传感器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国家气体传感器产业计量测试中心，，
依托开封市检测中心建设河南省特依托开封市检测中心建设河南省特
种设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种设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等。。省计省计
量院发布数据显示量院发布数据显示，，20192019年年，，仅该院仅该院
就为全省就为全省 11..22 万余家企事业单位万余家企事业单位，，提提
供了供了4747..99万余台件的计量检定服务万余台件的计量检定服务。。

““有了平台支撑有了平台支撑，，我省计量服务我省计量服务
企业的面更广企业的面更广、、能力也更强能力也更强，，我们还我们还
积极开展积极开展‘‘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计量服务中小企业行’，’，把把
计量工作延伸到企业一线去计量工作延伸到企业一线去、、延伸到延伸到
产业前沿去产业前沿去，，以计量服务持续提升企以计量服务持续提升企
业质量竞争力和品牌信誉度业质量竞争力和品牌信誉度。”。”马林马林
青说青说。。

值得一提的是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率先在全我省还率先在全
国编撰并发布了国编撰并发布了《《河南计量史河南计量史》，》，系统系统
梳理和展示了河南计量的发展成就梳理和展示了河南计量的发展成就
和人文风采和人文风采，，填补了我省计量专业史填补了我省计量专业史
志空白志空白，，不仅对社会各界了解计量不仅对社会各界了解计量、、
认识计量认识计量、、研究计量提供了重要的借研究计量提供了重要的借
鉴资料和文献参考鉴资料和文献参考，，对推动对推动““三个转三个转
变变”、”、提升全省质量水平也发挥着重提升全省质量水平也发挥着重
要作用要作用。。

疫情期间，计量技术人员深入各级医院病房以及
ICU重症监护室检测医疗仪器

我省持续创新加油站监管方式，基本上杜绝了加
油机一般性计量作弊行为

1
共有计量技术机构 288个，注册计

量师 1669人。

2

与2012年相比，建立社会公用计量

标准 2738项,增长 50.3%；制定发布计

量技术规程 183部，增长 169%。

3
计量检测公共服务平台数量不断增

加,共有 9个能效标识计量检测实验室和

12个国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实验室。

4

省计量院建设有 10 大类共 291 项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校准项目 591项，检

测项目 160项。

5
引导并培育了诚信计量示范单位

1800余家。

6

疫情期间，出动计量人员 16653人
次，服务医疗卫生机构 2484家，服务机

场等公共场所4794家，检定或校准计量

器具 15100台件，减免费用近672万元。

数读全省计量事业发展数读全省计量事业发展

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安阳等省辖市检测中心对省计量院持安阳等省辖市检测中心对省计量院持
续的技术服务表示感谢续的技术服务表示感谢

▲我省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初期，省市场监管局就安排应急计量小组深入
医院、车站等重点场所对测温仪进行检定校准

▶省计量院开辟绿色通道，对企业送检产品随到随检，全力支持企业复
工复产

助力外贸 计量互认为豫企“出海”提供“通行证”

变革创新 全省计量事业取得跨越式发展

全力战“疫”
在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中彰显计量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