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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陕市监发〔2021〕121 号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 2021 年第一季度企业自我声明

公开标准抽查情况的通报

各设区市、韩城市、杨凌示范区、西咸新区市场监管局：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随

机抽查工作指引的通知》(市监标创函〔2019〕1104 号)和《陕西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全面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的

通知》（陕市监发〔2019〕113 号）要求 ，省局于 2021 年 3 月

组织对企业自我声明公开的标准进行了监督抽查，共抽查企业

101 家，抽查发现问题 17 家，占抽查企业总数 16.83%,现将有关

情况通报如下。

一、企业声明公开产品标准整体情况

截至 2021 年 03 月 24 日 24 时，全省处于开业状态的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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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共计 56229 家（数据来源：工商综合业务管理系统），在“企

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开企业共 5267 家，累计公开标准

40920，其中包括企业标准 36745,公示企业数量较上季度增长

7.53 % ，公开标准数量较上季度增长 7.58%。各地区企业声明公

开产品标准情况见表 1。

表 1 各市区企业及声明公开标准情况

序号 地区
注册企

业数

公开产品

标准的企

业数

公开产品

标准企业

占比

公开企业较上

季度增长率

实际公开

标准数

公开标准数

较上季度增

长率

1 西安市 19446 2272 11.68% 3.70% 22723 7.01%

2 宝鸡市 9324 284 3.05% 4% 1354 3.99%

3 咸阳市 5730 337 5.88% 4.98% 3023 7.27%

4 铜川市 1065 87 8.17% 0.00% 391 3.17%

5 渭南市 4205 356 8.47% 1.71% 5422 8.64%

6 延安市 1316 98 7.45% 8.89% 540 21.08%

7 榆林市 3561 181 5.08% 2.84% 886 4.85%

8 汉中市 3536 207 5.85% 3.50% 1404 2.48%

9 安康市 2870 1049 36.55% 25.18% 1561 21.57%

10 商洛市 1758 39 2.22% 5% 184 12.20%

11 韩城市 427 67 15.69% 3.08% 178 2.30%

12 杨凌区 724 137 18.92% 6.20% 1643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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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西咸新区 2267 153 6.75% 7.75% 1593 6.84%

14 合计 56229 5267 9.37% 7.53% 40920 7.58%

二、抽样情况

本次抽查以在“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自我声明公开

标准的企业为对象，按照“覆盖全面、兼顾整体、比例协调”的

原则，在考虑企业地域分布、行业类型、规模差异等因素，随机

抽取企业 101 家，抽查标准 555 项（其中企业标准 421 项）。

三、抽查内容

按照国家总局《关于印发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随机抽查工作

指引的通知》规定，抽查内容为：

（一）标准技术要求是否低于强制性国家标准；

（二）标准内容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与经济上合理；

（三）标准编号和名称是否符合规定；

（四）标准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是否公开。

四、抽查结果

本次共抽查企业 101 家，发现 17 家企业存在不符合项目。主

要是“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规定”和“功能指标和性能指标未

公开”，抽查结果统计见表 2，具体抽查结果见附件。

表 2 抽查结果统计表

序号 地区 抽查企业数 发现问题企业
发现问题企业占比

（%）

1 西安市 46 8 17.4

2 宝鸡市 3 1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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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咸阳市 6 1 16.67

4 铜川市 1 0 0

5 渭南市 6 1 16.67

6 延安市 1 0 0

7 榆林市 8 2 15

8 汉中市 1 1 100

9 安康市 24 3 12.5

10 商洛市 0 0 0

11 韩城市 1 0 0

12 杨凌区 1 0 0

13 西咸新区 3 0 0

合计 101 17 16.83

五、问题分析

（一）本次抽查发现的主要问题为“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

规定”。包括：标准编号和上传的标准文本不对应；标准已公示

未上传文本；标准编号或标准名称重复使用；企业代号不统一；

标准文本不完整；上传其他公司的标准；公开声明所执行的国家

或行业标准已废止，而企业尚未进行更新。

（二）个别企业未上传企业产品标准的文本或未在标准中公

开产品的功能性指标和性能性指标。

（三）除以上问题外，本次检查中还发现以下不规范的现象，

如：标准封面及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公示的标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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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封面不一致；标准名称中不应添加“企业标准”字样；封面的

发布日期与标准前言的首次发布日期不一致；公示标准是将国家

标准赋企业标准代号；标准文本无法正常下载。

六、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加强政策宣传。按照省局“双随机、

一公开”监督检查工作安排，从 2020 年第四季度开始，采用随机

抽取检查企业名单的方式确定对象，会有抽查对象分布不均的情

况，各市县局要正确认识“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工作的性

质，做好企业标准监督抽查工作的安排部署，加强对企业标准声

明公开和监督抽查制度的宣传。

（二）重视基础工作，提高抽查效果。各市县市场监管局应

掌握本辖区企业标准自我申明公开情况，及时督促停产、转产、

僵尸企业注销标准自我申明信息。每季度抽查前省局会公示当期

所抽取企业名单，各市局要在公示期内落实本辖区被抽查企业经

营状态，若企业存在经营不正常情况，及时向省局备案，并督促

相关企业公示结束前登录“企业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更新标

准信息。

（三）强化指导督促，提高标准质量。各市局加强对企业自

我声明公开产品标准的日常指导监管工作，对于监督抽查中暴露

的问题，应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存在问题，不断提升企业声明公开

标准的数量和质量。

省局标准化管理处：联系人：荆波，电话：029-8613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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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标准化研究院：联系人：叶青 种芳 联系电话：029—

82290801。

附件 1.2021 年第一季度企业声明公开标准抽查结果汇总表

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03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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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1 年第一季度企业声明公开标准抽查结果汇总表
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1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百事可乐饮料有限公司

2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 西安腾际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3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西安巨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代号不统一：

Q/XJYY 01-2016《眼贴》与 Q/XAJS-0002-2018

《创视明牌一次性医用水凝胶眼贴》

4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陕西西大华特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

1、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规定。两个标准年代

号不同，标准号相同，已被代替的标准未作废：

Q/HTOX 055-2018《600 克/升吡虫啉悬浮种衣》

与 Q/HTOX055-2021《600 克/升吡虫啉悬浮种

衣》、Q/HTOX 030-2018《12%苯醚·噻霉酮水乳

剂》与 Q/HTOX 030-2021《12%苯醚·噻霉酮水

乳剂》、Q/HTOX 056-2018《27%噻呋酰胺·噻霉

酮悬浮剂》与 Q/HTOX 056-2021《27%噻呋酰胺·噻

霉酮悬浮剂》、Q/HTOX 013—2018-2018《10%

四螨嗪可湿性粉剂》与 Q/HTOX 013—201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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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10%四螨嗪可湿性粉剂》等。

2、两个标准年代号不同，标准号相同，已被代

替的标准未作废且同一个标准号对应两个标准

名称：

Q/HTOX 054-2018《5%氨基寡糖素水剂》与 Q/HTOX

054-2021《5%氨基寡糖素水剂》、Q/HTOX

054-2018《5%氨基寡糖素·噻霉酮悬浮剂》与

Q/HTOX 054-2021《5%氨基寡糖素·噻霉酮悬浮

剂》；

5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陕西壹格消防科技有限公司

6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陕西金源自动化科技有限公

司

7 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 陕西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

8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
陕西众信环境检测技术有限

公司

Q/hj/t 167-2004《室内环境空气

质量技术规范》文本内容为 HJ/T

167-2004《室内环境空气质量技

术规范》，建议直接上传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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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准

9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陕西中衡肥业有限公司

10 陕西省西安市经开区
陕西科贝乐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

11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永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陕西宏冠环保有限公司

企业代号不一致：

Q/HGHBG-2017《HGG-X 型固硫节煤剂》

Q/HGHBS-004-2019《脱硫石灰石粉》

Q/HGHBG-2017《HGG-X 型固硫节煤

剂》中的国家标准文本建议直接

公示国家标准。

1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聚华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

14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万德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名称与封面不一致（建议使

用封面名称）：

Q/WK008-2018《抗氧剂》（公示）

与 Q/WK008-2018《WK-601 汽油抗

氧剂》（封面名称）

Q/WK003-2018《金属钝化剂》（公

示）与 Q/WK008-2018《WK-201 型

金属钝化剂》（封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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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Q/WK005-2018《汽油加氢缓蚀剂》

（公示）与 Q/WK005-2018《WK-110

汽油加氢缓蚀剂》（封面名称）

15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县
陕西正能农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Q/ZNGL004-2016《禽复合预混合

饲料》已被 Q/ZN004-2018《禽复

合预混合饲料》代替。公示平台

未进行作废。

16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西安全友清洁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17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正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中电科西北集团有限公司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19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陕西华天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顺序号重复：Q/SXHT 009-2016《采油用脱

硫剂 有机胺盐类 HT-TL》与 Q/SXHT009-2018《采

油用脱硫剂》；Q/SXHT003-2016《泡沫酸》与

Q/SXHT 003-2018《油田用清防蜡剂》；

Q/SXHT008-2016《暂堵剂 ZDJ-01》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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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Q/SXHT008-2017《油水井暂堵剂 ZDJ-06》

20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西安聚能仪器有限公司

标准顺序号重复：Q/XJN 030-2020《固定污染源

VOCs 排放连续监测系统》与 Q/XJN 030-2018

《JNYQ-S-82 型烟气分析仪（超低）》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21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陕西汉世鼎盛企业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22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创联超声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Q/RY 287-2018

23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
陕西睿兴华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标准名称与封面不一致（建议使

用封面名称）：Q/RXH004-2019《阻

垢剂》（公示）Q/RXH004-2019

《RXH-ZG-01 阻垢剂》（封面名

称）;Q/RXH001-2019《水质调理

剂》（公示）与 Q/RXH001-2019

《RXH-TLJ-01 水质调理剂》（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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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面名称）；Q/RXH-002-2019《絮

凝剂》（公示）与 Q/RXH-002-2019

《RXH-XN-01 絮凝剂》（封面名称）

24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 陕西创优美实业有限公司

25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西安下店玉米开发实业有限

公司

26 陕西省西安市周至县 周至县用克百货店

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规定：

缺少企业代号，标准名称不规范：Q/0001-2020

《wb》

标准文本无法正常下载，需重新

上传文本

27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西安市碑林区富强眼镜配镜

中心

Q/GB13511.1--2011《配装眼镜

第 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公示

标准是国家标准，需直接公示国

家标准：GB 13511.1-2011 配装眼

镜 第 1部分：单光和多焦点；同

一个标准只公示一次，无需重复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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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28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西安卓维德科贸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缺少标准编号，缺少封

面。

29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百顺节能材料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30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云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1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北京佰年明德医药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陕西分公司

标准编号重复：Q/BNMD 001-2017

《抑菌嘻嘻液》、Q/BNMD 001-2019

《抑菌嘻嘻液》

32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陕西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

33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乐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34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点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5 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
陕西汝万家惠庆商贸有限公

司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36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陕西金万兰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37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陕西中集恒信石油科技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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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38 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 西安江海纸塑实业有限公司

39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巨子生物基因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企业代号不统一：Q/XAJZ

001-2016《冻干粉》Q/JZSW

0012-2020《可预 TM 免洗泡沫手

部消毒液》

40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林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41 陕西省西安市碑林区 西安贝尔药业有限公司

42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三业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43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 西安龙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4 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 陕西重华泵业有限公司

标准文本不完整，仅到第 3章，内容不全，需完

善标准内容。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45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 西安傲蓝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规定：

标准编号重复 Q/AL003-2018《YYF-8B 型油液质

量快速分析仪》和 Q/AL 003-2020《YYF-V 型 VI

型（智能型）油液质量快速分析仪》

标准文本格式不符合 GB/T1.1 的

要求，建议完善。

46 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市 西安树桂果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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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47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宝鸡市金达食品机械开发有

限公司

Q/BJS02-2018《多功能洗面机》、

Q/BJS01-2018《多功能面皮机》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48 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
陕西会兴摩汽配套制造有限

公司

49 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
宝鸡市金诺伟森热能科技有

限公司

企业代号不统一：

Q/BJJNWS-2018《蒸汽发生器制造技术规范》与

Q/JNWS-2018《超低氮蒸汽发生器》

Q/JNWS-2018《超低氮蒸汽发生

器》有如下问题：

1公示显示的标准未体现标准号，

文本封面有标准号，建议一致。

2、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Q/BJJNWS-2018《蒸汽发生器制造

技术规范》有如下问题：

1、公示显示企业代号与公示文本

的企业代号不一致，建议统一。

2、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50 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
陕西大森林纸塑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51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 陕西科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2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 陕西汉唐农业科技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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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公司礼泉分公司

53 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 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

1、企业代号不统一：

Q/SYBOMCO XJ204-2021

Q/SY 07285-2020（该未体现是其他公司的标准）

2、上传其他公司的标准：

Q/SY 1286-2015 油田起重用钢丝绳吊索

1、YB/T 5359-2010 有更新版 YB/T

5359-2020 将于 2021年 4月 1日

实施。

2、YB 4506-2016 应该为：YB/T

4506-2016

3、GB 8918-2006 应为 GB/T

8918-2006

54 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 三原姜怀种植家庭农场

55 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 陕西红十月发展有限公司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56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 陕西沃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封面的发布日期为 2021 年 9

月 11 日。标准前言的首次发布日

期为：2020 年 9 月 11 日

2、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57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
西安重装澄合煤矿机械有限

公司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58 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
陕西赛恩农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企业编号及企业代号不统一：

1、Q/SE002-1-2019《聚合磷钾》

Q/SENY001-2020《植物源农用增效剂（天星

亮）》



- 17 -

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Q/SENY003-2020《农用有机硅展渗剂（天星

亮）》

Q/SE01-2021《生物源土壤调理剂》

59 陕西省渭南市经开区
陕西小松食品化工科技有限

公司

部分标准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

要求

60 陕西省渭南市经开区
陕西正鑫工程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

61 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蒲城群丰果业有限责任公司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62 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 富平县金工水泵厂

63 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永坪炼油厂

64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 吴堡冀东特种水泥有限公司
1、标准已更新，未进行废止更新：

GB 10238-2005 油井水泥
1、GB/T 10238-2015 油井水泥

65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
榆林金宝河建筑科技有限公

司
未发现问题

66 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
靖边县西蓝天然气液化有限

责任公司

1、标准编号和名称不符合规定。

标准名称重复，两个标准年代号不同：

1、Q/YXL001-2016《液化天然气》

已代替 Q/YXL001-2015《液化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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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Q/YXL 001-2015《液化天然气》与 Q/YXL001-2016

《液化天然气》

气》应对 Q/YXL001-2015 进行废

止

2、Q/YXL001-2016《液化天然气》

封面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67 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68 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
陕西绥德臻梦镁合金材料有

限公司

69 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 吴堡县田园食品有限公司

70 陕西省榆林市佳县
佳县瑞祥枣业科技开发有限

公司

71 陕西省府谷县 府谷县埃牛气体供应站

72 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 汉中恒康饲料科技有限公司

73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白河县飞翔木制品制造有限

公司（不再生产）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再生产，建议

主管市局尽快联系其注销自我申

明公开平台数据

74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
陕西康护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停产停业）

安康市局上报其处于停产停业状

态



- 19 -

序号 行政区划 企业名称 抽查情况 备注

75 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
岚皋县好多多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停产）

GB 17323-1998《瓶装饮用纯净水》已被 GB

19298-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包装饮用水》

部分替代

安康市局上报其处于停产状态,

请市局确认其日后有无复产计

划，如有请快更新使用标准，若

无尽快注销平台数据

76 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

陕西鹏翔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汉阴笔架山分公司（已提交

注销申请）

安康市局上报其已提交注销申请

77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
石泉县禄行科枝建筑垃圾回

收站（不再生产）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再生产，建议

主管市局尽快联系其注销自我申

明公开平台数据

78 陕西省安康市镇坪县
陕西锐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不再生产）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再生产，建议

主管市局尽快联系其注销自我申

明公开平台数据

79 陕西省安康市高新区
安康恒一废品回收有限公司

（不生产产品）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生产产品

80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
石泉县荣鑫塑业有限责任公

司（不再生产）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再生产，建议

主管市局尽快联系其注销自我申

明公开平台数据

81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白河县晨阳劳务有限公司 安康市局上报其不再生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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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生产） 主管市局尽快联系其注销自我申

明公开平台数据

82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紫阳县绿安现代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2019 年停产至今）

安康市局上报其自2019年停产至

今

83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紫阳县秦巴紫硒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84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陕西省紫阳县康洪茧丝有限

公司

85 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陕西硒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86 陕西省安康市石泉县 石泉县山里人榨油坊

87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旬阳县清风源生态农业有限

公司

88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紫阳县曾明玉茶厂

89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陕西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旬阳卷烟厂

90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陕西汇阳投资有限公司

91 陕西省安康市白河县 安康市攀昇工艺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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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陕西省紫阳县富硒食品有限

公司
无标准内容，功能性和性能性指标未公开

93 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
旬阳县隆裕矿业有限公司混

凝土分公司

94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
陕西香城佳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95 陕西省安康市紫阳县 紫阳县武兴茶叶加工厂

96 陕西省安康市宁陕县
宁陕县秦宝农林特产有限责

任公司

所执行的国家标准 GB/T 6192-2008《黑木耳》

已被 GB/T 6192-2019《黑木耳》替代

97 陕西省韩城市
西安重装韩城煤矿机械有限

公司

所执行的国家标准 GB/T 10595-2009《带式输送

机》已被 GB/T 10595-2017《带式输送机》替代

98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

区
品标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Q/PBHJ 03-2020 《环境空气挥发

性有机物连续监测系统企业标

准》标准名称中不应添加“企业

标准”

99
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

区

西安中蓝金冷化工新材料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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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陕西省西咸新区秦汉

新城

陕西凝远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标准格式不符合 GB/T 1.1 的要求

101 陕西省杨凌示范区
杨凌秦巴山生态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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