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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绵阳市人民政府
关于授予２０１７年度绵阳市科技进步奖的决定

绵府发〔２０１８〕７号

科技城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园区管委会，

科学城办事处，市级各部门：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精神，省委第十一次党

代会和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精神，市委经济工作暨

全市金融工作会议精神，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军民

融合发展战略，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生动局

面，根据《绵阳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绵府办发

〔２０１４〕１２号），市政府决定授予“基于智能感知技

术的物联网家电系统开发与产业化”等９项成果为

绵阳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授予“光接入超高清智

能融合终端”等１２项成果为绵阳市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授予“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口蘑酱油品质改

良和提升”等 １３项成果为绵阳市科技进步奖三

等奖。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人员为榜样，进一

步发扬艰苦奋斗、团结协作、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

科学精神，努力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

新，为建设国家科技城和西部经济强市作出更大

贡献。

附件：２０１７年度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绵阳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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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文件

附件

２０１７年度绵阳市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

一等奖（９项）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０７
基于智能感知技术的物联

网家电系统开发与产业化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西安交通大学

李昱兵、张霍、李长城、惠维、

汪伟、王进军、陈峰峰、赵季

中、刘明华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２５
悬浮式无边框电视制造技

术研究及应用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李春川、杨勇、吴明会、李云、

张万禹、杨胜勇、邓凯奎、王

波、侯诗彦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２９
节能环保智能平衡控制技

术、系统及产业化应用

西南科技大学、四川嘉泰

工业产品设计有限责任公

司、四川伍贰捌自动化设

备有限公司

蒋刚、蔡勇、留沧海、张德虎、

余家欣、向北平、陈燕、胡城

纲、刘自红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０７ 光网络传输保护系统
四川九州光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

谭军、王强、代海龙、罗建、赵

涵、李鸿邑、郭亮、刘志勇、文

登江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０９ 放射性污染监测系统
四川省绵阳西南自动化研

究所

牛德青、杨素、张锐、韩强、

胡劲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２６
高空长航时无人机用新型

化学电源系统研究与应用

四川长虹电源有限责任

公司

呙晓兵、丁劲涛、蒋阳强、刘新

军、范世军、何明前、田元军、

刘芙、李海燕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Ｙ０２４
肿瘤标记物与恶性肿瘤发

生发展及预后关系的研究
绵阳市中心医院

王东、杜小波、张羽、赵振华、

王晋、冯岗、李杰、邬容、徐杉

５１０２０１６ＹＹ０１０
慢性应激对抑郁大鼠糖皮

质激素受体及环氧化酶 －２
表达的相关研究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王继生、曹莉莎、汪辉、罗文、

张芳、张润峰、张莉、陈静、

黄玲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２９６
附子／水稻规范化栽培新模
式及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

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市农

业科学研究院、江油市经

济作物站

黄晶、余马、侯大斌、陈杰、戴

维、王涛、邓琼芳、张荣萍、舒

晓燕

３



政府文件

二等奖（１２项）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０８
光接入超高清智能融合

终端

四川九州电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杨战兵、李廷尉、吴书宇、李洪

斌、孙锐、张鹏、马培娇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２８
集成式飞机勤务地井成套

装置应用研究

绵阳职业技术学院、成都

克伏特航空设备有限公司
黄君富、陈德章、何伟、周红英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２８
无人值守的智能售卖（液

体）系统技术研究及应用

四川长虹技佳精工有限

公司

戴德军、田锋、李质波、刘蔷、

肖永林、陈爱君、陈果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２４
超高清智能电视节能技术

的研究及应用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任森成、李鹏、刘予川、肖涛、

苏荣强、翟让海、孙松根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１１
高清小间距 ＬＥＤ可视化显
控系统

四川九洲光电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九洲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

龙小云、梁正恺、熊周成、商志

强、吴乃明、王旭、叶裕清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１４
高性能动力型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 ＬｉＦｅＰＯ４的研究
及应用

绵阳师范学院、绵阳天明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刘树信、周天明、王海滨、周臻

杭、何登良、喻国强、陈宁

９５１２０１６Ｙ１７０９
有机类危险废物焚烧炉及

焚烧技术应用

四川九洲环保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孔建、刘光前、甘云润、刘远

鹏、周世民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０２９８
道路智能交通控制专用石

英式高效动态称重系统

四川奇石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绵阳职业技术学院、

绵阳师范学院

汤世友、戴星、钟志万、梁春

光、文永革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３２７
长虹 Ｃ系列高清激光影院
产品开发项目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

毛奎章、何龙、赵海龙、佘玉

松、朱晓东、张小兵、胥立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Ｙ０２１
绵阳市痛风及高尿酸血症

慢病管理系统构建及对临

床、科研的促进

绵阳市中心医院、绵阳市

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

邹晋梅、杨静、李晓林、董建

玲、李敏、青玉凤、邓代华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Ｙ０１８
针刀改善膝关节骨性关节

炎的功能及其机理研究

绵阳市中医医院、绵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四川长虹

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职工

医院

艾双春、沈其霖、张洪、杨莉、

周祖刚、王和文、何延智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Ｎ０２３
白皮大粒多抗小麦品种国

豪麦 １５和国豪麦 １８号选
育与应用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四川国豪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

周强、任勇、任茂琼、杜小英、

张敏、欧俊梅、陶军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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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１２项）

成果登记号 项目名称 主要完成单位 主要完成人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０７２８
基于现代生物技术的口蘑

酱油品质改良和提升

四川清香园调味品股份有

限公司、四川省食品发酵工

业研究设计院、四川东坡中

国泡菜产业技术研究院

杨莉、李恒、伍亚龙、邓晓、张

其圣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０８１２
防暴催泪药剂高效自动计

量装药与压药工艺技术及

装备研究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自动化

研究所

石义官、刘锡朋、伍凌川、刘

彬、史慧芳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０８１３ 锉类齿纹自动加工技术
四川省绵阳西南自动化研

究所

周晓华、雷珂、王敏、熊金、范

华献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Ｇ００９ 智能高清卡口管理系统

四川九洲视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四川九洲电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

李汶隆、刘念林、彭伟伦、齐艳

铭、张东生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０６６
新能源汽车高压屏蔽电连

接器
四川永贵科技有限公司

李统刚、彭果、陈昌俊、聂辉、

郭亮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１２７８
新型水性金属防锈漆及其

制备技术

绵阳麦思威尔科技有限

公司
尹丽、闫辉、董舒、邓明

９５１２０１７Ｙ０５５５ ＩＢＣ太阳能电池浆料
四川银河星源科技有限

公司

曾国平、杨蔚、尹天平、黄海

云、敬波

５１０２０１７ＪＧ０２５
经典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Ｔａｙｌｏｒ不稳
定性谐波产生机制

绵阳师范学院
刘万海、文永革、龚劲涛、吴

英、梅杨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Ｙ０２７ 膀胱癌基础及临床研究
绵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四

川精神卫生中心）

李家兵、张任飞、黄国平、王继

生、刘贵喜

５１０２０１７ＲＳ００３
建立公立医院护理岗位管

理模式的实践研究
绵阳市中心医院

何梅、王东、王海燕、柳国华、

秦彩荷

５１０２０１６ＹＹ０２０
高血压脑出血的显微外科

治疗策略
三台县人民医院

唐协林、刘胜华、钟俊、羊飞

龙、黎乾科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Ｙ０１３
科学城地区儿童青少年非

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调查

研究

四川省科学城医院
邓益斌、叶炼、王惠敏、苏秦、

肖玉荣

５１０２０１７ＹＮ０２２
高产豇豆品种的选育及安

全高效生产关键技术研究

与应用

绵阳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黄海涛、徐冬梅、李家慧、张

杰、王治斌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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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关于印发《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

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

绵经信技创〔２０１８〕１６６号

各县市区、园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为进一步规范市级企业技术中心的认定和评价工作，结合我市企业技术中心建设现状和加强自主创新

工作的需要，我委对原有的《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绵阳市企业

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印发你们，请抓好贯彻落实。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对绵经信技创［２０１６］１５６号（关于印发《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管理办法》的

通知）同时废止。

附件：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绵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

２０１８年４月１９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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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企业技术中心在区域创新体系和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中的引导与示范作用，进一步规范

市级技术中心的认定和评价工作，依据《四川省企

业技术创新条例》，并参照《四川省企业技术中心认

定管理办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明确企业在技术创新工作中的主体

地位，鼓励和引导企业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把

企业技术中心建设成为企业产学研技术创新活动

的平台和自主创新的载体及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的

重要支撑力量。让技术创新活动成为企业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

第三条　市经信委牵头负责市级技术中心认

定工作，经公示并报市政府审定后公布。市经信委

负责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管理工作。

第二章　企业技术中心主要职能

第四条　技术中心是企业设立的具有较高层

次和水平的研究开发机构，是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

核心。其主要职能：

１、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结合市场分

析，重点从事中长期的新产品开发，实施科技成果

转化为生产技术和商品的中间试验和工业性试验。

开展以产品为龙头带动相关技术、工艺、装备和材

料的研究开发，负责引进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形

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主导产品和专有技术。

２、产品和技术的决策咨询。负责本行业及相关

领域的技术和市场信息的获取、分析和判断。参与

企业发展战略和技术进步规划的制定，组织企业技

术创新重大项目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项目的评估和

论证，对企业重大发展问题提出建议意见。

３、产学研联合创新和对外合作交流。负责与国

内外高校、研究机构技术合作和交流，不断提高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

科技力量和研究成果进行应用性研究，使企业用最

少的投入、最短的周期和最便捷的办法获取新技术

和新产品，形成企业在技术和产品上的优势。

４、人才吸收、凝聚和培训。建立有效的激励机

制，吸引国内外技术人才以各种形式为企业工作；

凝聚企业现有科技人员，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提高

企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为目标，加强企业科技人

才的培育，培养和造就一支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科

技人才队伍。

５、产品、技术的服务。负责对企业内部多层次

技术开发的指导和服务，协调生产、销售和循环回

收过程中的技术问题。组织学习和引入企业外部

成熟的共性技术，并在企业内进行应用。

６、行业和区域特色产业的服务。分析市场需

求，跟踪和研究行业和企业技术发展趋势，利用人

才、技术和信息优势，发挥技术的集散和辐射、信息

集聚与扩散、共性技术开发和推广应用、技术服务

与咨询、产品分析、检测、试验以及人才交流与培训

等职能，在行业、区域和企业技术开发体系中发挥

核心作用。

第三章　认定

第五条　市级技术中心的认定每年组织一次，

企业自愿申请认定。受理认定申请的截止日期为

每年４月３０日前。

第六条　申请市级技术中心认定的企业应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１、在绵阳各县市区、园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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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企业。

２、有较强的经济技术实力和较好的经济效益，

在行业中具有显著的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３、企业领导层重视技术中心工作，具有较强的

创新意识，能为技术中心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

４、有较高的研究开发投入，年度研究与试验发

展经费支出额不低于１００万元；拥有技术创新水平

高、实践经验丰富的技术带头人，专职研究与试验

发展人员数不少于１０人。

５、具有完善的研究、开发、试验条件，技术开发

设备原值不低于１００万元；有较好的技术积累，重视

前沿技术开发，具有开展高水平技术创新活动的

能力。

６、企业具有较好的技术创新机制，技术中心组

织体系比较完善，发展规划和目标明确，具有稳定

的产学研合作机制，开展企业技术创新工作绩效

显著。

７、企业两年内（指申请市级技术中心认定之日

起向前推算两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市

级技术中心认定：①有确定的偷税漏税等税收违法

行为的。②涉嫌涉税违法正在接受审查的。③当

年未按统计法要求进行研发统计指标填报。④有

财政违法行为并受到处罚处分的企业。

８、企业建有研发创新平台并正常运行一年

以上。

第七条　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认定程序：

１、企业申请。企业向县市区、园区工业和信息

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按要求填报《绵阳市认定

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见附件１）。

２、材料上报。各县市区、园区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对企业上报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确定推荐

企业名单，并将推荐企业的申请材料和推荐意见一

式２份在规定的时间内上报市经信委。

３、材料初评。市经信委按照《绵阳市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见附件４），对企业申请材

料进行初评。

４、现场核实。依据初评结果，市经信委会同有

关县市区、园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初评得分

在６０分（含６０分）以上的技术中心进行现场核实，

确定市级技术中心认定初审名单。

５、专家答辩。市经信委组织专家进行综合答辩

评审。

６、部门联审。由市经信委组织市科知局、市财

政局、市统计局和市级税务等部门，将初评结果、现

场核实情况及专家综合答辩意见进行评审；或书面

征求上述部门意见，无异议后，向市政府上报拟认

定的市级技术中心名单。

７、正式公布。市经信委依据市政府审定意见，

对认定结果发文予以正式公布授牌。

第八条　因评价不合格被撤消的市级技术中

心认定资格的企业，经整改达标后应重新申请认

定，按照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申报。

第四章　评价

第九条　市经信委依据《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

中心评价指标体系》，对市级技术中心每年进行一

次年度评价，并负责将评价结果予以公告。

第十条　评价程序：

１、各企业市级技术中心于当年４月３０日前将

评价材料报市经信委。评价材料包括：《绵阳市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年度工作总结》（见附件３）和《绵

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见附件２）。

２、市经信委对上报的评价材料及相关情况进行

核查，核查方式包括实地核查和集中核查等。

３、市经信委对经核查后的数据按照《绵阳市认

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的规定进行计算、

分析，得出评价结果，并将结果进行通报。

第十一条　市级技术中心评价结果分为优秀、

合格、不合格。

１、评价得分８０分（含８０分）及以上为优秀。

２、评价得分 ６０分（含 ６０分）至 ７９分之间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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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有下列情况之一的评价为不合格。

（１）评价得分低于６０分；

（２）一年内两次未按要求填报企业技术中心季

报表的；

（３）企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额、企业专

职技术开发人员数、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三

项指标中任何一项低于评价指标体系规定最低标

准的。

第五章　撤销

第十二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撤销其市级技

术中心资格：

１、连续两次评价不合格的企业。

２、企业自行要求撤销其市级技术中心资格。

３、市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被依法终止。

４、由于技术原因发生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

企业。

５、有偷税、骗取出口退税等重大税收违法行为

的企业。

６、当年未按统计法要求进行研发统计指标填报

的企业。

第十三条　市经信委负责公布被调整与撤销

的市级技术中心。

第六章　管理与政策

第十四条　企业上报的市级技术中心申请材

料和市级技术中心上报的评价材料内容和数据应

真实可靠。提供虚假材料的企业，经核实后，两年

内不受理该企业认定申请。已认定的市级技术中

心企业被撤消其认定资格的，两年内不再受理该企

业认定申请。

第十五条　市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发生更名、

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手续后３０个工作

日内由企业将有关情况报市经信委，及时办理技术

中心更名手续。

第十六条　市级技术中心所在企业申报的项

目，将被优先推荐列入四川省技术创新项目计划。

第十七条　市级技术中心为推荐省认定技术

中心的必要条件。

第十八条　年度考核评价优秀的市级技术中

心（附件２第１６．１７项为加分项），由市经信委核实

后给予通报表扬。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市经信委负责解释。

附件：

１．《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编写

提纲

２．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３．《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提纲

４．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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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申请报告》编写提纲

　　一、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性质、主要下

属企业，职工人数、企业总资产、资产负债率、银行

信用等级、销售收入、利润、主导产品及市场占有

率等。

（二）企业的行业地位和竞争力。结合行业集

中度和企业在行业中的综合排序，分析企业在本行

业的领先地位和竞争优势，与同行业企业相比所具

有的规模和技术优势。

（三）企业对本行业技术创新的引领作用。包

括企业对行业技术进步、结构调整、促进区域产业

发展以及节能减排、资源节约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示

范和带动作用。

二、企业技术创新的现状和成绩

（一）企业技术中心基本情况。包括企业技术

中心的建设与发展历程、组织架构；创新体系建设

和运行机制，包括组织管理体系建设、规章制度建

立、研发项目组织管理机制、研发经费管理机制、人

才激励机制、内外部合作机制等。

（二）企业技术中心创新资源整合情况。包括

企业技术中心技术带头人及创新团队建设情况、研

发经费投入情况、研究开发和试验基础条件建设情

况、信息化建设情况等。

（三）企业技术中心研究开发工作开展情况。

包括重大产品创新、工艺创新、商业模式创新、产学

研合作、企业间合作、国际化研发活动等。

（四）企业技术中心取得的主要创新成果。形

成的核心技术及自主知识产权情况，重点介绍相关

技术成果对企业核心产品研发、核心竞争力提升的

支撑作用和取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和规划

（一）企业制定未来３年技术创新发展战略情

况，及该战略对企业总体发展目标的支撑情况。

（二）企业近期在技术创新方面拟实施的重点

举措，包括创新条件建设、创新人才集聚、重点研发

项目部署等。

四、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见附件

２）

五、县（市）区、园区工业主管部门推荐意见（需

说明推荐的理由并加盖推荐部门公章）

六、其他需说明和补充的附件

（一）相关统计和财务报表。相关统计报表主

要包括：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研发项目情况（１０７

－１表，国统字〔２０１５〕９５号）、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

位研发活动及相关情况（１０７－２表，国统字〔２０１５〕

９５号）。未列入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法人单位

研发活动情况统计范围的企业，应参照上述表格格

式填报后提交。相关财务报表主要包括：企业资产

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

（二）评价指标的必要证明材料，包括：技术中

心高级专家、博士和外部专家、专利证书、参与制定

的标准、国家认定实验室、驰名商标、名牌产品、著

名商标、重要技术成果或获奖情况、企业联合建立

的各类创新研发机构等；

（三）企业所在地县区级以上税务机关出具的

税收解缴情况证明（含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技术开

发费加计扣除数据）；

（四）其他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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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表

企业名称

通讯地址 下属企业数量

主营业务 统计行业代码

企业负责人 联系电话

技术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联系传真

企业网址 报告年度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据值

１ 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２ 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 万元

３ 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 人

４ 企业职工总数 人

５ 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 人

６ 技术中心博士人数 人

７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８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 项

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 项

９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１０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１１ 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 项

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１２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和行业标准数 项

１３ 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１４ 新产品销售利润 万元

１５ 利润总额 万元

１６ 获省及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目数 项

１７ 建立各类创新研发机构数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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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解释和填报说明

　　一、主营业务收入。指报告年度内企业确认的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主营业务的收入。根据会计

“主营业务收入”科目的期末贷方余额填报。若会

计报告和会计报表中未设置该科目，以“营业收入”

代替填报。

二、研究与试验发展（简称“研发”）经费支出。

指报告年度内企业研发活动的经费支出合计，包括

企业实际用于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人员劳务费、

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置费、管理费及其他费用

支出。

三、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指报告年度内企

业内部直接参加研发项目人员，不包括全年累计从

事研发活动时间占制度工作时间１０％以下的人员。

四、企业职工总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内平均

拥有的从业人员数，按照统计指标“从业人员平均

人数”计算。

五、技术中心高级专家人数。指全职在技术中

心工作、获得国家、省、部和计划单列市等政府部门

认定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或者享受国家、省、部和

计划单列市专项津贴的专家数。

六、技术中心博士人数。指全职在技术中心工

作、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数。在站博士后可以作为

博士进行统计。

七、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

数。来技术中心从事研究、技术开发工作的具有较

高科技开发能力的海内外专家累计人月。最小统

计单位为：０．５人月。

八、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

当年立项并开展研发（制）工作、以前年份立项仍继

续进行研发（制）的研究开发项目或课题，包括当年

完成和年内研发工作已告失败的项目，不包括委托

外单位进行研发的项目。从研发项目类型看，包括

新产品开发项目数、新技术开发项目数、新工艺开

发项目数、新服务开发项目数与基础研究项目数之

和。其中：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数（指企业全

部研发项目中主要以科学原理的探索与发现、技术

原理的研究为目标的项目数）。

九、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指报告年度

末企业用于研发的固定资产中的仪器和设备原价。

其中，设备包括用于研发活动的各类机器和设备、

试验测量仪器、运输工具、工装工具等。

十、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指报告

年度末企业作为专利权人拥有的、经国内外知识产

权行政部门授予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

十一、企业当年的专利申请数。指报告年度内

企业向专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的专利数。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数（指报告年度内企业向专利行政部门

提出的发明专利并被受理的专利件数）。

十二、最近三年主持和参加制定的国际、国家

和行业标准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报告年度前一

年、报告年度前二年主持或参加制定，目前仍有效

执行的国际、国家、行业标准的数量。

十三、新产品销售收入。对于制造业企业，新

产品销售收入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销售采用新技术

原理、新设计构思研制、生产的全新产品，或在结

构、材质、工艺等某一方面比原有产品有明显改进，

从而显著提高了产品性能或扩大了使用功能的产

品实现的销售收入。新产品既包括经政府有关部

门认定并在有效期内的新产品，也包括企业自行研

制开发，未经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从投产之日起一

年之内的新产品。对于建筑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

入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新结构、

新材料等实现的营业收入。对于服务业企业，新产

品销售收入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通过提供在服务内

容、服务方式、服务传递系统、服务技术手段等方面

全新的、或者作出明显改进的服务实现的营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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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新产品销售利润。指报告年度内企业通

过销售新产品实现的销售（营业）利润。

十五、利润总额。指报告年度企业生产经营过

程中各种收入扣除各种耗费后的盈余，反映企业在

报告期内实现的盈亏总额。

十六、获省级及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

进步奖项目数。指企业在报告年度、报告年度前一

年度获得的由省政府及以上政府部门设立并颁发

的“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

奖”的项目总数，同一项目只统计最高奖项。

十七、建立各类创新研发机构数。指企业申请

年度前已联合大专院校、科研机构、企业之间共同

建立的各类创新平台（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协同创新中心、通过认定的高新技术、科技型、技术

创新示范企业等认定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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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工作总结》提纲

　　已认定的绵阳市企业技术中心，需在评价年度

提交工作总结，以全面总结报告年度企业技术创新

与技术中心工作情况。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一、情况分析。分析企业所在行业创新趋势和

特点，以及企业在该行业中的地位和竞争优势。

二、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情况。包括企业技术创

新体系基本情况、技术中心组织建设、技术中心创

新机制建设、产学研合作创新机制建设、国际、国内

协同创新网络平台建设、企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

设等。

三、技术创新活动开展情况。包括重点创新项

目的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和产品开发等。

四、取得的创新成果和形成的核心技术及自主

知识产权情况。重点介绍相关技术成果对企业核

心产品研发、核心竞争力提升的支撑作用，以及取

得的经济社会效益。

五、其他有特色的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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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４

绵阳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评价指标体系

　　 一、评价原则

（一）全面客观反映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发展状

况，突出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力度、产出效

果和技术中心运行机制的有效性。

（二）新申报和已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实施统

一评价。

（三）按“行业系数修正，整体对比计量”的原则

计分。

二、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单位 权重

基本

要求

创新

投入

创新

经费
２０

研发人员人均研发经费支出 万元 １０ ≥１０

研发经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 １０ ≥１．６

创新

人才
１５

研发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重 ％ ７ ≥１０

技术中心拥有的高级专家和博士人数 人 ４ ≥１

来技术中心从事研发工作的外部专家人数 人月 ４ ≥３

创新

条件

技术

积累
１２

企业拥有的全部有效发明专利数 项 ４ ≥２

企业全部研发项目数项 项 ４ ≥２

研究与试验发展项目数占全部研发项目数的

比重
％ ４ ≥３

创新

平台
１０ 企业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 万元 １０ ≥１００

创新

绩效

技术

产出
１３

当年专利申请数 项 ６ ≥３

当年被受理的发明专利申请数 项 ４ ≥１

最近三年主持和参予制定的企业和行业标准数 项 ３ ≥１

创新

效益
３０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 ％ １２ ≥７

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 ％ １０ ≥４

利润率 ％ ８ ≥６

加分 获奖 ７
获省及以上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技进步奖项

目数
项 ７ ≥１

加分
研发

机构
８ 已建各类创新平台、研发机构 项 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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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行业系数

行业名称
国民经济

分类代码

研发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

利润占利润

总额的比重

农业 ０１ １．５ １．５ １．５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０６ ２．０ ３．０ ３．０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０７ ２．０ ３．０ ３．０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９ ２．０ ３．０ ３．０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３ １．５ １．５ １．０

食品制造业 １４ １．５ １．０ １．０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１５ １．２ １．５ １．５

烟草制品业 １６ ３．０ １．５ ２．０

纺织业 １７ １．２ １．０ １．０

纺织服装、服饰业 １８ １．２ １．０ １．０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１９ １．５ １．２ １．０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２０ １．０ １．５ １．２

家具制造业 ２１ １．２ １．０ １．０

造纸和纸制品业 ２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２３ １．０ １．０ １．２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２４ １．５ １．２ １．２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２５ ２．５ ２．０ １．０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２６ １．０ １．０ １．０

医药制造业 ２７ ０．８ １．０ １．０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２８ １．０ １．０ １．０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２９ １．０ １．０ １．０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３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１ １．２ １．２ １．５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３２ １．２ １．２ １．０

金属制品业 ３３ １．０ １．０ １．０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３４ １．０ 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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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名称
国民经济

分类代码

研发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

的比重

新产品销售

利润占利润

总额的比重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３５ １．０ １．０ １．０

汽车制造业 ３６ １．０ ０．８ １．０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

备制造业
３７ ０．８ ０．８ １．０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３８ ０．８ ０．８ １．０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

造业
３９ ０．８ ０．８ ０．８

仪器仪表制造业 ４０ ０．８ ０．８ ０．８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４４ ２．５ ３．０ ３．０

房屋建筑业 ４７ ２．０ １．５ １．５

土木工程建筑业 ４８ ２．０ １．５ １．５

建筑安装业 ４９ ２．０ １．５ １．５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６５ ０．６ １．０ １．０

专业技术服务业 ７４ １．０ １．０ １．０

其他 ８１ １．５ １．５ １．０

　　说明：
１．由于不同行业在研发投入与产出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技术中心评估时，对不同行业企业“研发经费支

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新产品销售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

重”三个指标引入行业系数加以调节。

２．行业系数采用国家技术中心评价标准设立的行业系数。
３．行业系数只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价时使用，企业填报时无需考虑行业系数，按实际数据填报。评

价时，根据企业填报的实际数据计算得出上述指标的比重，再乘以行业系数，得出指标的评价值。

４．行业系数表中的“其他”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

　　 四、限定性指标的最低标准　

（一）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不低于１００

万元。

（二）年度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数不少于

１０人。

（三）年度技术开发仪器设备原值不低于 １００

万元。

五、新业态企业　

指区别于实体企业，主要从事技术开发、服务，

互联网＋应用，新兴产业发展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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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关于绵阳市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项目立项的通知

绵社联函〔２０１８〕６号

各县市区社科联，高校社科联，在绵大中院校（党

校）科技（研）处，市级社科学会（协会、研究会）、市

级有关部门（单位）：

开展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工作，组织调查研

究，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和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

服务，是市社科联的一项重要职能。为了进一步聚

合资源、整合力量，团结和组织社会各界紧紧围绕

地方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调查

研究，形成有价值的智力成果，市社科联在各方面

精心选题、踊跃申报的基础上，经专家评审，现确定

绵阳市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１４３

项，其中重点项目７项、一般项目１０７项、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７项、自筹经费项目 ２２项，（详见附

件）。

希望各项目负责人和项目承担单位高度重视、

精心组织实施，积极聚合相关资源，深入开展调查

研究，高质量完成项目研究任务，形成具有前瞻性、

对策性和应用性的成果，充分发挥好“思想库”和

“智囊团”作用，扎实有效地为加快建设国家科技城

和西部经济强市服务。

２０１８年度的所有立项项目，“研究报告”（含论

文）应在半年内即 ２０１８年 ９月 ３０日前完成，“书

稿”原则上在一年内完成。

本着尊重知识、尊重劳动，体现公共财政购买

公共服务的原则，市社科联将对结项的重点项目给

予每项５０００元的研究扶持资金资助、一般项目给予

每项２０００元的研究扶持资金资助；如项目研究成果

被市级以上党委政府或省级主管部门主要领导肯

定性签批并采用，每项给予１０００元左右的奖励资

助。科普读物（一般项目）的资金资助标准视情况

另行研究确定。各项目承担者所在单位或相关部

门，可立足本单位、本部门实际，酌情给予立项的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科普读物（一般项目）、

“自筹经费项目”一定的研究资金资助。

在项目完成后申请结项时，请按要求填写《绵

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

（在“绵阳社科在线”网站 ｈｔｔｐ：／／ｓｋｉ．ｍｙ．ｇｏｖ．ｃｎ下

载专区下载），并将《鉴定结项审批书》和项目成果

纸质材料（一式１份）报送市社科联，电子文档发送

至市社科联工作邮箱：ＳＫＬＭＹＬＴ＠１２６．ＣＯＭ。市社

科联将及时组织专家评审，决定是否结项。未尽事

宜按照《绵阳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管理办

法》执行。

市社科联地址：绵阳市警钟街８７号房管大厦７

楼；邮编：６２１０００；联系电话：０８１６－２７７７１５９；传真：

０８１６－２２２４６２１。

附件：绵阳市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

项目立项表

绵阳市社科联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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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绵阳市２０１８年度市级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立项表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类别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１ 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研究 研究报告 岳勇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２
新形势下增强巡察工作发现问题能力

研究
研究报告 廖华雄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３
绵阳李白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我国“一带一

路”战略对接运用及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毛晓红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４
绵阳构建军民融合金融服务体系的现状

分析与对策建议
研究报告 党海燕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５
习近平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来绵学习考察沼气
研究

研究报告

市委宣传部、

市委党研室、

市社科联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６ ５·１２特大地震纪念馆大数据研究 研究报告

５·１２汶川特大地震
纪念馆管理中心、

绵阳师范学院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Ｄ００７ “两弹一星”梓潼历程 书稿 冯松 重点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１
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加强绵阳新型

社科智库建设
研究报告 任冬林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２
大学生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培养状况研

究———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
研究报告 向文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３ 绵阳市军转民项目ＰＰＰ融资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 胥兴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

入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研究报告 孙炜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５ 绵阳地区羌族民间文献的数字化保护
绵阳地区

羌族民间

文献数据库

阮莉萍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６ 人工智能引发的著作权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王鑫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７
军民融合政策制度体系及对绵阳发展契

机分析
研究报告 孙壮珍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８
绵阳市托管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成因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赵四学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０９
藏彝走廊地区美丽乡村微活化有机更新

研究———以绵阳市为例
研究报告 刘冲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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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类别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０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村基层党组织在乡

风文明培育中的作用研究———以平武县

大桥镇为例

研究报告 唐静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１
绵阳市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方式与途径

研究
研究报告 李燕琼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２
全域旅游视角下北川羌族茶文化旅游开

发研究
研究报告 邹勇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３ 康巴藏族民间舞蹈口述史 书稿 扎西江措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４
“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北川羌族民歌的

文化传承与文化产业特色化研究
研究报告 杨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５
红色纪念场馆教育功能发挥研究———以

四川省为例
研究报告 王德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６ 新时代抗震救灾文化理论和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韩晓娟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７
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基层党建创新机制

研究
研究报告 冯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８ 绵阳市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构建研究 研究报告 潘祥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１９ 绵阳加快建设西部经济强市研究 研究报告 陈杰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０ 北川地方传统手工艺设计基础研究 研究报告 丁文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１
绵阳市“交通大会战”实施现状及对策

研究
研究报告 熊丹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西部丘陵地区田园

综合体建设研究———以绵阳市为例
研究报告 黄静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３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创新型实践基地建设

研究———基于企业综合模拟仿真实训平

台与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联动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李攀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４
区域民族文化融入幼儿园音乐教师培养

的研究与实践———以绵阳市平武地方白

马藏族文化为例

研究报告 李靖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５
“精准扶贫”背景下县域农村幼儿园儿ｔ戏
剧教育活动现状及对策研究一一以绵阳

市县域农村幼儿园为例

研究报告 余淼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６
健康中国背景下养老机构老年人轻度认

知功能障碍现状及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吴学华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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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７
绵阳市主域区养老机构居住满意度及相

关因素研究
研究报告 姜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８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持续发展型退休社

区模式（ＣＤＲＣ）研究———基于 ＣＣＲＣ与
ＡＡＲＣ养老社区

研究报告 吕小凤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２９
以英语教学中本土文化的融入推动城市

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以绵阳市为例
研究报告 羊嫒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０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绵阳市“互联网 ＋精准
扶贫”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陈婷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１
挖掘绵阳文学旅游资源打造绵阳城市新

名片研究
研究报告 张瑞娟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２
绵阳市社区基层治理实践探索———以游

仙区社区样本为基础
研究报告 毕晓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３ 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王义宝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４
５·１２地震十周年北川羌族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成效的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 刘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５
绵阳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与

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雍开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６
绵阳重塑新时代优秀答卷人“红色殿堂”

新格局研究
研究报告 朱云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７
绵阳乡村文旅融合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研究
研究报告 刘奇志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８
绵阳服务业全面创新改革存在的问题与

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敬行伟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３９
加快绵阳市安州区全域旅游发展的对策

思考
研究报告 杨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０
绵阳综改区的实践对偏远丘区乡村振兴

发展的启示
研究报告 林劲松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１ 绵阳营造与弘扬企业家精神的思考 研究报告 王显强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２ 绵阳市提升党的思想建设质量调研 研究报告 蒋之亮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３
绵阳农村“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调查

与思考
研究报告 邹滢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４ 加快科技城集中发展区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康丹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５ 绵阳建设西部改革高地路径与措施研究 研究报告 金鹏 一般项目

１２



部门文件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类别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６ 推
!

绵阳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 研究报告 谢详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７ 绵阳工业发展历史的经验与启示 研究报告 敬东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８
５·１２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对扶贫攻坚与
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与借鉴

研究报告 吴锋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４９ 绵阳军民融合发展历程与经验启示 研究报告 陈勇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０ 新时代人民政协工作研究 研究报告 梁茂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１
科学定位市县乡医疗机构服务功能，推动

我市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建设健康

绵阳

研究报告 何承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市县乡村四级联

动”村镇规划管理工作机制研究
研究报告 张洪宇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３
借普惠金融东风谱写科技金融发展新

篇章
研究报告 熊仪江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４ 绵阳市供给侧改革结构性研究 研究报告 廖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５ 丘陵旱山区脱贫攻坚的探索与实践 研究报告 丁家洪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６ 绵阳人防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探索研究 研究报告 王发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７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应急风险沟通需

求和能力调查
研究报告 刘世安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８
心身融合服务新模式在综合医院的效果

评价研究
研究报告 金敏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５９
绵阳市内开展急救知识公众分层培训的

应用研究
研究报告 沈雪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０ 欧阳修诗传 书稿 刘文传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１ 《孙桐生生平记事》与绵州古代先贤初探 研究报告 钱成国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２
通过农村宅基地腾退试点及推广，实现域

乡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研究
研究报告 李国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３ 从税收视角透析我市经济发展现状 研究报告 阎翔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４
绵阳市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面临的问

题与对策研究
研究报告 张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５ 城市智慧停车的实施路径和研究 研究报告 朱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６
论打造丰谷特色古镇的历史文化及丰厚

的建设条件
研究报告 汤毓良 一般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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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７
绵阳市培育发展生物基材料产业集群助

推西部经济强市建设研究
研究报告 张设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８
绵阳市政府数据统一集聚和开放共享

研究
研究报告 唐敏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６９ 绵阳市城市雕塑规划研究 研究报告 余海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０ 构建科学化用人用编机制的实践与思考 研究报告 魏有良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１
绵阳市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的探索

与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王琪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２
“健康中国战略”下绵阳县级医院专科护

士使用现状调查研究及应对策略
研究报告 李梦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３
以医联体为载体构建区域性新生儿诊疗

护理中心模式探讨
研究报告 巩清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４
游仙区笑蓉溪水环境治理和生态旅游发

展研究
研究报告 蒋辉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５ 美丽游仙全域旅游丛书之四：《游仙歌谣》 书稿 岳中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６ 美丽游仙全域旅游丛书之一：《游仙民俗》 书稿 严显勇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７ 游仙区文化旅游品牌打造研究 研究报告 姜曦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８
乡村振兴背景下建立闲置资源流转服务

平台的实践与探索———以游仙区太平镇

为例

研究报告 尤强林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７９
民参军企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基

于游仙区 ４０户民参军企业的实地调研
分析

研究报告 敬谢林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０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化形象

化具体化生活化研究———以游仙区为例
书稿 李启华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１
通过“成长储蓄活动”建立家园共同体，促

!

幼儿良好品格的养成研究
研究报告 张金梅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２ 李白故里与游踪地文化产业发屐研究 研究报告 刘术云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３
当前农村作物秸秆处理存在的问题与对

策———以江油农村作物秸秆处理调研

为例

研究报告 安正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４
新时代绵阳制造面临的问题及出路探

究———以江油制造业发展为例
研究报告 王元君 一般项目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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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５
农村老龄党员现状调查及队伍建设思

考———以江油市农村老龄党员调研情况

为例

研究报告 王良秋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６
绵阳主城区义务教育学校供不应求矛盾

及其化解探析
研究报告 于志龙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７ 宜居江油建设相关问题研究 研究报告 李代兵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８ 新时代乡风文明建设的思考 研究报告 曾仁友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８９
率先推进“三台县东部乡村振兴战略试验

区”建设的调查研究
研究报告 康文兴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０
建设“党群红色家园”引领农村基层治理

现代化的探索与研究
研究报告 祝海波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１
加快农村经济组织会计服务中心建设促

推合作经济组织“三位一体”改革发展

研究

研究报告 王乐正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２ 千佛山战役历史与现实的研究 研究报告 胡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３
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矛盾化解机制

探析
研究报告 梁胜朝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４ 从“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文化自信 研究报告 刘文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５ 梓潼区域品牌打造研究 研究报告 刘睿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６
拳拳赤子心殷殷两弹情———曾在两弹城

工作院士集
书稿 贾鲁蓉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７
创新“智能政务”提升行政效能———盐亭

县深化“放管服”改革
!

一步转变政府职

能的调查与思考

研究报告 汪钦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８
在联系服务中强化对农民的思想教

育———以盐亭县望江村为例
研究报告 李琴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０９９
创新特邀监察员工作制度，更好发恽基层

特邀监察员职能作用
研究报告 何小斌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０
以生态扶贫为契机探寻贫困山区乡村振

兴之路———以平武县关坝村为例
研究报告 龙文萍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１
文旅融合、以文化产业促进平武旅游产业

发展的思考与建议
研究报告 高小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２ 禹训研究 研究报告 王培芳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３ 震后十年北川干部心理重建状况研究 研究报告 张丽君 一般项目

４２



部门文件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类别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４
构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研究———以

北川为例
研究报告 汪建军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５
山区贫困村如何实现由脱贫到乡村振兴

的飞跃———以北川县擂鼓镇五星村为例
研究报告 杨汉德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６ 北川羌族史简明读本 书稿 刘平安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ＹＢ１０７ 北川新县城建设志 书稿 张明良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１ 绵阳红色文化故事读本 书稿 毛若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２ 绵阳市中小学生法治教育教学手册 书稿 程皓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３ 绵阳地方中医药文化简明读本 书稿 商碧辉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４ 心理健康手册 书稿 任奕瑾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５ 历代诗人咏绵阳 书稿 冯小平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６ 文昌文化普及读本 书稿 梁军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ＫＰ００７ 平武报恩寺 书稿 向远模
科普读物

一般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１
探寻在新煤体领域下传统煤体的突围之

路———以绵阳电台《最美乡村评选活动》

为例

研究报告 谢竟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２
多科性大学学生音乐素养培养策略研

究———以西南科技大学为例
研究报告 王巍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３
乡村振兴战略的文化建设研究———以绵

阳市为例
研究报告 谢雪梅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４
绵阳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绩效评

估体系研究
研究报告 赵坤阳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５
绵阳地区高职高专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

理创新研究
研究报告 韩文涛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６ 绵阳市幸福城市建设策略研究 研究报告 何苗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７
绵阳在校大学生网贷现状分析与应对

措施
研究报告 何松

自筹经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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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成果形式
项目负责人

（单位）
项目类别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８
英汉语“时间是空间”隐喻的投射发生机

制及认知模型
研究报告 陈辰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０９
探究高中地理核心素养———巧用思维导

图提升学生地理综合思维能力的应用

研究

研究报告 杨辉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０
新高考背景下基于绵阳实践的学校生涯

规划教育有效模式研究
研究报告 谭世贵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１ 从苏易简《续翰林志》看宋代的崇文尚士 研究报告

市欧阳修文化

研究会、四川苏易简

文化发展与研究

中心主任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２
基于绵阳市乡村旅游产业的共享经济发

展模式及路径研究
研究报告 范永康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３
基于君子文化特色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促

进学校内涵式发展的研究
研究报告 贾?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４
新时期基层干部队伍激励机制研究———

基于游仙区基层干部激励经验的推广与

思考

研究报告 敬兴国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５
古风新绎菜根谭———新时代基层干部修

身读本
书稿 陈莉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６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的思考
研究报告 易成利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７
农家肥（资源）循环利用的思考和建

议———以游仙区为例
研究报告 汪国芳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８
江油李白———李白的人文性与当代价值

初探
书稿 赵斌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１９
改革开放４０周年李白纪念馆建设取得的
成就和经验

研究报告 左彩龙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２０
中小学生研学实践基地文化自信教育的

途径研究
书稿 薛国兵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２１
绵阳市农村厕所革命的困惑与对策建

议———以平武县为例
研究报告 何春兰

自筹经费

项目

ＭＹ２０１８ＺＣ０２２ 北川羌族志 书稿 黄宪礼
自筹经费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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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食品药品监管法治建设重点

工作安排的通知

绵食药监〔２０１８〕８９号

市局各直属单位，机关各科室：

现将《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２０１８年食品药品监管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安排》印发你们，

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５日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食品药品监管法治建设重点工作安排

　　２０１８年，全市食品药品监管系统法治政府建设

的总体思路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以推进落实

《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为核心，

按照市委市政府、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决策部

署，严防、严管、严控食品药品安全风险，为奋力打造

食品药品安全市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一、依法履行食品药品安全监管职责

１．持续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
不合法、不合理的行政审批环节以及为规避责任要

求办事群众提供的各种证明，建立并公布食品药品

证明事项保留清单。推进行政许可标准化建设，年

内实现除行政许可外的政务服务事项３０％以上“一

次办结”。实行“互联网＋政务服务”，切实提高政务

服务质量与实效，着力强化政务服务的便民性。厘

清职责、明确标准，加强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

（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业务科室、人事

科）

２．深入推进和完善食品药品监管权责清

单制度。积极推进权责清单标准化、规范化建设，

促进“两单合一”。根据行政职权的新增、取消和下

放等情况及时对权责清单进行完善，加强动态管理。

（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业务科室、稽查

支队）

３．加强食品药品安全失信惩戒建设。严
格落实食品药品违法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提高食

品药品违法惩戒力度，加大食品药品违法行为成本。

严格落实《四川省食品药品安全严重违法失信者惩

戒暂行管理办法》，按规定将违法行为在食品药品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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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部门门户网站、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以及“信用

四川”等进行公示，并通过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

地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等向参与失信联合惩戒的部

门提供，促进食品药品生产经营者诚信自律、依法生

产经营。建立健全政务失信记录机制和追究问责制

度，将公务员的政务失信行为记入信用记录。（牵头

部门：稽查支队、机关纪委，责任部门：相关业务科

室、法规科）

二、夯实食品药品监管制度

４．加强制度建设。出台行政执法公示规定、
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

审核制度和食品药品公平竞争审查等制度，完善食

品药品监管事权划分，推行重点食品安全全程追溯

制度、食品药品安全信用档案管理制度，进一步夯实

食品药品监管基础。（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

食品生产科、综合科、稽查支队）

三、推进依法决策

５．严格执行行政决策程序。严格落实《四
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公众参与、专家论证、

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五大决定”

程序执行到位。（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各科

室、各直属单位）

６．加强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严格执行
《四川省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完善规范性文

件制定程序，落实合法性审查、公平竞争审查、集体

讨论决定等制度，实行规范性文件统一登记、统一编

号、统一印发制度，市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原则上以

公告形式予以发布，并按照“谁制定谁解读”的原则，

在提交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时，一并提交政策解读

文件。（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各科室、直属

单位）

７．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建设。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

和公职律师制度的意见》（中办发
"

２０１６
#

３０号），

建立并探索实施公职律师制度。规范法律顾问工作

程序，出台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真正发挥法律顾问在

推进依法行政、法治政府建设中的参谋助手作用。

（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各科室、直属单位）

四、强化行政执法监督

８．开展执法监督检查。以餐饮店、食杂店、

药店及学校食堂的主体责任落实状况和行政处罚案

件查处情况为检查重点，开展好２０１８年度执法监督

检查。以执法主体、调查取证、裁量标准适用、案卷

归档等内容为评查重点，开展好行政处罚案件评查。

强化依法行政和执法规范，防范和惩治失职渎职的

责任制和问责制，提升行政执法效能，增强行政执法

效果。（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稽查支队、机

关纪委、相关业务科室）

９．深入推动食品药品安全两法衔接制度。

切实贯彻食品药品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联席会

议等工作制度，规范移送程序，落实移送责任，充分

发挥驻局检察室的作用，协调解决食品药品行政执

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中存在的问题。（牵头部门：法规

科，责任部门：稽查支队、综合科）

五、依法化解食品药品安全矛盾纠纷

１０．完善行政复议机制。健全完善行政复议

办案规则，完善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充分发挥法

律顾问在复议案件审理中的积极作用，全面提升复

议办案水平，行政复议决定被撤销、确认违法控制在

１０％以内。加强行政复议建议工作，完善行政复议对

县市（区）城局的绩效目标考核方式。（牵头部门：法

规科，责任部门：相关业务科室、稽查支队）

１１．依法履行行政应诉职责。严格落实行

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支持人民法院受理和审理

案件，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真办理司法建议。

（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相关业务科室、稽查

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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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健全推进机制

１２．压实压紧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
严格落实《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

单》，明确年度法治建设任务及进度安排，紧扣抓住

领导干部关键少数，推进法治建设职责落实，切实履

行法治政府建设报告制度。（牵头部门：法规科，责

任部门：相关业务科室、直属单位）

１３．抓好法治宣传教育。严格按照市局
《２０１８年度机关学法活动方案》，开展机关干部学法

活动。以宪法（修正案）、公益诉讼解读为主题，举办

两次专题法治讲座。组织开展药品安全法律知识竞

赛，深入开展以案释法活动，建立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者队伍，扎实推进“法律七进”，深入学习宣传食品药

品监管法律法规，进一步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共建共

治共享。（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科宣科、相

关业务科室、直属单位）

１４．推进示范创建。以江油创建“法治示范
基地”为契机，开展基层食品药品法治部门建设示范

典型培育。进一步加大依法行政、法治部门建设宣

传力度，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广泛宣传法治部门建设

目标、工作部署、先进经验、典型做法，正确引导舆

论、凝聚社会共识，推动依法行政、法治政府部门理

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牵头部门：法规科，责任部门：

相关业务科室、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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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印发《绵阳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

集中整治实施方案》的通知

绵食药监〔２０１８〕９４号

各县市区、园区、科学城食药监局（食药工质局），市局直属单位，机关相关科室：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药品监管“四个最严”的要求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加强中药材市场监管

的指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药饮片质量监管，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开展全省中药饮

片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川食药监办〔２０１８〕１４０号）的要求，结合我市２０１８年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和防

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重点，制定了《绵阳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请遵照执行。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

绵阳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案

　　为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药品监管“四个

最严”的要求和省政府主要领导关于加强中药材市

场监管的指示，进一步加强我市中药饮片质量监

管，根据四川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关于

开展全省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集中整治的通知》（川

食药监办〔２０１８〕１４０号）的要求，结合我市２０１８年

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和防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重点，

制定了《绵阳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集中整治实施方

案》。

一、整治目标

通过专项整治，进一步保证中药饮片质量，防

范化解药品安全风险。整治工作紧紧围绕和盯住

问题企业、问题品种、问题地区，严肃查处和整治中

药饮片生产流通环节的突出问题和违法违规行为，

着力规范和提高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企业的生产经

营行为和质量保证水平，进一步保障公众用药安

全，助推产业健康发展。

二、整治内容

此次整治实行中药饮片生产经营使用领域全

覆盖，重点整治中药饮片生产、流通环节。强化对

城乡接合部和农村地区药店诊所中药饮片购销渠

道整治。各地要结合地方实际，明确整治范围。

（一）生产环节整治重点

１．２０１７年以来，各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抽检公

告出现不合格中药饮片、日常监管发现存在违法违

规生产行为、近两年被国家局或省局飞行检查的

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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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在生产过程中，染色增重、掺杂使假。

３．在未经批准场地生产中药饮片，外购中药饮

片中间产品或成品进行分包装、改换包装标签。

４．购进中药材和出厂中药饮片没有按照法定标

准进行检验。

５．批生产记录、批检验记录不完整，数据不

真实。

（二）流通环节整治重点

１．从非法渠道购进中药饮片并进行销售。

２．购销假劣中药饮片。

３．非法分装中药饮片。

４．购销中药饮片未索取或开具发票（含应税劳

务清单）及随货同行单，或虽有发票等票据，但相关

信息（单位、品名、规格、批号、金额、付款流向等）与

实际不符。

５．未按照要求储存、养护中药饮片。

三、工作步骤

（一）重点检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４月至５月

中旬）

市局配合省局，针对问题企业和问题品种，加

大飞行检查和稽查办案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生

产经营的企业和个人，迅速形成严查严管的高压态

势。对从事违法生产经营活动的企业，收回或撤销

ＧＭＰ、ＧＳＰ证书，并立案调查依法处罚，直至吊销药

品生产、经营许可证；对涉事医疗机构依法严肃查

处并通报同级卫生计生部门；涉嫌犯罪的，移送公

安机关；对涉事企业法定代表人和负责人依法纳入

“黑名单”管理，采取行业禁入、记入诚信档案等联

合惩戒措施；按照总局和公安部联合印发的《关于

加大食品药品安全执法力度严格落实食品药品违

法行为处罚到人的规定》，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责任。

（二）企业自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４月 －５月

中旬）

中药饮片生产和批发企业对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以来的中药饮片生产、购进、销售行为进行自查，要

求企业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形成自查整改

报告，对自查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中药饮片，涉及

企业应按照《药品召回管理办法》主动召回。自查

整改报告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前报送辖区县市区城

局并抄报市局（中药饮片生产企业自查整改报告报

送市局药化生产科，中药饮片批发企业自查整改报

告同药品购销渠道专项整治报告一并报送市局药

化市场科）。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须在报告书

上签字，加盖公章，并对报告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整

改情况作出承诺。

中药饮片零售企业和使用单位对２０１７年１月

１日以来的中药饮片购进、销售、使用行为进行自

查，对存在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形成自查整改报

告，于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前报辖区县市区、园区、科

学城食药监部门，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须在报

告书上签字（加盖公章），并对报告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整改情况作出承诺。

（三）核查督查阶段（２０１８年５月下旬－

６月下旬）
各地要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严肃处理、彻底整

改；将风险高、问题多的企业和品种逐一列出，制定

处理措施和办法；采用“双随机双检查一公开一回

访”的方法加强对重点企业的飞行检查和稽查办

案，追根溯源，一查到底。对企业的自查整改情况

和核查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报告于２０１８年６月

２５日前上报市局市场科。市局安排局领导带队对

各地整治情况进行督查，对自查不认真、整改不到

位的企业将依法严厉查处。

四、组织保障

为加强集中整治工作的领导，提高监管的系统

性和整体性，市局成立全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集中

整治领导小组，李勇局长担任组长，庞海鹰、王军副

局长担任副组长，药化市场科、药化生产科、政策法

规科、稽查支队、食品药品检查所负责人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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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负责研判全市中药饮片质量安全形

势，梳理查找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风险；综合抽检、检

查、投诉举报、稽查等信息，确定重点企业和品种的

处置措施；磋商协调集中整治工作的重大问题，研

究确定重大案件的联合督办事宜；督促有序开展集

中整治工作，通报工作开展情况，交流信息；研究讨

论集中整治工作中遇到的法律、政策问题。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

设在药化市场科，由庞海鹰、王军副局长按责任分

工负责整治工作的统一安排部署。各成员单位必

须确定一名联络人员，负责日常的沟通联络工作。

五、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本次集中整治是为落

实“四个最严”要求、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维护

四川中医药大省声誉，针对当前中药饮片生产经营

使用环节突出问题进行的专项行动，务必高度重

视，精心组织，确保集中整治活动顺利实施。对已

知或已经有苗头性倾向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带有潜

规则性质的系统性、区域性风险，必须敢担当、能作

为，下狠手出重拳，以严查重处的铁腕手段震慑非

法生产经营者，消除中药饮片质量安全隐患。

（二）严查违法行为。对检查发现的问题，

不能满足于罚款了事，一定要追根溯源，开展上下

游延伸检查。凡是检验不合格的中药饮片，一定要

追查到底，直至追到生产源头。凡是哪个环节追查

不下去的，就重处哪个环节的企业。凡是哪个监管

机构没有追下去，就通报批评哪个监管机构。对从

事违法行为的单位，既要处罚单位，还要处罚相关

责任人，追责、追刑到个人。

（三）加强组织领导。结合本地实际，明确

整治目标和范围，突出整治重点，严密组织实施；及

时分析汇总企业自查整改情况，统一组织力量，有

针对性、有重点地实施监督检查；严明工作纪律，建

立健全责任落实机制，用纪律的刚性约束责任，确

保政令畅通，不打折扣。市局要将此次集中整治开

展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四）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中药饮片质量

安全集中整治的宣传，督促企业进一步落实主体责

任，引导公众正确选择中药饮片。鼓励公众对生产

经营企业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引导社会各界积极

参与，努力构建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担责任、

共同保障、共建共享的安全治理格局。

（五）注重沟通协调。按时报送集中整治情

况，重大案件事件及时上报；要加强与同级卫生计

生部门的沟通与配合，及时通报涉事医疗机构情况。

市场科联系人：王瑶，电话：２５７４８３１

邮箱：５１５９７９７８６＠ｑｑ．ｃｏｍ

药化生产科联系人：王庆，电话：２５４６５４２

邮箱：６２７５２０７０２＠ｑｑ．ｃｏｍ

绵阳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２０１８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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