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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质检院：
十五载精业笃行“保”民生

勇立潮头、破浪前行

■ 陆燕婷

十五载创新求索，铭刻了与时偕行的跃迁；十五载精业笃行，见证了筚路蓝
缕的开拓。如何做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上海市质检院院长季飞如是说，要勇
力潮头、破浪前行。作为政府实验室，作为产品质量保障的“国家队”，上海市质
检院胸怀大局，追求卓越，挺身而出。

奋力争先勇挑重担
汇聚防控疫情“正能量”

上海市质检院全院党员和

党组织积极发挥 “两个作用”，
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以

来，上海市质检院举全院之力打
出“组合拳”，守好民生产品与防
疫物资产品的质量监督检验关

口， 以实际行动助力支持上海、
长三角乃至全国企业复工复产。

2020年 1-4月， 共开展疫
情防控产品检验检测 2079 批
次，共减免企业检验检测、计量
校准等费用 2368.61 万元，约占
同期整个上海检验检测市场减

免费用的 83%。紧急推进两次防
疫产品检测、 校准能力扩项，包
括日常防护型口罩、 熔喷布、医
用外科口罩、 医用检查手套、防
护服、消毒剂等 8类产品检测能
力建设。

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优
化检验检测流程、 配合政府开展
抽样，为企业纾困减负提振信心；
通过创新提升技术能级、 开通线
上培训，为防疫物资质量安全“把
好脉”，全面提升防疫物资检测能
级，先后收到市经信委、申通地铁
等 10家单位送来的感谢信。

质检为民依法施检
助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

秉承“质检为民”的宗旨和
初心，全面履行“依法施检”的责
任和使命， 蹄疾步稳地深化改
革，为政府、企业、行业和消费者
提供全方位的质量服务，助力营
商环境优化再升级。

持续优化服务措施，为中小

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支持，建立
企业服务档案 956 个， 仅 2020
年， 服务企业数就达 12000 余
家。为企业提供质量技术咨询服
务，开展技术培训，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帮助企业提升产品质量
水平，解决难点问题。

风险监测继续领跑，上海市
质检院获得国家市场监管总局

17个消费品类产品质量安全监
测站的工作授权，建立产品质量
安全风险预警处置机制，完善风
险信息采集在线风险评估预警

平台建设，在行业协会、电商平
台、 检测机构建立首批 10家风
险监测站，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风
险监测机制保障。

上海市质检院曾于 2015年
荣膺“上海市质量金奖”，成为上
海市检验检测机构中首创获奖

单位。在全国省级质检机构中首
家获得“全国文明单位”称号，并
先后荣获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模范职
工之家”等荣誉。 “SQI”品牌成功
蝉联三届 “上海名牌”，2014 年
被评选为“上海市著名商标”，先
后获评“国家级质检院”“A类国
家质检中心”、“I类检测机构”称
号。成为全国市场监管系统中最
具综合实力的机构之一。

专业优势标准精进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上海市质检院紧扣服务国

家质量强国战略和上海 “五个
中心”、“四大品牌 ” 建设总目
标， 聚焦先进制造业、 人工智
能、民生安全、环境保护、高端
能源装备、生物医药、新材料等
领域，加强实验室能力建设，先
后与联合利华、热电仪器公司、
博世等国内外知名的企业签署

合作协议， 提升支撑经济发展
能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布局。

作为公益科研类政府实验

室， 上海市质检院积极牵头长
三角检验检测行业高质量一体

化发展， 签署发展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完成了 2020 年长三角
电动自行车充电器 、 电线 、童
车、安全帽产品联动抽查工作。

从第一届进博会筹备工作

开始， 上海市质检院先后指派
技术骨干进驻国家会展中心 ，
全力保障场馆内部装饰装修材

料和主场馆空气质量的绿色安

全； 对国展中心周边道路照明
质量开展封闭检测； 派出技术
专家赴荷兰、 比利时等国开展
进博商品现场核查； 为进博会
参展进口特殊食品临时许可专

家评审提供支持， 全力保障进
博会的顺利举行。

标准精进上， 聚焦国际检
测市场， 与多家国际知名质检
机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对标
国际一流实验室 ， 先后获得
IECEE-CB 实验室 、IEC-Ex 实
验室、DiiA 认可检测实验室、美
国 CPSC 认 可 实 验 室 、ICA
Bremen 认证实验室、T V 莱茵
欧盟公告机构授权实验室 、美
国 UL 目击测试实验室等国际
认证认可实验室资质。

衣食住行全面覆盖
守护民生产品质量安全

上海市质检院现拥有：

上海市质检院始终如一践

行人民城市理念， 曾多次为进
博会 、IEC 大会 、 中国质量大
会等重大国际国内活动提供食

品和产品检验检测保障和志愿

服务 ； 先后应对 60 余起食品
和产品质量安全突发事件； 积
极应对“人造雪”“脆皮安全帽”

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舆情 ；积
极参与国家脱贫攻关， 多次赴
新疆、云南等地，提供技术精准
扶贫。

勇担社会责任。 创新性开
展产品质量性能测评， 提供权
威的数据引导市民选购， 创新
推出 “上海家电节能消费领跑
榜”， 为节能减排贡献力量；布
局战略性新兴产业， 建成多个
大型检测公共服务平台， 具备
了光伏、智能电网的检测能力，
成功申报多项 “新能源、 新材
料”检测科研项目；在“3·15”等
时间节点， 积极开展质量安全
宣传活动； 向社会公众开放食
品、 日用消费品等与民生相关
的产品检测实验室。 质量研学
品牌持续打响。 目前已有超万
人参观学习， 市场监管宣传带
动效应显著。

科技创新培育人才
推进上海科创中心建设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 。从
2005年上海市质检院成立 ，秉
承建设“国内领先、国际一流”
质检机构的发展理念，迅速走出
了一条“科技兴检、人才强检、
文化强院、品牌引领”的发展之
路。通过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完善
培养激励机制、组建专业团队等
方式， 改善人员年龄和学历结
构，提升专业人才队伍质量。

目前全院共有 1302 人，本
科学历以上人员占 79.3%，其
中硕博士 437 人、 具有高级职
称以上 184 人， 全院平均年龄
36.3 岁； 成功获批上海市第十
二批博士后工作站， 并引进 4
名博士后进站。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
仅“十三五期间”，上海市质检院
承担了各类科研项目 229 项 ，
承担并参与各级标准制修订

313项，荣获国家及上海市优秀
科技成果等各级奖项 15 项，新
增 3 个 ISO 工作组， 不愧为产
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国家队”。

涌现出一大批国内外知名

的技术专家和优秀集体， 如全
国劳模、上海工匠、上海市五一
劳动奖章、 上海市巾帼建功标
兵、 上海市食品安全优秀志愿
者个人和集体 、“海上最美家
庭”等，这些激励全院职工见贤
思齐、明德惟馨，营造积极向上
的干事创业氛围。
大市场大监管，新时代新作

为。在检验检测技术服务行业这
块辽阔沙场上，全体市场监管人
一路锐意进取、勇往直前。

食品、日用消费品、保洁
产品、家具、建筑材料及装饰
装修材料、 电器能效与安全、
电光源、灯具、智能电网分布
式电源装备 9个国家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中心；

3 个行业产品质量检测
中心；

9 个上海市级产品质量
检验站等授权资质；

取得国家实验室认可和

资质认定的 6305项检验对象
的检测 、 校准能力 ， 涉及
10535个标准、规程；

每年出具各类检测报告

和计量证书 40余万份；
拥有 6个检测基地，配备

了国内外各类先进检测仪器

设备 8200余台（套），固定资
产总量 8.94亿元。体量规模和
综合实力居国内同行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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