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构建和谐团队
凝聚发展合力

“以人才为基础、以党建为
引领、以聚力为要义，多措并举
凝聚事业发展合力。”近年来，该
所坚持把党建和业务有机结合
起来，立足计量检测职能，创建

“六化”工作法，强化“计量+N”
工作思路，打造“党建引领、精准
计量”特色品牌，用品牌标准提
升工作质量，用品牌意识提升服
务水平，用品牌效应树立机构形
象，不断提升计量所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

人才支撑有力。该所现有
人员 123 人，其中技术人员 96
人、在职党员46人（含借调“双招
双引”1人、“第一书记”1人），高
级职称以上16人、中级职称40
人、注册计量师36人，博士1人、
硕士20人、本科64人，聘任国内
外高级顾问专家28名，构建起来
了一支以博士、高级职称人员为
骨干，以硕士、中级职称为支撑，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基础的专
业化人才梯队。

坚持党建引领。守初心，担
使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计量事
业发展。在战略布局、发展愿景
方面，支部班子发挥“头雁”作
用，观大事谋大局，引领前进方

向。在技术骨干、中坚力量方
面，党员担任中层领导，带领职
工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凝心
聚力、群团建设方面，党建带群
建，创新活动载体，发挥桥梁纽
带作用。在重大任务、检测一线
方面，青年党员“学思践悟”，敢
于担当奉献，敢于冲锋在前。支
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六化”工作法。即“支部建
设规范化、思想教育常态化、党
员作用显性化、人才能力专业
化、技术服务优质化、公益服务
精准化”。通过抓思想教育、能
力提升、技术服务、选树典型、社
会公益等方面，实现党建工作和
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相促相长，
努力打造过硬党支部，为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计量技术支撑。

打造“计量+N”特色品牌。
着眼打造团结奋进的队伍，着力
提升机构检测能力，提高人员技
术水平，提供优质高效检测服
务。

“计量+标准”，夯实党建基
础：党建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思
想教育常态化、深入化，持续推
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

“计量+公益”，发挥职能优
势：组织开展“双报到”、“计量工
作进社区”等活动，为群众免费

检测血压计、人体秤、红外测温
仪等家用计量器具；精心打造全
市首家“计量文化展厅”，定期对
外开放，科普计量知识。

“计量+文化”，凝聚奋进力
量：不断创新活动载体，组织丰
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凝聚人心、
鼓舞士气，建设一支团结奋进、
朝气蓬勃的队伍。

“计量+联盟”，协同创新发
展：加入莱山区“红心志愿服务
联盟”，为社区提供志愿服务；支
部与烟台大学核学院学生党支
部、临沂阳光热力公司党委结对
共建；牵头成立国家核电核岛装
备产业计量测试联盟、山东省核
学会计量与检测技术专委会；与
恩德斯豪斯（中国）自动化有限
公司成立联合实验室、与天津大
学联合成立“复杂网络与智能系
统实验室”。

“计量+平台”，优质高效服
务：搭建综合性、高质量的计量
技术服务平台，形成“芝罘、莱
山、开发区”三足鼎立的院区布
局，构建“立足胶东、面向山东、
辐射全国”的服务网络。

奋力开拓进取
打造检测高地

筑牢大基础，服务大发展。
“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服务企
业、服务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发展
壮大，构筑起保障经济社会发展
的计量长城。”该所负责人如是
说。

烟台市计量所成立于1951
年11月，隶属于烟台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是市级国家法定计量技
术机构。近七十载励精图治、奋
力前行，已经形成“一院、一站、
一室、一中心（一个二级事业单
位、三个国家号实验室）”的发展
格局，傲然屹立于胶东半岛，成
为芝罘湾畔一颗璀璨的计量检
测明珠。

“一院”是指烟台汇核计量
测试研究院，成立于 2020 年 5
月，是烟台市计量所在烟台开发
区依法设立的二级事业单位，致
力于为产业发展提供高技术、高
质量的计量校准、测试服务。

“一站”是指国家蒸汽流量
计量站，成立于1989年8月，行
政工作受烟台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领导，业务工作受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领导，是国内最先采
用蒸汽实流标定的国家级专业
计量站，是国内蒸汽流量计量的
金字招牌。

“一室”是指国家蒸汽流量
计型式评价实验室，2017年 12
月获得原国家质检总局授权，可
面向全国开展涡街流量计和差
压式流量计的型式评价工作。

“一中心”是指国家核电核
岛装备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筹），
2018年10月获得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批筹。2019年12月签
署合作框架协议，与开发区管
委、哈尔滨工程大学烟台研究
（生）院三方共建。2020年9月
正式落户烟台开发区八角湾国
际人才港中央创新区。

烟台市计量所培育的“一

院、一站、一室、一中心”，内部组
织是一套人马，对外服务是四块
牌子，人员统筹使用，业务交叉
进行，构成了烟台市计量所快速
发展的动力引擎。

基础设施完备。在烟台市
莱山区、芝罘区、开发区分设四
个院区，实验室总面积近2万平
方米，形成三区四基地的服务格
局。

仪器设备齐全。拥有几何
量、热工、力学、电磁、无线电、时
间频率、声学、光学、化学和电离
辐射十大计量专业领域的设备
仪器660台套，一大批专业设备
在国内处于一流水平，为高端计
量能力提升夯实基础。

技术能力先进。建立社会
公用计量标准253项，通过国家
认可委实验室认可项目412项，
可开展检定/校准项目370项，定
量包装商品净含量检验项目5
项，计量产品型式评价项目 2
项。计量标准和实验室认可项
目总量，走在全省前列。

科研实力雄厚。承担多项
省部级科研项目，其中荣获中国
计量测试学会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1项，山东省计量测试学会
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
奖2项。截至目前，已在国内外
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篇，申
报国家专利8项，获得软件著作
权 5 项，参与起草国际标准
ISO5167-5及国家检定规程各
1项。

服务领域宽广。业务范围
涉及科学技术、工农业生产、贸
易结算、环境保护、医疗卫生、节
能降耗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
既担负着为政府计量行政执法
提供技术保障的重任，又为社会
经济的发展提供计量检定/校准/
检测服务。以“一站、一室、一中
心”为代表的三个国字号实验室
更是致力于面向全国提供全产
业链、全溯源链和全寿命周期的
计量测试服务。

业内广泛认可。烟台市计
量所的发展得到了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山东省市场监管
局、烟台市委市政府等各级领导
的大力支持、认可和肯定，先后
荣获国家总局“法定计量检定机
构先进单位”，山东省局“十佳规
范化实验室”、“十佳文明窗口”，
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科学技术进
步奖”，烟台市文明单位，山东省
文明单位等荣誉称号。

计量精准施策
助力经济发展

“保证量值准确可靠、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是计量技术机构
的核心价值。”该所负责人对计
量服务定位清晰明了，“当前市
场在加快转型，企业要提质增
效，等企业上门已是过去式。作
为技术机构，必须走进企业、走
进市场，帮助他们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对症下药。”该所以企业
需求为导向，采取“主动上门、解
决纠纷、攻克难题”等方式，有针
对性地开展计量精准服务，提供
精确测量数据，充分发挥计量的

基础支撑和引领作用。
落实疫情防控决策部署，打

好测温仪器计量检测战。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该所第一时间
深入一线检测，从大年初二开
始，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市区18处
疫情防控一线现场检测，成为全
省动作最快、质量最好、覆盖面
最广的地市级机构。开通绿色
通道，抽调20余名青年技术人员
组成计量校准值班组，采取“三
班倒”模式，24小时受理疫情防
控测温仪器检测业务，保证随到
随检。驰援威海检测，在设备、
人手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加班加
点，持续奋战，保证威海局送检
设备随到随检，威海局送来情谊
浓浓的感谢信。免费计量校准
红外热像仪，主动对接开发区艾
睿光电公司，一周时间内，高效
完成该公司生产和销售的48台
红外热像仪校准工作，为提高产
品质量和疫情防护，提供及时有
效的技术支撑。截至目前，共免
费计量校准红外测温设备8329
台件，主动承担起计量人的责任
和担当。

精准施策进企业，精准计量
助发展。“做企业最好的朋友”是
烟台市计量所的服务宗旨。近
日，该所为万华集团提供周到细
致的现场检测服务就是对这一
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万华集
团停产检修期间，针对企业“快、
准、稳”的个性化计量检测需求，
组建由领导班子成员牵头、近20
名技术骨干为主力的万华计量
检测攻坚专班。为了赶工期、抢
进度，全周实行“5+2”工作模式，
不舍昼夜、不分周末，成为与时
间赛跑的人。检测过程中，技术
人员克服一切不利因素，辗转园
区，忙于奔波，现场施工中他们
毅然前行，高温酷热下他们挥汗
如雨，高架悬空中他们步履坚
定。无论现场环境多么复杂，他
们都用“精心、精细、精准、精益
求精”的专业精神，认真检校每
一个计量器具，确保量值准确可
靠。一个月时间内，现场检定/
校准计量器具1320台件，助力
企业高质量发展，为企业提质增
效发挥技术支撑作用。

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
放眼量。面向未来，烟台市计量
所坚持以“做中国最好的计量、
做企业最好的朋友”为发展愿
景，恪守“以客户为本”的服务宗
旨，持续打造务实团结的管理团
队、灵活稳定的经营团队、潜精
研思的科研团队，努力建设“立
足胶东、辐射全国”的计量检测
高地，全力推进产业计量测试服
务体系建设，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和国家计量事业进步作出
应有贡献。 （刘云利 黄晨）

凝聚合力强基础 砥砺前行促发展
——烟台市计量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纪实

11月月2626日日，，许文达同志在汽车西站疫情防控现场开展测温设备检测许文达同志在汽车西站疫情防控现场开展测温设备检测

计量惠民

前言：不忘初心，奋力前行。烟台市计量所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做中国最好的
计量、做企业最好的朋友”为战略愿景，以“构建和谐团队、
创建一流机构”为发展目标，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主动融入
新旧动能转换和“质量强市”战略布局，服务百姓生活，服
务企业发展，服务节能减排，做百姓的守护者，做企业的铺
路石，做绿水青山的防火墙，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
上开拓创新、砥砺前行。

烟台市市场监管局2020年“强监管 优服务 提质量 保安全”工作巡礼之五

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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