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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改革再升级

全国首张国发产品“一企一证”落地浦东
不待扬鞭自奋蹄
开创工作新局面
□浦东新区建交委党组书记、
主任 王晓杰

位于浦东的上海金雅拓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国家发证产品“一企一证”
获证企业。
本报讯 （记者 蔡丽萍）昨日，
上海金雅拓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从
浦东市场监管局领取到了包含集成
电路卡及集成电路卡读写机、防伪
票证两个产品的一张《全国工业产
品生产许可证》，成为全国首家国家
发证产品“一企一证”获证企业。上
海自贸区先行先试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制度改革在浦东再升级。
2017 年 3 月，上海自贸试验区
先行先试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省级发
证“一企一证”改革，使许可审批从
“串联”改为“并联”，从“多证”变为
“一证”。改革前，企业的生产许可
证需按产品类别逐个申请、逐一颁
发，改革后企业依据一张证书即可
开展相应的多项经营活动，准入便
利化水平不断提高。2018 年 1 月，
此项改革在全国复制推广，并拓展

□浦东市场监管局 供图

到国家发证产品，改革涉及的产品
料，事后提供回访服务，收集、反馈
种类从 19 类延伸到 38 类，实现了工
企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为国发
业产品生产许可
“全覆盖”
。
“一企一证”改革积累经验；开展“审
浦东市场监管局介绍，浦东辖
批标准化服务”，完善业务手册、制
定《办事指南》，明确改革适用范围、
区内国家发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由
办理依据、审批条件、申请材料、审
浦东市场监管局受理、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审核发证，改革前一企多证， 批期限、咨询途径等标准化内容；积
极对接市质监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
流程复杂，时间较长。改革后，多份
材料、多个流程简化为一个，降低了
局，在材料受理、现场核查、产品检
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比如上海金
验、证书制作等各环节加强沟通。
雅拓智能卡技术有限公司之前需重
浦东市场监管局坚持放管结合
复提交的 6 项材料压缩为 1 次提交， 的改革思路，在简化准入流程的同
减轻了企业负担，加快了获证流程。
时，注重加强对企业的事中事后监
而为确保改革顺畅、有效推进， 管，切实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发证
浦东市场监管局不断创新服务方
实地核查环节，由属地市场监管所
式，优化机制流程。推出“全周期跟
观察员对核查过程进行监督，保障
踪服务”，事前对辖区 100 余家获证
核查质量。企业获证后，将加强针
企业开展政策宣传与辅导，事中提
对性指导，督促企业完善制度流程，
供精准服务，帮助企业完善申报材
强化质量控制，并按要求对不同产

品开展分类分级管理，切实履行主
体责任。
根据《上海市工业产品生产许
可证证后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浦东
市场监管局还将对获证企业进行跟
踪检查，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对
不再生产、不能持续保持获证条件
的企业，积极督促其注销生产许可
证；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
业作为年报公示重点企业，大力推
进年报公示，深化信用监督；将企业
质量守法情况与申报各类质量奖结
合，强化信用联奖联惩，推动企业全
面提高管理水平。
下一步，浦东市场监管局将继
续优化工作流程，完善服务机制，进
一步推动“一企一证”改革规范化、
制度化、标准化，不断为深化改革探
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

生态环境部开展打击固体废物环境违法专项行动

浦东积极配合督察快速整治
城镇的 3 处信访件所涉及的固体废
弃物堆放点开展现场检查。其中，
督察组发现，大团镇董村 21 组信访
投诉的泥浆堆放点留有大约 8 吨左
右工程泥浆未清理。当天下午，当
地政府立刻增派机械设备进行开挖
装运，并于当天全部处理完毕。
上周六，专项督察组继续对浦
东进行检查。根据市民举报，督察
组来到祝桥镇，对其金顺路六灶桥
下掩埋危险废弃物进行核实，现场
未发现举报所称的危废废桶。不
过 在 巡 查 时 ，督 察 组 在 距 离 现 场
150 米处发现了一家土法冶炼的小
作坊。
据查，这家违法生产作坊原为
鱼塘看护棚舍，原房东出租给外来

本报讯 （记者 黄静）日前，生
态环境部打击固体废弃物环境违法
行为专项督察组对浦东开展现场检
查。浦东新区迅速行动，对祝桥镇
土法冶炼小作坊等进行整治。
据了解，生态环境部开展打击
固体废物环境违法专项行动是生
态环境部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的要求，也是为了遏制
长江流域固体废物非法转移倾倒
案件多发态势，及时消除环境安全
隐患，保障长江生态安全的必要举
措。
5 月 9 日至 15 日，专项督察组在
本市开展现场独立督查。上周五上
午，专项督察组对浦东大团镇和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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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用于生产和堆放废弃物，此后
又多次转手成为一家生产铝锭的土
作坊。据区城管执法局环境监察支
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窝点里是很简
陋的的熔炼炉，生产工艺主要是把
收购来的废旧金属铝，通过熔化以
后浇铸铝锭。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
料、废渣等粉末类物体被装在蛇皮
袋里，然后随意堆放在河道边上。”
他告诉记者，据初步估算，这些废弃
物大概在 300 吨左右。
情况查实后，浦东新区迅速采
取措施，公安部门迅速控制了涉事
人员，开展调查程序。区环保部门
对企业配电箱进行查封，对冶炼废
渣开展鉴别，并根据鉴别结果进行
分类处理。环境监察执法部门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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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围绕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
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制度建设，对新时代全面
从严治党作出了战略部署。建交委党组认真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区
委主要领导提出的“全面从严、严上加严”抓班子带队伍
的指示要求，将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与建设交通中心工作
有机结合，
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强化使命担当，
跟好改革这枚
“指南针”
。党性由责任
来承载，
由担当来体现。建设交通领域作为浦东改革的重
要试验田，
近年来，
建交委在深化简政放权、
优化营商环境
等方面承担了众多改革任务。面对企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
改革、
征收体制改革等改革
“硬骨头”
，
在区委区政府正确领
导下，
建交委全体党员干部本着强烈的大局意识和担当精
神，
大胆转变思路，
探索再造流程，
摈弃利益羁绊，
大刀阔斧
实施改革，
探索形成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办法。下一步，
将继续按照区委
“勇于担当、
冲锋在前、
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的指示要求，
努力在重大改革中成为样板。
突出底线约束，用好铁纪这块“压舱石”。
“木受绳则
直，金就砺则利。”铁一般的纪律是对干部最大的关爱，
是干部队伍风清气正的根本保障，更是航船平稳致远的
“压舱石”。在浦东经济社会发展的的主战场上，建交委
切实承担起重大工程、基础设施、住房建设等重要职
责。面对建设工地的安全生产、人防设施的安全运行、
征收动迁的信访稳定等城市安全运行重要因素，建交委
时刻将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履行主体责任，全面
梳理动拆迁、建设工程项目管理等方面存在的廉政风险
点，紧盯重大项目立项、大额资金分配使用、项目招投
标、选人用人等重点环节，着眼抓常抓细抓实建章立制、
明纪尽责；聚焦“关键少数”，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的“红线
意识”
“底线思维”，以细化一岗双责、实施连带问责为突
破口，
全面传导压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
树立过硬作风，打好群众这张“感情牌”。气顺则心
齐，
风正则劲足，
比
“上墙”
更重要的是
“上心”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
党的生死存亡。城中村改造、
保障房建设、
老旧小区雨污
分流、
旧住房综合整新等工作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
都是
群众高度关注的
“民心工程”
。建交委始终坚持以群众路
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开展调查研究，问需于民、问
计于民，
不折不扣推进项目落实；
始终坚持从严从实抓班
子带队伍，对照“四风”问题整改要求，逐项查摆、引以为
戒、立行立改，不断锤炼过硬的工作作风，通过实实在在
的付出，
让群众从各项决策的实效中增强获得感。
作为公权力大、
公益性强、
公众关注度高的
“三公”
部
门，
建交委将坚决贯彻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
立足
“全面从
严、
严上加严”
抓班子带队伍，
立足
“走在前列、
成为标杆”
抓
改革促业务，
奋力开创新时代浦东建设交通工作新局面。

设施设备进行查封。祝桥镇派人驻
守，防止企业再生产，并在周一组织
力量，将此处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与此同时，作坊内的工业废弃物也
被分类清运至园区厂房，待市、区环
境监测部门的检测结果出来后妥善
处置。
据悉，配合生态环境部打击固
体废弃物环境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区环保市容局此前已完成新区危险
废物排查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排
查表和企业自有废水处理设施污泥
产生情况排摸表并上报；区城管执
法局环境监察支队重点对工业废水
污泥产生企业开展全面执法检查，
共执法检查 193 家产废企业，约谈了
两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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