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广元市经济和信息化局

转发《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 2022年度工业

地方标准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的

通  知

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现将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关于征集 2022年度工业地方

标准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川 经信办 〔2021〕 302号 )

转发你们,请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行业协会积极申报,并于

12月 10日 前将申报材料(一 式三份,另 含盖章后扫描的电子档 )

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工业投资科。

联系人:郑 波

电 话:3318167

邮 .箱 :4474874220.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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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川经信办函 E2021〕 3o2号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办公室

关于征集 2022年度工业地方标准制 (修 )订

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

各市 (州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厅直属 (代管 )单位、

行业协会:

按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2022年度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的通知》 (川 市监函 〔2o21〕 696号 )要

求,现就征集 2022年度工业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 )申 报的项目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申 报的项目应满足地方自然条件、风俗习惯等特殊技

术要求,在全省或成渝经济圈范围内具有广泛的规范性、指导性

和引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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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申 报的项目原则上应没有相应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和地方标准;

(四 )申报的项目应符合地方标准的制定层级 (属于全国范

围内或全国某行业范围内的技术要求不应申报 )。

二、申报范围

重点围绕电子信息、装各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料、能源

化工五大万亿级支柱产业和数字经济为主体的
“
5+1” 现代产业

体系相关项目。

三、申报要求

(一 )申 报的项目应对接我省产业发展需求,加强对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以及我省地方标准的分析和研制,注重填补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空缺,健全和完善我省地方标准体系。

(二 )根据相关规定,有 申报意愿的单位或个人向所在市

(州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提出书面申请,经市 (州 )经济和

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统一向经济和信息化厅申报;有关厅

直属 (代管 )单位、行业协会可直接向经济和信息化厅申报。经

济和信息化厅不直接受理其他途径的项目申请。

(三 )为提高立项评审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起草单位要

做好前期调研工作,建议起草单位提前编制标准草案,科学合理

确定立项项目名称。立项项目正式下达后,名 称原则上不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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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请各市 (州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务必高度重视、

严格把关,对收集的项目在必要性、可行性、科学性等方面进行

认真分析和论证,经评估、遴选后方可上报,确保申报的项目符

合申报条件、范围和要求。禁止通过制定产品质量及其检验方法

地方标准等方式,利用地方标准实施妨碍商品、服务自由流通等

排除、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五 )我厅委托四川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代收申报材料

并进行技术指导。请各市 (州 )经济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有关直

属 (代管 )单位、行业协会于 2021年 12月 20日 前将申报材料

(一 式三份,另 含盖章后扫描的电子文档 )送往四川省机械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四 川省成都锦江工业园区墨香路48号 ),

逾期不报或材料不齐的不予受理,无特殊情况年内不再增补。

(六 )经济和信息化厅将组织有关专家对申报材料按照系统

性、协调性、科学性的原则进行遴选和评估,择优推荐申报到省

市场监管局。申报材料包括 (含盖章后扫描的电子文档 )∶ 地方

标准制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申报函、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

立项计划汇总表 (附件 1)、 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申报书 (附

件 2)及 申报项目重要支撑资料 〈按需提供 )。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技术创新处  联系人:左茂强

联系电话:028-86917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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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联系人:郑才华

联 系 电话 : 028-85925556i 18982188757

邮  箱:452769119@qq.com

附件:1.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汇总表

2.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申报书

四川省 公 室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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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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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立项计划汇总表

行业主管部门承办人 : 联系电话 : 。修订项目应填写拟修订标准的名称和编号。

序号 标准名称 制订/修订 项 目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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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地方标准制 (修 )订项目申报书

项 目名称 :

申报单位: (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填写 )

申报日期 :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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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写 说 明

1、 申报书由省级行业主管部门填写后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 本表用 A4纸填报,可按内容自行调整表格大小。

3、 一项立项计划需填报一份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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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2、 制定或修订 □制定 □修订
拟修订标准的
编号及名称

3、 涉及领域
□农业 □工业 □服务业 □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节能环保 □其他

4、 采用的国际
标准或国外先
进标准编号及
名称

采用何种标准 □Iso □IEC □ITU □其他

采标程度 □等同 □修改
采用国际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名称

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l、 必要性 (500字 以内)

2、 可行性 (500字 以内)

三、范围及主要技术内容

四、所属标准体系情况

五、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
1、 法律法规依据及与之关系

2、 参考和引用的标准名称和编号

3、 与国内外相关标准的对比情况

六、基本思路、计划和保障措施
1、 基本思路

2、 工作计划

3、 保障措施

七、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

八、必要的试验验证数据及分析情况

九、标准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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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主要起草人员

单位及姓名 职务/职称及专业 项目分工 联系电话 (座机、手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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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相关单位意见

→-
」二
了百多<
起
草
单
位宜=
'冒

、

见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

E-mail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级行业

主管部门

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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