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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C4 工作动态】

广东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座谈会省市场监管局召开

2018 年 10 月 25 日下午，全省省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标委会）工作座

谈会在省市场监管局召开，省市场监管局高国盛副局长、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GD/TC4）秘书长马仁洪等 123 家省级标委会秘书长及标准化三院九所负责人、省局标

准化部门全体干部参加了座谈，达成了以下共识：

一、就地方标准制定范围问题达成共识

明确地方标准的制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第十三条“满足地方

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术要求”的规定，对于不符合上述规定要求的，可以通过

制定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联盟标准）等来满足标准需求，放开搞活市场标准。要厘清

政府标准和市场标准的边界，政府标准要保安全、保生态环境和防止市场欺诈，市场标

准要满足产业发展需求，涉及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等领域的标准可制定推荐性标准。参

照国际通行做法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地方标准文本中不再

列出“起草单位”和“起草人”信息。

二、就提高地方标准的有效性问题达成共识

会议认为当前我省存在地方标准有效性不高等问题，大部分标准束之高阁，与生产

生活脱节，各标委会要研究清楚标准的作用机理，注重标准的系统性和市场性，以满足

需求为目标重构标准制修订流程，切实提高标准有效性。地方标准的制定应参照国际上

的通行做法，将自上而下的由政府主导的管理机制，改为自下而上由标准需求方和提供

方主导，标委会提供博弈平台并进行审查、表决的管理机制，切实解决标准与生产生活

脱节等问题。与会各方研讨认为，地方标准应由市场或社会主体提出标准草案，经五名

以上归口标委会委员推荐，报标委会全体委员投票表决。表决通过的项目由标委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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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标准审查工作组，审查修正并征求利益相关方意见，协调利益相关方达成一致意见

后再次由标委会全体委员投票表决，形成标准送审稿。标准送审稿及相关材料由省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省标准化专家委员会审核、表决，并对通过的项目进行编号、发布，

报国家标准委备案。

三、就标委会定位和职责达成共识

地方标准标委会是标准化组织开展标准化工作的重要支撑，具体业务听从标准化组

织的指挥，标准化组织依靠标委会开展标准化的相关活动。标委会秘书处设在行业的具

体单位，负责标委会日常运作，秘书处承担单位不得干预标委会业务工作。标委会应做

好统筹协调工作，充分发挥好为标准利益相关方提供博弈平台的作用，推动各方就标准

内容达成一致意见，让社会福利最大化。标委会还要积极开展标准的宣传、教育、培训

等工作，鼓励和引导企事业单位参与团体标准、联盟标准和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国际

标准的制修订。新申报的省级标委会，应充分考虑其专业范围所涉及的地方标准是否符

合《标准化法》第十三条规定，若符合则给予设立。到达换届时限的标委会，应及时提

出换届申请，换届不需要提供行业主管部门推荐意见。对于连续两年考核不合格的标委

会将直接予以撤销，当年考核不合格且在规定的时限内整改不到位的也予以撤销。

省物流标委会（GD/TC4）委员出席副会长单位 4A 级物流企业审核

2019 年 1 月 10 日，由广东省物流标准化委员会（GD/TC4）委员、广东省物流行业

协会评估办副主任黄灏明、省物流标委会（GD/TC4）委员何玲为审核员，高级审核员、

中物联评估办主任杨国栋担任组长对广东省物流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进行 4A 级物流企

业现场审核。评估小组由各行业协会、物流企业等单位专家组成。

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吉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是中通快递集团广东省管理中心，总

部位于东莞市沙田镇。现场评估小组对其进行了现场审核，评估小组听取了企业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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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了相关部门负责人，查验了各种资料原件，考察了企业的作业现场，核实了各项指

标，申报 A级物流企业的材料经协会评估办小组初审后推荐中物联评估办再审。一致认

为广东吉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达到 4A 级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国家标准，评估报告上报全

国评估委员会审核，名单将在公示后向社会统一公布并颁发牌匾证书。

在此祝贺协会副会长单位广东吉瑞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完成 4A 级物流企业的现场审

核。快递企业进入到 A 级物流企业行列，表明 A级物流企业有很强的品牌影响力，社会

各界对A级物流企业认同感不断增强。希望更多我省的优秀物流企业申报A级物流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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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标准化制修订】

国家标准委、民政部联合印发《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印发<团体标准管理规定>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指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民政

部制定了《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并经国务院标准化协调推进部际联席会议第五次全体

会议审议通过，现正式发布实施。详情请登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网查询

交通运输部发布《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等 11 项交通运输行业标

准

《道路冷链运输服务规则》等 11 项交通运输行业标准（2019 年第 1 批，见附件 1）

和《城市公共汽电车应急处置基本操作规程》（JT/T 999—2015）第 1号修改单（见附

件 2）业经审查通过，现予发布。发布的标准均为推荐性标准。

根据国家和行业标准管理办法，经相关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复审，决定废止《汽

车运输、装卸危险货物作业规程》等 4项交通运输行业标准（见附件 3），废止的标准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施行。标准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详情请登录中华人民共和

国交通运输部网站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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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物流标准化工作动态】

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秘书处落户杭州

1 月 14 日，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ISSCC)秘书处正式落户浙江杭州，这

也是该组织的首个海外会议基地。

据了解，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于 2017 年 6 月成立，目前该联盟在全球

共有 28 个成员城市，杭州是首个试点城市。该联盟致力于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合

作平台建设，为目标达成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城市提供分享管理经验、互鉴创新举措平台。

ISO/TC268 主席伯纳德·金多兹表示：杭州是一个具有远见的城市，4 年前杭州是

第一个加入ISO/TC268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工作组织的城市，又是第一个ISO/TC268

城市可持续发展国际标准的实现城市，海外会议基地设在杭州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据了解，为促进成员城市间进行“标准共建、政策分享、成果互通、企业合作”，

在全球可持续发展标准化城市联盟秘书处所在地杭州市江干区，还建成了能同时容纳

270 人的场地和 4间现代化的国际会议厅。

伯纳德·金多兹表示：该组织在杭州的落户，将帮助全世界可持续发展试点城市建

立重要的战略伙伴关系，联盟的落户为中国标准和世界标准搭起了交流对接桥梁，未来

将大大推动标准化的国际合作。

贵州遵义市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成功探索出“54321 遵义模式”

自 2016 年 6 月纳入全国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以来，贵州遵义市以全国物流标准化

试点城市建设为抓手，强化对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的统筹布局，主动融入贵州省“大扶

贫、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深度聚焦遵义市特色产业供应链转型升级、农商旅融

合发展与城乡高效配送，全力推动遵义市冷链物流基础建设，高效服务“黔货出山”、

http://www.gzw.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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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品入沪”工作，成功探索出具有遵义特色的“54321 遵义模式”，成功培育了一批

具有示范效应的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促进遵义市物流标准化水平得到明显提升，全国

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取得了较好的阶段性效果。

“5”是指具有遵义特色的五项“深度融合”。一是物流标准化与贵州省“大扶贫、

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深度融合。二是物流标准化与遵义市特色产业及其产业链的

深度融合。三是物流标准化与遵义市特色单品供应链体系深度融合。四是物流标准化与

遵义市农、工、商、旅等产业协同发展深度融合。五是物流标准化与遵义市城乡高效配

送体系及冷链物流体系建设深度融合。

“4”是指四个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管控机制。在各项管理制度中，建立了四个涉

及试点项目全过程管理的管控机制：一是试点项目准入机制。二是第三方专业机构月度

巡查机制。三是试点项目综合风险评估机制。四是试点项目淘汰机制。

“3”是指试点项目推进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对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按基础设

施标准化改造(新建)、标准托盘(周转箱)应用模式探索、标准托盘(周转箱)应用推广三

个阶段进行规划，并对不同阶段的试点项目进行分类管理和分类指导。

“2”是指两个试点项目推动实施管理机构。遵义市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负责行政统筹管理，第三方评估评审机构负责日常项目管理与专业技术指导

管理。

“1”是指一份三方共同签署的目标责任书。遵义市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实施企业

与遵义市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商务局)、第三方评估评审机构联

合签署了《遵义市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目标责任书》，压实了各方主体责任。

通过实施物流标准化试点项目，遵义市物流标准化建设共计投资 4.18 亿元，拉动

社会资金投入 30 亿元以上。其中，改造或新建标准月台 19 个，投资标准叉车配置 70

台，自动输送、分拣设备 2套，其他搬运设备 23台，新增标准货架 5.4 万标准托盘位，

新增冷藏配送车 30 辆，普通配送车辆 23 辆，改造或新建普通仓库 19 万平方米，改造

http://www.gzw.net/
http://news.gzw.net/gedi/zunyi/
http://news.gzw.net/gedi/zun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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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新建冷库 32.5 万立方米。遵义市“一大一小”托盘租赁运营中心实际采购标准托盘

6.87 万片，标准周转筐 6.93 万个，遵义市标准托盘年保有量从原来的 2万片增长到 8

万片。遵义市各试点项目开辟带板/箱运输线路达到 44条，完成带板运输业务量 7.7 万

板次以上，带箱运输业务量 58.2 万箱次以上。通过两年多的物流标准化试点城市建设，

遵义市物流标准化、信息化、集约化水平得到极大提升，试点前后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城

市 GDP 比率预计降低 1.5%左右，试点前后企业物流成本与营业收入比率降低 5%以上，

为遵义市打造国家物流枢纽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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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标准】

国务院：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强调，我国将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鼓励

贫困地区制定特色农产品地方标准，开展标准化生产，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

平和质量。

《意见》指出，消费扶贫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

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的一种扶贫方式，是社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为

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推动贫困地区产品融入全国大市场，我国将

加快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以优质、安全、绿色为导向，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原产地

保护，支持开展标准化生产示范。鼓励和引导农业院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依托贫困

地区资源禀赋，培育和研发适合不同贫困地区的农产品品种，因地制宜推广先进适用种

养技术。开辟贫困地区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或登记的绿色通道，

鼓励贫困地区制定特色农产品地方标准，开展标准化生产。在贫困地区推广食用农产品

安全控制规范和技术规程，推广应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平台，扩大贫困地区特色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覆盖面。加强贫困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强化产地与消费地监

管信息共享、协调对接。

此外，为提升贫困地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服务能力，满足各界人士的旅游消费需

求。《意见》提出，要依托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中央单位定点扶贫等机制，动

员相关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通过“请进来”“走出去”等方式，帮助贫困地区培训休

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人才，提供营销、服务、管理指导。支持贫困人口参加相关专业技能

和业务培训，提升服务规范化和标准化水平。鼓励贫困地区组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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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产业及区域品牌联盟等组织，形成经营主体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的管理

服务体系。

《意见》特别强调，要积极推动各级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带头参与消费扶贫。

将消费扶贫纳入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和地方各级结对帮扶工作内容。鼓励各级机关、国有

企事业单位、金融机构、大专院校、城市医疗及养老服务机构等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

贫困地区产品，优先从贫困地区聘用工勤人员，引导干部职工自发购买贫困地区产品和

到贫困地区旅游。鼓励各级工会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职工到贫困地区开展工会活动，在同

等条件下优先采购贫困地区产品。

交通运输行业三项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颁布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关规

定，颁布实施机动车驾驶教练员、汽车维修工、起重装卸机械操作工三项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原相应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同时废止。

2017 年 9 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要求对目录中

所有职业开展标准编制工作，并下发编制计划。在交通运输部人事教育司的指导下，部

职业资格中心按照编制计划启动三项标准的编制工作，经过调研、专家起草标准、初审、

终审等环节，并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据悉，这三项标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行业主管部门共同颁布的第一批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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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广东省商务厅，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员会，广东省标准化研究院，广州市标准化研究院，佛山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本委员会

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副秘书长。

发：区域物流产业联盟、广东省物流产业标准化联盟、新能源电动船产业标准化联盟成员，广东

省物流行业协会会员、专业委员会、服务中心、物流研究院，本委员会肇庆市物流标准化产

学研基地（推广中心）、东莞市智能物流标准化实验基地（研发中心）、全体委员、观察员、

工作小组。

广东省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GD/TC4） 2019年01月21日

联系人：谢诚杰13570482189；黄晓鹏15521247798；余华容18773045277

联系地址：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大道南697号金钟大厦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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