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奈省人民政府亦公庁文件

學府亦 〔2017〕 14号

声奈省人民政府亦公庁美子印友 《声奈省

市場監管現代化 “十二五"規 tlJ》 的通知

各地久以上 市人 民政府 ,各■ (市 、区)人民政府 ,右 政府各

部 ,1、 各立属れ杓 :

《片ホ右市場上骨現代化 “十二ユ"規力l》 已姪右人民政府

同意,現′F友塔体411,着決真姐象実施。実施辻程 中追

“

1的 日

題 ,着後向右工商乃皮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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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建立後 仝現代化市場上管体系,菅造市場化法治化国隊化

菅商不境 ,服券我省姪沸社会友展大局,端制本規刻。

第一章 工作現状及面皓形勢

第一市 工作現状

“十二五"叶 期特男1是 2012年 以来,各地、各有美部 11大

力推邊筒政放板、放管結合、仇化服券改革,全面カロ張事中事后

監管,汰真升晨以社会信用体系建没和市場監管体系建没力主要

内容的 “丙建"工 作 ,在 菅造不境、深化改革、机疱市場、法

治建没等方面取得了昆著咸数。

使オ1化昔商琢境わナ形成。在全国率先推逃商事制度改革 ,

力国家頂晨没十提供 了径詮。推逃工商注般制度便オ1化 ,実施注

肝資本登泥制度改革 ,筒化住所登泥手数。“先照后江"次革率

先落地 ,圧 戒工商登泥前畳常批事項迷 90%。 率先全面推升

“三II合 一、一照一巧"登泥模式。改革江禾1持 数澤放 ,市場活

力不断増強。裁至 2015年 底 ,仝 省各美市場主体迭 776万 声 ,

毎千人掘有企並数力 26夕 ,比 “十一五"末期分力1増 K45.5%

和 1∞ %。 2015年 日均新登泥企立 1674声 ,迷 Fll中 等友迷国家

水平。

市場上書体制茂羊持鉄深化。深入推遊行政常批制度改革 ,

各吸保留的申批事項数量比 2010年 庶減少 40%以 上。在全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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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完成省宣部 11枚 責清単編tll工 作,共取消わ調整省宣 51企部

112580項 取能,同 llftt tll了 市去両吸政府部 11枚 責清単。tt tll

出合4可変菅項目上管清単、住所或姿菅場所十可監管清単。完

成省市去三奴政府机杓改革,唆 革合品菊品監管体制,調 整エ

商、反監分吸管理体制,在城市管理、海洋遊並、交通逐輸、国

上姿源等頷域推逃鰊合執法改革。

市場上管能力不断力薇。依法規疱生声、多菅、交易等市場

行力,強 化生声径菅者主体責任。カロ張事 中事后監管,推 行

“双随机、一/Ak升 "監 管方式。落実企立年栓唆年扱制度,企立

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片 木)正 式上銭近行。実施企並信用上管 ,

推辻信用信息共享、信用分美上管
～

失信咲合冬戒。実施大数据

上管,提高上管科学性和什対性。在合品方品、安全生声等重点

頷域張化八隆監管。加張重点頷域市場上管和消費雄叔,升晨重

点商品抽査和寺項整治,強化知沢声枚保伊,芦房打士制告仮冒

併劣商品行力。カロ張消費象板国絡建没,規 疱完善執法休作机

制,在査炎元照径菅、商品生声流通、打書借硝規疱宣硝等飯域

建立咲合執法机制。

法治逹没不断完事。接照建没法治政府要求,全面カロ張市場

監管法治建没。《片末省商事登泥条例》 《片末省査人生声鎖告

仮冒佛劣商品逹法行力条例》等市場監管法規飯布実施,食 品

安全等盗沸頷域立法工作カロ快推逃。初歩形成較力完各的市場監

管法規体系,近用法治思象和法治方式カロ張市場監管的能力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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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

多元共治格乃初ナ走ユ。在全国率先整合各取能部日投訴挙

扱渠irt,建立 12345投 訴挙技平合,対消費象枚、姿済逹法行カ

挙扱実現 “坑一接折、接責装亦、限叶亦結、坑一督亦、坑一

考核",形成了可夏制推片的姪套。か張行立 自律和媒体上督 ,

推功建立政府主早、行立自律、典力上督、社会参与的多元共治

格局。

第二十 面皓形勢

“十二五"tll期 ,我 省市場監管工作佛面皓不少 同趣和挑

哉。よ整体上看 ,我省市場秩序併不修規疱,仮 冒佛劣、侵犯知

沢声杖現象 HI有 友生;市 場机制併不修健全 ,信 用体系尚不完

善,信用鉄失現象依然存在 ;市場尭争不充分 ,民 同投資壁奎、

行並左断併 II有 友生,市場要素流劫不充分 ,規疱有序、公平尭

争的市場不境 尚未完全形成。よ市場監管具体工作来看 ,重 常

批、経管理,重 事前千萩、禁事中事后生管的借坑双念脅然存

在;部 11取 責交又、多共執法、粽准不一、信息封岡的痛疾重待

解決;信用上管、八隆監管、大数据監管等新米手段有待か張 ;

改革配套制度、社会上督机制有待完善。同IIt,国 絡径沸友晨、

新声並新立恣晨出不奔,対市場監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哉。

当前,我省正炎子か快装型升鉄、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美健 III期 ,か 張市場監管、推邊市場監管現代化大有可力。変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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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展新常恣下的深度調整和特型攻堡,対推逃市場監管現代化提

出了客現要求;仝面か張依法行政、カロ快岩交政府駅能,力 推逃

市場監管現代化を1造 了良好条件;我省K期 以来形成的市場不境

化勢特男1是近年末牙展的社会信用体系建没和市場監管体系建

没,力 推逃市場監管現代化莫定 了堅共基拙。近庄新形勢新要

求,推劫以先辻的市場監管理念、科学的市場上管方式方法、規

疱的市場監管体制机制わ成熟的市場規只|力 特征的市場監管現代

化,成 力 “十二五"lll期 的重要任券え一。

第二章 患体要求

第一市 指早思想

仝面貫御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深入貫物ヨ近平恙ギ泥系列重要琲活精神わ治国理攻新理

念新思想新哉略,坑 寿推邊 “五位一体"恙 体布局和協調推避

“四企仝面"哉 略布局,牢 固村立和貫物落実新友晨理念 ,以 仝

面深化改革力根本功力,堅持社会主又市場姪沸茨革方向,特 交

監管理念 ,成 革ヽ監管体制,明 碗監管駅責,完善上管机制 ,Cll新

監管方式,釈板探索符合片末省 lll、 具有片末特色的市場監管新

模式,仝面提升市場監管現代化水平 ,奔力菅造市場化法治化国

体化菅商不境 ,力 我省実現 “二企定位、両企率先"目 林提供

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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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基本原興J

正碗把握姿沸友展/44勢 わ市場上管規律 ,深入分析市場秩序

新交化新特点,主功近反盗沸友展新常恣,仝面坑箸協調推辻相

美工作。

――筒政及枚 ,激友治力。接照筒政放叔、放管結合、仇化

服券改革要求,曰 銑激友市場活力和社会を1邊 力,堅 持 “筒 "

字当共,把筒政放枚作力市場生管的前提。加大行政常批茨革カ

度,深化商事制度羨革,降低市場准入 11檻 ,迩枚子企立,迩枚

子市場,充分友拝市場在資源配畳中的決定性作用。

一―依法上管,筆ケ/AN千 。堅持近用法治思象和法治方式履

行市場上管駅能,胸建寺姿沸友晨新常恣相近泣的市場監管法規

体系,明 碗市場上管規ス1、 程序、林准和結果 ,推辻市場監管制

度化、程序化、林准化、規疱化。

一―科学生管,及羊を1新 。准碗把握市場規律 ,村立科学生

管理念 ,不 断唸1新監管机制和監管方式。充分友拝新科枝在市場

上管中的作用 ,依托互咲回わ大数据実現智意上管,提高監管智

能化水平。

―一明晰黙貴,鉢 同上管。科学え1分各坂政府及共部 11上 管

取責,建立健仝監管制度 ,厘清監管責任,カロ張林凋配合 ,推劫

市場監管元鮭衛接 ,形成市場監管張大合力。推辻妹合執法,建

立妹合監管体系,減少晨坂、整合資源 ,提高上管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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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用上骨,た会共治。推逃政府部日、行立協会、社会

_2■ 奴信用信息共享共用,強化信用対市場主体的釣束作用。充分

友拝社会力量作用 ,強化行立和社会姐奴自律功能,強化典査和

社会公企監督 ,実現社会各方共同治理。

第二市 友展目林

基本建成理念更カロ科学、体制更カロ成熟、格局更カロ完善、法

治更加健全、数率ヱ著提高的市場生管現代化体系。

―一枚テ明晰、重む下移的上管体411基本え立。監管駆責仝

面厘清,執法力量向基晨傾斜 ,執法資源配畳合理 ,執法撃能相

対集中,穿 合枚法改革有序推辻。

一一科学高妓、体日配合的上管れ制基本健全。市場上管坑

箸協調机制更カロ完善 ,路部 11跨 晨象躾功執法哨泣机制健仝 ,以

信用上管力核′さ的新型監管模式全面建立。

一―林准机た、手段疑 的上書方式基本人熟。全省坑一的

市場監管信息平合全面建成,市場監管林准和規疱逐歩完善,以

大数据、云十算、物咲同等現代信息枝木力手段的新型監管方式

仝面推行。

一―多え共治、社会上督的上管格局基本え善。行立自律作

用充分友拝 ,企立守法意沢明並増張,新 同媒体、典搭監督作用

凸星,以 政府上管力主早、市場 自律力基袖、社会共治力保障的

多元化市場監管新格局基本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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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坑一升及、尭争布序的市場琢境基本形成。市場准入更

カロ便捷,市場尭争充分有戒,市場行力規疱右序,法規体系較カ

完各,信 用体系基本建立,消 費不境明並攻善 ,推功形成市場化

法治化国豚化菅商不境。

第二章 推逃監管理念現代化

第一市 全面碗立現代市場監管理念

接照社会主又市場径浣友晨方向,村立科学生管理念 ,推逃

市場監管現代化。

そ1計上管体制れ 411。 主功iFt泣 経済友晨新常恣和科技逃歩潮

流,以 実現監管数能最大化力 曰林 ,改革市場上管体tll,そ1新 市

場監管机制,強化企止信用監管 ,fll用 大数据建立 “互咲国+市

場監管"的 信息化上管模式,共班科学高赦上管,提 升市場監

管現代化水平。

え没近緒協調的市場上管体系。厘清監管駅責,建立健全跨

部 11、 跨区域執法協同机制 ,消 除生管盲点,形成上管合力。接

照減少晨次、整合資源、提高数率原只1,完善妹合執法,建立珠

合監管体系。充分友拝行立協会、社会姐鉄、媒体わ公炎的作

用,推劫形成政府主早、行立 自律、典ぬ監督、公余参与的上管

格局。

股券象色樵成循琢姪汗友及。格緑色循不友晨、低破市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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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理念融入市場監管仝辻程,実行市場准入久面清単制度 ,μ控

高能耗高汚染企立准入 ,鼓励友晨低抜姿が、循不姿浣等哉略性

新米声並,強 化重点行並和重点頷域的上管整治,服券声並装型

升級。

昔造坑一升及的市場琢境。打破地 区封微 ,消 除市場壁全 ,

形成銃一規疱、公平公正、透明高数的市場監管体系。販反仝求

化走勢,学 コ借基友迷国家和兄弟省市的市場上管姿お ,カロ張合

作交流,服券杓建升放友晨新格局。

共走共字市場上管戌呆。堅持放活和管好4EI結 合 ,胸建完松

使掟的准入不境、打造安全放′さ的消費不境、筆ク公平売争的市

場不境 ,服 券 “共享径沸"友 晨 ,促逃大余全↓並、万人奄1新 ,

■群炎共享市場上管成果。

第二市 正碗処理政府与市場、社会的美系

工晩処理政府与市場的美系。堅持社会主又市場姿沸茨革方

向,充分友拝市場在資源配畳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友拝政府

作用 ,深化筒政放枚、放管結合、仇化服芥改革 ,微多1市 場主体

“法元禁止買F可 力",政 府部 11“ 法元授杖不可力,法定取責必

須力"。

工魂処理政府均本会的美系。友拝政府上管市場主早作用的

同時,鼓励企並、行立姐奴、煤体、公炎等社会力量参与市場上

管,完善社会治理 ,形成上管合力,杓建社会各方良性互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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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制衡、な序参寺、有力上督的共治格局。

第二十 准碗把握現代市場監管核心要文

激友市場治力。政交特坑 “管"的 現念,把激友市場活力 ,

激友市場を1造力放在市場上管的核′む位置,服分改革友晨大局。

推辻筒政放枚,放完市場准入 ,増強市場主体奄1新 功力,菅造激

励念1新 的市場不境。

規疱市場秩序。洛規疱市場秩序作力市場監管的着力点,消

除地方保夕和行立些断,打書仮冒佛劣和不正当克争行力,倣到

放管錯合,放而不乱、活而有序,力 企並仇姓劣汰和声並特型升

吸提供保障。

準ケ消費者枚益。村立消費者至上的理念,格象伊消費者板

益作力市場上管的重要曰林 ,強化消費筆枚工作,完善消費集板

国箸,改善消麦不境,提高人民群ハ幸福感わ荻得感。

第四章 推逆監管体制科学化

第一市 厘清部門監管取責

依法力l分上管承貴。法律、法机明碗規定市場監管部 11和 上

管取責的,依照其規定執行。法律、法規没有明碗規定市場監管

部 11的 ,戸 格接照 “進常批、進監管,進主管、進監管"原 只1,

厘清市場上管駅責。渉及行政寺可的,行政寺可実施部 11カ 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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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管部11;不 渉及行政十可仁有行立主管部 11的 ,行立主管部 11

カ市場監管部 11;不 渉及行政寺可且元行並主管部 11的 ,由 各市

兵人民政府指定市場監管部 11;渉 及多企部 11■上管取責分工不

明碗的,由 各市■人民政府指定市場監管部 11。 芦格界定元ijE元

照逹法姿菅行力査炎取責。

え善政府部「1枚貴清羊lll度 。仝面実施清単管理制度 ,逍辻

枚責清単明碗 “法元授枚不可力",通辻責4f清 単明碗 “法定取

責必須力",通辻負面清単明碗 “法元禁止曽可力 "。 建立市晏

政府工作部 11枚 責清単制度。依据法律法規的立攻疲粋、常批制

度改革、机胸和取能調整、管理任券変化等情況 ,及 Ff調 整政府

部 11叔 責清単。

第二十 相対集中抗法取能

整谷市場上管抗法承能。依法整合有美市場監管部 11以 能 ,

相対集中行使執法枚。各市場監管部 11升 展整合所属机掏的執法

駅能、坑一交由一企机胸履行的拭点工作。

採索率行吟部「1筆合仇法。私板 llE北 妹合執法,対 駅能相

近、執法内容相近、執法方式相同的市場上管部日,拭行机杓和

駅能整合。逐歩減少市芸丙坂政府執法仄伍紳炎。至12020年 ,

形成坑一規疱、枚責明碗、公正高数、法治保障的市場監管わ反

空断執法体系。

力快推遊重点板域的朱今れ法。規疱交通近輸、工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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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合品方品監管、安全生声、不境保夕、芳功保障、海洋泣立

等重点頷域妹合執法。戸格接照 《中共片末省委 声末省人民攻

府美子深入推逃城市執法体制茨革政逃城市管理工作的実施意

見》 (専 友 〔2016〕 24号 )要 求,分美分晨推逃城市管理執法

体制改革。深入推逃文化頷域朱合執法改革。接照 《片末省人

民政府亦公斤美子印友中国 (片 末)自 由貿易拭套区朱合行政

執法体制改革方案的週知》 (事府亦 〔2016〕 98号 )要 求,升

晨声末自由貿易拭詮区妹合行政執法体制改革,Cl新 自貿拭菱区

朱合執法体制机tll。

第二市 下移机法重心

強化属地上管テ任。厘清不同晨象政府及其市場監管部 11執

法枚責夫系,明 碗属地執法責任,減少執法晨次,推劫執法コさ

下移。市場監管部 11的 不同晨坂対同一市場主体及共生声姿菅行

力均有上管取枚的,原 ス1上 由最低一象市場監管部 11実 施監管。

対省宣部 11実 行コ き下移的事項 ,各市晏政府部 11辻 一歩明碗来

施晨奴和取責美系。対合品安全、商貿服券等実行分坂管理的事

項,原 貝1上 実行属地管理 ,由 各市去政府久責監管。

依法武子後行政府仇法枚限。地坂以上市政府可以通辻法定

程序賦予特大鎮人民政府行使或者委托較大慎、一般慎政府和街

道亦事炎行使姜坂政府及其部 11的 部分市場監管取枚。多慎人民

政府わ街道亦事炎友班市場逍法行力仁元枚査史的,皮 当向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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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人民政府或者共市場監管部 11根 告。

第四市 合理配畳仇法資源

仇化れわ配五。化化市場監管部日机杓没畳有取能火1分 ,凋

整完善省宜部日内浚机杓没畳和端制配各,張化承担事中事后上

管取能的内浚机ね。

か張基晨仇法台ヒカ走没。在執法端制、を並人オ等資源配畳

方面向基晨仮斜,重 点か張工商、反監、食品菊品上管、安全生

声、不境保が、芳功保障、海洋泣並等頷域基晨執法力量。増加

基屠装各投入,配各執法泥永供、先逃栓お栓測没各等,提高科

技手段在執法亦事中的泣用。根据国家坑一部署,実行省以下不

境保伊机杓監測監察執法垂宣管理制度。建立基晨執法埜費逐歩

増K机制,提高基晨姿費保障水平。

第五章 推逃監管机制規疱化

第一市 彊化日常監管

全面堆行 “双随れ、一/Ak升 "lll皮。市場上管部日仝面推

行 “双随机、一公升"上 管方式,随机抽取栓査対象,随机逃

派執法栓査人員,及 叶公升査た結果。制定随机抽査事項清単井

及叶向社会公布 ,建立健仝市場主体名永庫和執法栓査人員名永

庫。全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升"咲合栓査和監管全覆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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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政府部 11的 随机咲査制度。各市姜人民政府要結合本地実隊 ,

姐奴相夫部 11升 晨咲合抽査。接照 “双随机"要 求,制 打井美

施咲合抽査十刻,対 同一市場主体的多企栓査事項 ,原 只1上 皮一

次性完成。芸級以上政府部 11建 立随机抽査事項清単、栓査対象

名永庫、執法栓査人員名永岸和制定随机抽査工作如只1,2017

年嵐前実現随机抽査事項仝覆蓋。

加張を項栓査わ重点核査。市場監管部 11制 定年度寺項栓査

十刻,集 中執法力量針対重点頷域、重点行立
～

薄弱不市升晨寺

項栓査,建立長妓監管工作机制。重点核査投訴挙椒、上鉄交

亦、部日移交、媒体扱itu的 銭索利栓聡粒測友現的同趣。

加えわ査栓詮工作力皮。杓建以 “退市不合格商品"力 核

′む的流通頷域商品反量生管机制,強化対可能危及人体健康、人

身財声安全、影噛国it民 生的重要商品的抽査栓詮。打造/Ak共 栓

測服券平合,建 立抽査結果在行政管理和執法飯域互汰共用机

制。2018年嵐前 ,杓建客規坪介市場商品反量及坪借安全八隆

的分析坪介模型,建立商品反量市場坪介指林体系,姐奴升晨商

品庚量汗介及安全八隆平借工作。

準行行政指子上管方式。市場上管部 11可 以通辻建袂、輔

早、提醒、規功、示苑、公示、釣淡等ヨト張制性方式実施監管 ,

11早 市場主体主功正碗履行又券和承担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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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 推遺跡同監管

力張横向瑛合仇法。建立健仝登泥注般、行政常批、行立主

管相互行接的市場監管机制,実現各部 11え 同依法履駅信息的互

咲互理、咲功噛泣,形成仇勢互ネト、分工協作、芥孤共管的監管

格局。張化工商部 11履 行 “双告力"取 責,各相美部 11根据駅

責張化事中事后上管,不 断提升服弁能力。

走ユ佳全吟部「1、 吟区我仇法坊作瑛功れ 411。 tt lll友 現跨部

日、跨区域的逍法銭索,査炎逹法行力,増強監管執法合力。カロ

張行並監管机狗和仄仁建没 ,充分友拝行立上管部 11的 作用 ,履

行を上監管駅責,規 疱行並頷域市場秩序。探索制定実施咲合執

法事項清単制度。推邊 自貿拭詮区執法咲功協作机制建没。

か張晨久瑛功。厘清晨坂監管執法取責,加 張晨坂管理わ立

券督早。省奴部 11主 要行使市場執法監督指早、協凋跨区域執法

和重大案件査炎取責;各市晏政府有美部 11接 受上象部 11監 督指

早,完成上象部 11部 署的重大執法任券,査交渉及本地区的重大

末件。加張食品菊品、安全生声、不境保伊、芳功保障、海域海

島等重点頷域的晨奴咲功執法。

第三十 加張信用監管

か張信用信息
"集

共字。及 Ill、 完整、准碗、規疱地月集市

場主体行政井可、各案、行政炎打、行政張制、生妓非1決 、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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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執行、表彰火励信息等各炎信用信息。落実法人
～

其化姐象坑

一社会信用代4制 度。制定信用信息赤准 ,執行信息安全等級保

伊制度,修河完善省、市信用信息資源 曰永。加張信用桜案数据

管理,注重数据更新和完善。引早各炎社会机胸整合和升放数

据,杓 建政府和社会互功的信息采集、共享わ泣用机制。推功エ

商部 11、 中批部 11、 行並主管部 11及 共化部 11え 同的信息美叶侍

遊利元障碍交換;至12020年 ,実現所有市場監管部 11信 用信息

的リヨ集和共享。

え喜市場主体信用信息/Ak示 制度。建立完善企止信用信息公

示系坑 ,リヨ集各部日本履行取責辻程中声生的行政寺可、行政炎

調以及其化依法泣当/Ak示 的信息。依法公示姿菅昇常名永わ戸重

逹法失信企並名単。督促市場主体公示年度扱告信息和印II信

息。在企立監管、安全生声、不境治理、合品菊品安全、消費安

全等飯域 ,推功江恙整合井及 nt向 社会 /Ak升 有美市場監管数据、

法定栓詮上淑1数 据、逹法失信数据、投訴挙根数据等。建立健全

信用信息公示制度和規疱,支持升晨社会化的信用信息公示服

券。

走立守信激励ち失信想共れ制。落実市場主体信用承諾制

度 ,特市場主体的信用承遊納入共信用泥彙井向社会公升,接 受

社会監督。鼓励市場主体在盗昔場所公升信用承労。在行政管理

事項中推声使用信用泥永和信用被告。建立市場主体信用分美管

理制度,制 定分炎林准、程序和分美監管措施。依据信用等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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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対市場主体実施差男1化 的監管措施。対守信者実行仇先亦

理、筒化程序和重点支持等激励政策。対出現減信同題的企立カロ

張捕早,促辻規疱。対多次ミ法或逹法行力情市悪劣的市場主体

逃行重点監管,実施増カロ監管栓査叛次、告城釣淡、公示其信用

泥泉和信用炎男1,以 及限制其取得公共資源、仇恵政策和茉誉称

号等監管
～

釣束措施。各市場監管部日制定実施本部 11、 本行立

的守信激励和失信冬戒実施如只1和 配套制度。

走立健全跨部「1瑛劫崎泣れ制わ失信想茂れ制。在姿菅、投

融資、取得政府供皮土地、選出口、出入境、注1/1新公司、招投

林、政府釆乃、荻得茉誉、安全寺可、生声埜菅寺可、双並任駅

姿格、姿反中核工作中,格信用信息作力重要考量因未。対列入

径菅昇常銘永、片重逹法失信企立絡単、重大税 ll■ 逹法条件当事

人名単、失信被執行人名単、行賄犯罪楷朱等失信主体依法予以

限制或禁入。仝面落実国家友晨改革委等 38部 委 《失信企並協

同監管わ咲合懲戒合作各恙永》。2020年 嵐前,建 立覆蓋所有行

立和部目的信用咲功冬戒机制。

、  第四市 実施禄准監管

制定上管林准わ規た。市場監管部日tll定 実施上管駅責的具

体林准和規疱,包括上管事項、法律法規依据、執法程序、変調

林准等,井及 III向 社会公布。2018年 底前 ,各 市場上管部 11制

定本部 11実 施市場監管的具体林准或工作規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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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落実林准上管。推行声品和服券企立林准公升制度 ,対

不符合企上声明林准的声品和服弁,侵害消費者収益行力的,戸

粛依法処理 ;芦格執行国家張制性赤准 ,カロ張対渉及人身健康わ

生命財声安全項 目或指林的抽査栓詮,対迷不至1市 能不保、安全

生声、食品菊品安全、工程反量等張tll性林准的市場主体 ,依法

八重交理。

第五市 推行風隆監管

升晨几隆蜘 1工作。建立八隆信息采集国絡,健仝ス隣信息

釆集、整理和扱送制度 ,制 iT市場ス隆監測十火1。 建立八隆信息

共享平合わ数据庫。建立市場八隆寺家庫,委托第二方八隆坪借

机杓対市場ス隆逃行坪借。

建立市場ス隆分析研判模型。探索建立市場八隆汗借指林体

系。カロ張市場監管執法、法定社菱上測、投訴挙扱等数据的夫咲

分析,強 化対重点飯域、重点行立、重点商品等八隆信息的分

析、研非1,主 功友現八隆点,有数防疱市場上管的区域性、行立

性、系坑性ス隆。

えユ民隆預警走五わ防お瑛功れ制。根据八隆坪借結果及叶

向社会友布八隆警示。建立市場八隆防控咲劫机制,倣好凩隆聰

患劇卜査工作 ,実施八隆防控咲功。建立八隆泣魚た理机制,制 打

八隆皮急預案,対市場監管突友事件 ,及 叶姐鉄実施反急を項ス

隆監淑1,微好突友事件皮急炎畳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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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推逃監管手段信息化

第一市 建立銃―信息平台

力張市場上管信息子台逹没。接照坑一的数据粽准、技木規

疱和安全等級,依托省屯子政券信息系銃建立全省統一的市場監

管信息平合,実現省、市、去三坂政府之同和部同え同市場上管

信息的互咲互 ill。 2017年 6月 嵐前,建 戌省吸市場監管信息平

合。

力張市場上管信息介源共事。市場上管部 11皮 当在市場監管

信息声生、更新え 日起 20企 ェ作 日内,格行政寺可、各末、行

政た蜀、行政張制、表彰爽励等監管信息 ill lit政 券信息共享平

台,J」 集至1市 場監管信息子台。2020年 底前,市 場上管信息姿

源共享率迷 90%以 上。

第二市 推辻大数据監管

走立住仝数据林准規た。制定市場監管大数据的基袖林准、

枝木林准、泣用林准
～

管理林准等。省坂市場監管部 11根据大数

据林准規疱建没本系坑的市場上管数据共享平合。2017年 嵐前 ,

tll定 我省市場監管大数据林准机疱。2018年 庶前,建 立仝省市

場監管数据庫 ,実現市場監管数据坑一存倍、更新わ泣用。

建立夫数据上骨模型。カロ張路部 11数据美咲比対分析 ,及 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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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市場主体盗菅行力、机律和特征 ,分析、研ナ1市 場上管八隆

点,対市場秩序的交化走勢辻行萩測分析,提高政府科学決策和

八隆萩ナ1能 力。カロ張対市場主体姿菅行力和近行規律的分析 ,対

食品方品、反量安全、国各市場等容易引友高ス隆的頷域 ,探索

杓建監管信息的決策模型,実現券実高数的数字化市場監管。

か張人数据練合分析近用。在工商登泥、反量上管、尭争執

法、消費堆枚等頷域率先升展大数据示疱泣用,カロ張市場監管数

据寺宏魂盗沸数据的夫咲泣用 ,定 期形成市1//不 境分析汗借技

告。近用大数据対政府及其市場監管部 11履行市場上管駅責ilt行

鏡炊坪借 ,及 IIf対 市場監管政策措施逃行調整和仇化。建立市場

秩序坪介指林体系和市場上管数能平介指林体系。

杓走政府われ会二功的数据共字わ泣用れ制。支持征信机掏

和社会力量依法釆集市場交易和社会交往中的信用信息,31早 各

炎社会机杓整合和升放数据 ,形成政府信息寺社会信息交互融合

的人数据資源。カロ張政声学研合作,ミ辻政府殉采服券、協袂釣

定、依法提供等方式,向科研机杓、社会姐奴和企立等社会力量

殉采信息声品和枝木服券。

第二市 透用科技手段監管

走立 “二瑛日+市 場上管"的信息化上管模式。依拿信息回

路技木建没移功執法、指拝凋度等現代化執法系坑。カロ張ヨト現場

監管執法,通辻 自功上控系坑カロ張対重点頷域、重点行立実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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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土測,提高監管戒能。

走立菫姜声品、商品追湖体系。rll用 物咲回、射叛沢男1等 信

息技木,建立合品菱品等重要声品、商品迫湖体系,坑一追湖的

数据林准和接 口規疱,形成来源可査、去向可追、責任可究的信

恙健条。

第七章 推逃市場監管法治化

第一市 完善監管法規体系

か張市場上管重点板我ユ法。根据市場監管実体需要わ行政

常批lll皮 改革情況 ,カロ快市場監管法規規章建浚 ,推邊回路交易

監管等市場監管重点頷域的地方性立法,逃一歩完善市場上管法

規体系。及 III修 茨和疲止与市場監管実践不相通泣的地方性法規

和政府規章,掏建与国家法律体系相行接配套的地方法規体系。

汗格執行市場上管政府規章わ規む l■ え件清理制度。カロ大対

政府規章、規疱性文件的清理力皮 ,及 llf清 理修汀与上位法規定

相祇触或者相互え同規定不一致的政府規章和規疱性文件。2017

年嵐前,完成対市場監管方面的政府規章和規疱性文件清理工作

井及叶向社会公布。

か薇対机心 l■ 丈件的各案常査。完善市場上管頷域規疱性文

件合法性常査机制 ,推逃規疱性文件常査各未工作示疱点建没。

仝面実行規疱性文件有戒期制度 ,探索推行実施汗借tll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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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規苑公正文明机法

規疱行政仇法行力。加快建立執法仝ilt程 泥永制度 ,制 定行

政執法程序規疱,明 碗具体操作流程 ,重点規疱行政炎罰等執法

行力。芦格執行重大枚法決定法制中核tll皮 。建立健仝行政裁量

叔基准制度 ,戸 lla限 定和合理規疱裁量叔的行使。2017年 嵐前 ,

珠三角地区九市各象市場上管部日対本単位行使的行政♯可、行

政変調等取枚的裁量疱曰、幅度逃行如化丼及 HI向 社会 /Ak升
;

2020年 嵐前,在仝省仝面推行。

ル格落実行政仇法貴任制。明碗不同部 11及机掏、関位執法

人員的執法責任,建立責任迫究制度 ,強化対行政枚力的制釣和

監督,汗粛査た逹法逹先行力。2017年 嵐前 ,珠 三角地 区九市

各坂市場監管部 11制 定完善落実行政執法責任制度的配套文件 ;

2020年底前,在全省全面推行。

力張行政抗法与fll事 司法衛接。完善案件移送林准和程序 ,

声格執行行政執法協作相美規定。建立市場監管部 11、 公安机

夫、栓察机美え同案lll近 根机 tll。 市場監管部 11友現逹法行力渉

嫌犯罪的,及叶依法移送公安机美井抄送同坂栓察机夫,汗禁以

調代 Fll、 蜀ilt放行。健仝市場監管行政執法与Fll事 司法信息共享

系坑建没,実現逹法犯罪末件信
`き

互咲互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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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市 健全仇法監督机制

走立健全依法行政考キ。対市場上管部 11行政制度建没、行

政机法状況、信息公升、行政監督等邊行考坪 ,カロ大社会坪袂叔

重,建立第二方汗介机制。強化考汗身果近用,促逃市場監管水

平提高。

全面準辻仇法/Ak升 。堅持以公升力常冬、不公升力例外原

只1,提高執法公升信息化、集中化水平。推行行政執法公示tll

度,向 社会仝面公升市場上管駅能、法律依据、実施主体、取責

枚限、執法流程、上督方式等事項。

強化仇法工作上督。完善執法工作常恣化上督制度,建立大

要案、跨区域末件交亦督亦制度わ函告制度。カロ張行政隻袂エ

作,刻 正範法或不通当行政行力,カロ張対行政机美不作力、乱作

力、以罰代管等逹法itt規行力的監督。

第四市 加張法制宣侍教育

促逃普法与仇法諸密錯谷。実行 “進執法,准 普法"的 執

法机美普法責任tll,建 立常恣化普法教育机制 ,建立行政執法人

員以来澤法制度。升展法治宣借教育,完善執法人員学法用法制

度。

走立健仝板子千部集体学法制度。カロ張頷早千部任取前法律

知沢考査わ依法行政能力淑1拭 。健仝媒体公益普法制度 ,71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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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 党守法。

第八章 推逃監管格局多元化

第一市 張化生声径菅者主体責任

建ユ健全生声姪昔主体テ任 411度 。建立 “進生声准負責、

堆硝告堆久責、進径菅准久責"的 企並首久責任制,71早 生声

姪菅者依法承捏生声径菅責任。建立健仝生声姿菅者主体責任汗

介体系,引 早生声径菅者建立健全生声多菅管理体系、内部控制

牛1度 、危机炎畳机 tll。 建立商品反量 (服 券反量)安 全承透制

度,保 II声 品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和安全林准的要求。増加商品和

服券信息透明度,全面推行企並声品わ服芥林准自我声明/Ak升制

度,推行屯子商券声品林准信息明示
～

基江工作。

督促生声姪昔者履行主体テ任。建立完善消費不市姿菅者首

同わ賠僕先付制度,建立声品反量和服券保ijE金制度。督促生声

径菅者落実重大反量事故扱普及皮急炎畳制度,主功召口快陥声

品,下架不合格商品。拭行ケ大会品菊品、生恣不境、安全生声

等頷域的責任保隆,形成八隆分担的社会救済机制わ寺並姐奴坪

借、上控八隆的市場監督机制。

第二十 推逆行上自律

健仝行上 自律規釣。指早行立協会制定 自律規釣和行立取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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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焦准只|。 引早会長企並依法生声姿菅,履行安全生声、反量管

理、消費_4i枚 、信息公示等法定又券 ,自 党象ク市場尭争秩序。

推功行立協会建立行並性釣束和懲戒机制,井与政府、市場、社

会建立的懲戒釣束机制相衡接。

支持行上協会参与行止信用走没。建立行並内部信用信息牧

集渠道和信用信息 ll■ 集林准,健仝会貝企止信用楷末。支持行立

協会カロ張寺有資反的第二方信用服券机杓合作 ,依法升晨行立信

用汗分工作 ,建立坪介指林体系,完善坪介操作流程 ,升晨会長

企立信用平介井/Ak升 結果。

準劫行上協会与政府部「1走立均通合作れ制。鼓励行並協会

制定友布本行立的声品和服券林准 ,秋枚参有制定国家林准、友

展規火1和 政策法規。私板主功向政府有美部 日反映会長単位訴

求、行立及市場友晨功恣,協 助市場監管机夫升晨市場監管活

動。引早行立協会建立信息管理平台,井 与政府部 11的 市場監管

平合実現互朕互邁和信息共享,推 功建立仝社会坑一的信息子

合。

第二十 物通社会監督渠道

え善 12345投折本損子台走没。強化対消費象枚、変沸逹法

行力挙技和行政戒能投訴的 “銃一接折、接責装亦、限lllか 錯、

坑一督亦、坑一考核"要求。建立健仝 12345投 訴挙扱平合近行

管理制度,tll定 《声木省 12345投訴挙扱平合工作机疱》,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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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投訴挙扱平台突友預警和皮急指拝炎理机 tll。

お覚投訴本投渠道。依托 12345投訴挙扱平合建立投折挙扱

囲靖,升 通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投訴挙扱渠道。カロ快声末省

12345投訴挙技数据分析研非1中 ′さ建没,カロ張対投折挙恨数据的

分析fll用 ,在全省疱曰内実現数据共享。

第四市 友揮寺止化服努姐象監督作用

培育友晨寺上化服弁姐奴。友拝市場寺立化服券姐鉄析梁鉦

帯作用,鼓励参有市場監管工作,引 早共依法升晨基ilE、 お資、

坪仕等活功。支持会汁りT事券所、税券りT事券所等依法対企立財

券、幼税情死、資本詮資、交易行力真央性逃行益IIE,依 法対上

市公司信息抜露逃行核査。

走立健全を上化月比芥れ杓上骨制度。推功栓駐栓淑1汰 ilE机杓

与政府脱物,推逃栓詮栓測汰逓机杓整合,有序放升栓聡栓測大

江市場,促逃第二方栓詮栓測汰IIE机 狗友晨。2020年 庶前,建

立完善栓壮栓測汰江机納的管理体制
～

近行机制。在重点技木頷

域加大政府殉要服券力皮,友拝寺立服券机ね的作用わ化勢,建

立健仝寺立化服券机杓上管制度。

第五市 加張輿稔監督

強化新目媒体上督。姐奴新同媒体升没寺趣寺程 ,友 拝回

路、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典発生督的影噛力 ,及 HI客規恨道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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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熱点同題和重大挙措,曝光典型条件,震慢逹法犯罪行力。

走立場所日媒体的均in_瑛絡れ制。完善新日友布 tll度 ,近用

媒体主功公升市場上管信息,口 泣社会夫切。強化典情分析研

判,健仝鹿急扱道わ典搭 71早机制。カロ大対新同敲♯和仮新同査

た力度 ,芦冬以有僕新同悪意中夕生声径菅者、欺瑞消費者的行

力。

第九章 加3■美鍵邦市監管

第一市 首造寛松便捷的准入不境

建立市場准入 炎面清羊411 tt。 深入推邊市場准入兵面清単拭

点工作 ,倣好々現行 tll度 規疱的行接 ,建立健仝与市場准入負面

清単制度相近泣的准入机制、常批体 tll、 上管机制、法規体系

等。探索対外商投資実行准入前国民待過カロ久面清単的管理模

式。逍辻 1-2年拭点,形成可隻lll推 片的埜詮。

持鉄準辻行政常れ制度及羊。逃一歩清理行政常批事項 ,カ

争咸力全国行政常批事項最少、亦理最便不1的 地区え一。推行行

政常批林准化管理 ,端制亦事指南わ並券手般 ,仇 化常批流程 ,

逐歩実現同一事項同等条件元差別亦理。清理規疱行政常批前畳

中介服芥,/Ak布 碗需保留的中介服券 ,推劫中介服券机杓与常批

部 11脱鉤。

深化商事制度茂羊。深化 “先照后江"改 革 ,升 晨 “II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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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高"茨革拭点,推逃行政申批的城、放、装、伐改革,接 照

“放管服"相錯合的原只J張 化妹合監管。辻一歩落実注1/1資本人

数制,激友投資ell立 活力。深化企立銘称登泥制度改革,推行名

称 自主申根制;完 善名称多1正 机制,対逹法名称依法実行除名

制。深化企並住所登泥 tll皮 改革,合理放完住所登泥条件 ,授枚

地級以上市人民政府対住所登泥条件作出具体規定 ,結合実昧推

IIt“ 一照多址"、 “一址多照"、 集群注冊等多祥化改革探索。

仇化商事登うι服芥方式。在 “三ilE合 一"的 基拙上,墾 象

推逹多江照合一,市場主体升晨笙菅均須赤理的柾照原ス1上 整合

力 “一照"。 推行 屯子菅立執照,カロ快推逃全程屯子化登泥政

革,推功企立登泥基本信息わ屯子菅立執照在部 11同 互汰共享。

私板推片 “-11式 "“ 一回式"登泥服券模式。

え喜市場主体退出れ制。筒化市場主体注鎖流程 ,構大対企

体工商声、未升立企立以及元債枚債券企並実行筒易注硝程序的

拭点疱曰。建立市場主体行政張制退出机tll,対 市場主体逹反法

律法規禁止性規定或迷不 rll市 能不保、安全生声、食品菊品安

全、工程反量等張制性林准 ,lll市 戸重的,依 法吊硝相美江照。

配合去声能、去庫存 ,か 大対 “橿′企並"清理力皮 ,澤放社

会資源。

か夫小微企上友晨よ持力皮。建立完善小微企立銘永,落共

国家扶持小微企立友晨仇恵政策措施,加張対小微企立友展的跛

踪監測。鼓励実行政府向第二方賄哭服券,主功力小微企立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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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指早、技能培〕|、 栓淑1汰 I等 服券。

第二十 菅造公平党争的市場不境

堆辻皮些断及皮不工当党争。健全反空断執法制度机制 ,張

化反空断執法信息共享,探索升晨咲合亦案,杓建国家授枚、省

奴主早、市去参々的反空断執法工作格局。曰塊与民生密切相美

的重点行立、飯域升晨反空断与反不正当尭争寺項整治,規 疱市

場尭争秩序。根据国家部署カロ快建立尭争政策与声立、投資等政

策的祢瀾机制 ,建立公平尭争申査tll度 ,清理妨碍市場坑一わ公

平尭争的規定和微法。芦房打書ケ 冒洛牌、虚仮宣借、商立賄

賂、逹法有失硝告、侵犯商立秘密等不正当尭争行力。

か張弁供声枚保クエ作。カロ張知沢声枚妹合監管わ保ク,完善

行政和司法保紗的衛接,完善快速象枚和凋炎机制,推逃集枚援助

机杓建没,カロ張対屯子商券、晨会等重点行上、頷域侵犯井沢声板

行力的査た。建立健仝寺不1条 件的協調亦理等机制,推逃寺利行政

執法机制建没,建立を利多1分訴前調解程序,建立多紳形式的海外

寺不1象枚援助机制。推功版枚登泥工作,強化回箸版枚監管,か大

対♯法出版物的査炎力度,墾紋推邊軟件正版化工作。

力張苛林寺用枚保ケエ作。深入実施商林品牌哉略,制 河商

林品牌保伊中長期規え1,培 育和保ケ商林品牌 ,提升商林品牌国

豚影噛力。カロ快培育中小企立、哉略性新米声立商林品牌 ,推逃

声立集群わ区域品牌建没 ,カロ張対集体商林
～

近明商林的管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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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ク。建立重大商林条件研究会商机tll,ル 房打書侵犯商林寺用

枚行力,カロ大地 %、 著名、渉外商林及地理林恙寺用枚保伊カ

度。建没商林枚 rll、 商林法規基袖数据庫,健仝商林筆枚援助机

制,か大対商林侵枚、悪意拾注、逹法代理等失信行力的冬戒カ

度。加張商林代理市場秩序整治,促逃商林代理行上 自律。推勁

我省成力国家商林注般便fll化 改革拭溢区,秋板配合升晨改革拭

点,力 国家商林注1/1 ttfll化 茨革各項工作提供体制机 fll、 政策、

物地、資金等保障,形成福射準南地区以及港澳的商林注冊、近

用、保伊工作体系。

か夫声÷行上上管力皮。を1新片告監管方式,建立健全大数

据声告上管体系,曰 統医庁服券、食品、方品、医庁器械等重点

頷域 ,カロ大対声播屯机、授妖期刊、互咲口等媒介虚仮立法声告

的整治力皮 ,象 伊片告市場秩序わ消費者収益。強化片告姿菅

者、友布者主体責任 ,実施声告信用坪介制度 ,建立片告信用友

布机制、逹法片告提示預警机制。推功/AN益 片告友晨 ,弘物社会

主又意メ形恣わ介値規。か大力皮推辻片州、深〕|、 珠海横琴国

家奴声告声上国区建浚 ,培育示疱;1頷 性片告声立項 目,胸建班

代片告声立体系。

力薇回絡史易上管。堅持依法管回、信用管回、休同管国 ,

推逃銭上銭下一体化上管。完善回路姿菅主体数据庫 ,推逃跨境

屯商監管服券系坑建没 ,建立口各 自動監測常恣化机 tll。 強化回

路交易平合的主体責任 ,落共同店美洛制,由 日箸交易平台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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箸商品和服券盗菅者実行共名登泥わ身分核実制度 ,鼓励回店逃

行工商登泥 ,推片 “乞盾屯子林沢 "。 推功回絡交易信用坪介体

系建没。升晨回路交易寺項整治,加 張対回路告仮、虚仮宣侍、

虚仮促鎖、回路侍硝、刷単炒信、悪意X段等逹法行力的治理 ,

浄化国各市場不境。カロ張社交屯南、手机軟件商城、水村屯商、

服券屯商、跨境屯商等新立恣、新模式的監管。

ル房お書制書但冒働劣商品行力。仝面落美各坂政府打仮責

任tll,張 化咲合執法机制、行政司法行接机 lll。 改革声品反量抽

査机制 ,カロ大抽査疱曰和力度 ,加張抽査結果近用 ,建立制告仮

冒佛劣商品企立 “黒名単"。 カロ大対群人生活密切相夫、渉及人

身財声安全的日常消費品的打仮力度 ,芦冬逍反張制性林准、惨

染惨仮、以仮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声品冒充合格声品等逹

法範規行力。か大対城 多結合部、水村仮 冒彿劣商品的打書カ

度,強化対食品菱品、水姿、家用屯器、りL童 用品等商品市場的

整治。強化対仮 冒働劣商品的源共治理,建 立商品生声、流逍、

硝告仝健条監管机制。

え善介格上管れ 411。 カロ快完善市場合格監管規只1,依法制定

不同市場頷域相反的介格行力規ス1和 上管亦法,強化対屯商等新

米市場合格監管。完善明褐林介、牧費公示制度。建立健仝介格

監管工作体系,升 晨介格寺項執法栓査,カロ張民生頷域介格監

管。推逃介格監督貝仄伍建浚和介格減信建没。

強化竹備鯨合治理。強化各坂政府責任 ,カロ張部 日執法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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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建立打書特 4iI協 作机制、信息技木監控机制、群防群控机

制,格打書借硝納入社会治安妹合治理考核。カロ張借備危字宣

侍,建立健全借鋼預防机制。片房査炎借鎖行力,か大対国箸特

硝等新型竹硝活功的預警預防、生淑1査 た。か張宣鎖企並監管 ,

促辻企立規疱姪菅,依法査炎宣儲企立逍法逹規行力。

第二十 菅造安全放心的消費不境

カロ掻消費象叔体ネ走没。建立各奴政府牽共久責、有夫部日

各久其責的消費象杖工作机制,強化部 11日 反対突友、重大消費

事件的協作机キ|。 坑一投派挙扱た理工作机制,机疱行政部日た

理消費投訴工作規程。升晨消費侵枚熟点寺項執法行功,建立消

費安全事件皮急炎畳制度 ,完善泣急炎畳方案。

走立消費者枚益保ケ吟区咸瑛功れ制。カロ張昇地投訴わ炎理消

費多1勢工作。建立消費争袂凋解的裁定准ス1,完善消費多1分わ解、

凋解制度,探索建立消費多1分仲裁机制,完善消費者/Ak益訴松制度。

建立健全消費象叔折松寺調解工作対接机制。推功基晨法庭完善小

額消費多H分浜松常ナ1机キ1,快速炎理小数消費多1分。完善消費頷域

悠罰性賠償制度,大 幅皮提高消費者収益板字民事賠僕力度。整合

行政部11、 消費者姐奴及埜菅者的消費朱枚工作数据,マ 1早 盗菅者

升展放′さ消費奄1建 工作,升晨消費者満意皮調査。升晨消費不境指

林淑1汗工作,推功消費不境安全放′む指数不断提升。

強化菫`点
板成消費準枚。重点カロ張対預付費、商品告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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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培ツ|、 逍信服券、汽車筆修等服券頷域的上管力度 ,芦房打苦

虚俣宣侍、不公平合同格式条款等侵字消費者収益的逹法行力。

カロ張対日外乃物、跨境消費等新共消費飯域的堆枚力度 ,規 疱屯

商、微商等新共消費頷域,強化屯商平合、社交平台、捜索引摯

等法律責任 ,加大対国箸姿菅者拒不落実退換貨責任、侵字消奏

者信息安全等消費侵枚行力的打書力皮。カロ張友村消費集板 ,浄

化水村消費不境。

か張消費筆枚本会日絡走没。建立消費者姐奴寺市場上管部

11之 目的協同机tll,互 通消費象枚信息,友拝消費象枚合力。充

分友拝消費者姐象的作用,升晨行並消費服奔坪洸調査、比較拭

詮等,及 叶友出消費提示わ警示。推辻基晨消費象枚 Jil点 建没 ,

シ通消奏象枚渠道 ,カロ張対姿菅者消費象板服券堵規疱管理 ,建

立径菅者消費筆枚服券考核坪介机制。支持回路交易平台、寺立

服分机綺、行並協会、商会等建立消費多1分調解机杓。友晨消費

象枚和社会監督恙尽者仄伍,鼓励升晨消費象枚法律援助、社区

服券和社会上督。充分fll用 互咲回、社交平合等新米媒体升晨消

費法規、知沢的普及々宣借 ,提升公企大力和八隆防疱能力。

第十章 保障措施

第一市 加張姐奴飯早

各地、各部 11要深刻汰袂推邊市場監管班代化、完善市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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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体系的重要意又 ,切 実カロ張 _Z■ 奴頷早,建立健全市場上管体系

建没 177凋 机制,督促落共本規刻提出的曰林任券。

第二市 落実責任分エ

各地、各部 11要 錯合共豚研究制打貫物落央本規表1的 実施亦

法,辻 一歩分解任券,如化措施,落実責任 ,有序推辻。各項エ

作任芥的久責単位要lll打 工作方果,明 碗叶同表、路銭圏和可栓

褒的成果形式,碗 保接 Ill保反完成工作任芥。

第二市 加張FA伍建没

カロ張執法仄41建 浚,加大教育培)|工作力度,提高執法人員

的廉攻意メ、寺立技能和朱合未反。注重培募執法人オ ,IIEEit坪

比和火励制度逃抜人オ。か張基晨執法仄41建没,執法装各和人

員向基晨一残執法傾斜,提高基晨執法水平。

第四市 落実経費保障

仝面落央市場監管班代化径菱預算保障tll度 ,市場監管工作

径費和能力建没姿費全部納入各象財政預算予以保障。各地結合

工作共豚,対実施本規え1的 埜菱子以必要的保障。

第五市 張化考核監督

各地、各部 11要建立規刻実施情光眼踪反債机制 ,及 nt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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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題,研究制打相夫措施;建立同責机制,対推倭社皮、敷行塞

責造成実施速度愛慢或元共反性戒果的責任単位相美責任人員辻

行日責。各坂政府要加大対下坂政府及市場上管部 11的 督亦考核

力度 ,格規火1毎 年実施情況納入頷早班子考核疱曰。

公牙方式 :主 功公升

抄送:省委有美部委亦,省 人大常委会亦公斤,省政協亦/Ak斤 ,省
妃委亦公斤,南海凱眺、省年区,省 法院,省 栓察院,中 宣
駐専有夫単位。

声末省人民政府亦公斤秘ギ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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