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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下达2021年度质量强省奖补 

专项资金的通知 

 

各有关设区市、县（市）财政局，省有关单位： 

为激励企业创新，促进转型升级，加快推进我省质量强省建

设，现将 2021 年度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下达给你们，列 2021

年“2150899 其他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政府收支分类

科目，专项用于对 2020 年相关企业（组织）质量管理、标准化、

计量工作奖励，以及广告业发展奖补（详见附件）。 

请各地按《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苏财

规〔2020〕21 号）要求，严格加强资金监管，及时将奖补资金

拨付至相关企业（组织），确保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截留、挪

加  急 

 

 

江 苏 省 财 政 厅 文 件 

苏财行〔2021〕72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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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附件：1．2021年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分配汇总表 

      2．质量管理奖励分配明细表 

      3．标准化奖励分配明细表 

      4．计量工作奖励和广告业发展奖补分配明细表 

      5．2021年度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绩效目标

表 

 

 

 

江苏省财政厅 

2021年9月23日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1年9月23日印发 
 



附件1

金额单位：万元

全省合计 6100 2130 3490 50 430

地方小计 5320 2120 2720 50 430

南京市 990 330 630 30

无锡市 450 140 280 30

江阴市 330 120 210

宜兴市 220 50 170

徐州市 270 50 30 50 140

丰县 10 10

邳州市 70 50 20

睢宁县 20 20

常州市 420 180 180 60

溧阳市 30 30

苏州市 150 60 90

太仓市 10 10

昆山市 350 110 240

常熟市 20 20

张家港市 10 10

南通市 190 110 80

海安市 110 30 80

如皋市 20 20

连云港市 220 140 50 30

东海县 20 20

淮安市 80 20 60

盱眙县 10 10

金湖县 20 20

盐城市 60 20 10 30

2021年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分配汇总表

质量管理奖励合计地区（单位） 标准化奖励
计量工作奖

励
广告业发展奖

补



质量管理奖励合计地区（单位） 标准化奖励
计量工作奖

励
广告业发展奖

补

响水县 20 20

阜宁县 20 20

扬州市 220 70 120 30

宝应县 20 20

高邮市 40 40

镇江市 80 10 40 30

扬中市 10 10

丹阳市 180 120 60

泰州市 230 60 120 50

泰兴市 190 60 130

靖江市 20 20

宿迁市 70 40 30

泗阳县 10 10

泗洪县 130 110 20

省级小计 780 10 770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10 10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
验研究院

20 20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20 20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
（江苏省信息中心）

20 20

江苏省药学会 10 10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40 40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50 50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

40 40

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 20 20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20 20

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研究院

90 90

江苏大学 50 50



质量管理奖励合计地区（单位） 标准化奖励
计量工作奖

励
广告业发展奖

补

江苏省测绘研究所 20 20

江苏省政府信访局 20 20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20 20

江苏省水利厅 40 40

江苏省淮沭新河管理处 20 20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业
发展中心

20 20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60 60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40 40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认证审评中心

20 20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20 20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 20 20

江苏省餐饮协会 10 10

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中
心

20 20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40 40

江苏省交通经济研究会 10 10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10 10



附件2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合    计 2130

1 南京市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2 南京市 苏交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3 南京市 中通服咨询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4 南京市 南京依维柯汽车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5 南京市 南京高速齿轮制造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6 南京市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 南京市 南京五洲制冷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 南京市 南京紫乐饮料工业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9 南京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华东油气
分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 南京市 中建五洲工程装备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1 南京市 美耐家具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2 南京市 南京泉峰汽车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3 南京市
江苏东大集成电路系统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4 南京市 南京奥视威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5 南京市 南京盾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6 南京市 南京南大光电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7 南京市 江苏凯泉泵业制造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8 南京市 南京蕾洛厨具工程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19 南京市 江苏金桐表面活性剂有限公司 整合管理体系认证 10

20 南京市 南京红太阳生物化学有限责任公司 整合管理体系认证 10

21 无锡市 无锡华光环保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22 无锡市 无锡宝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质量管理奖励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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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23 无锡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〇二研究
所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24 无锡市 雅迪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25 无锡市 无锡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26 江阴市 江阴天江药业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27 江阴市 江苏华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28 江阴市 江苏苏利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整合管理体系认证 10

29 宜兴市 灵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0 宜兴市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1 宜兴市 远东复合技术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2 宜兴市 江苏国能合金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33 宜兴市 中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34 徐州市 江苏华源节水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5 徐州市 徐州中矿大传动与自动化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6 徐州市 江苏宗申车业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7 徐州市
王民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董
事长）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20

38 丰县 江苏君乐宝乳业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39 邳州市 徐州金虎工具制造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40 邳州市 江苏黎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41 邳州市 江苏方大炭素化工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42 睢宁县 徐州天虹时代纺织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43 睢宁县 江苏星星冷链科技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44 常州市 新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45 常州市 常州方圆制药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46 常州市 新誉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47 常州市 光宝科技（常州）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48 常州市 江苏国茂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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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49 常州市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50 常州市 中天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51 常州市
扬子江药业集团江苏紫龙药业有限公
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52 常州市 常州制药厂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53 溧阳市
丁山华 （江苏上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
董事长）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10

54 溧阳市 江苏开磷瑞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55 溧阳市 江苏竹溪活性炭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56 苏州市 苏州电器科学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57 苏州市 江苏亨通电力特种导线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58 苏州市 江苏江南高纤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59 苏州市 苏州长风航空电子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0 太仓市 太仓港正和兴港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1 昆山市 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62 昆山市 利乐包装（昆山）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3 常熟市 苏州莱茵电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64 常熟市 波司登羽绒服装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5 张家港市 张家港市易华润东新材料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6 南通市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67 南通市 江苏省南通中学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68 海安市 江苏鹰球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69 海安市 南通双弘纺织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0 海安市 江苏鹏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1 连云港市 江苏核电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72 连云港市 正大天晴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3 连云港市 江苏奥神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4 连云港市 益海（连云港）粮油工业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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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75 连云港市 连云港杰瑞药业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76 淮安市 万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7 淮安市 江苏春江润田农化有限公司 整合管理体系认证 10

78 金湖县 江苏润仪仪表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79 金湖县 江苏华尔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80 盐城市 江苏长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1 盐城市 江苏华东砂轮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2 阜宁县 江苏黄河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3 阜宁县 江苏东方滤袋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84 扬州市 迈安德集团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85 扬州市 江苏杰威体育设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6 扬州市 江苏通宇钢管集团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87 扬州市 江苏亚威机床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88 扬州市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江苏油田
分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89 宝应县 江苏永一泵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90 宝应县 江苏金阳光科教设备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91 高邮市 宝德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92 高邮市 江苏华能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93 高邮市 星科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94 高邮市 兴泰照明集团有限公司 节能产品认证 10

95 镇江市 中船动力镇江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96 扬中市 江苏大全长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97 丹阳市 江苏天工工具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98 丹阳市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99 丹阳市 明月镜片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00 泰州市 江苏九洲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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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101 泰州市 江苏华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2 泰州市 江苏远东电机制造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3 泰州市 环球传动泰州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4 泰州市 五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5 泰州市 中裕软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6 泰兴市 泰兴金江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7 泰兴市 泰兴市九羊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08 泰兴市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109 泰兴市 江苏蓝电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10 靖江市 江苏靖江互感器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11 靖江市 江苏东华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12 宿迁市 江苏箭鹿毛纺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 30

113 宿迁市 江苏双星彩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14 泗阳县 泗阳群鑫电子有限公司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115 泗洪县 江苏双沟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省长质量奖 100

116 泗洪县 江苏斯迪克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信用AAA评级 10

117 省级 江苏省监狱管理局 能源管理体系认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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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合    计 3490

1 南京市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电力科学研究院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EC TR 63282 低压直流系统-标
准电压和电能质量要求评估

2 南京市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IEC TS 62910 并网光伏逆变器
低电压穿越测试规程

3 南京市 南京多特工具有限公司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ISO 2904 米制梯形螺纹-基本尺
寸

4 南京市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ISO 10119 碳纤维密度的测定

5 南京市
中石化南京化工研究院有
限公司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 38691-2020 石油炼制催化
剂比表面积测试方法(江北新区)

6 南京市
南京汇文新材料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 38596-2020 催化剂生产废
水中重金属含量的测定(江北新
区)

7 南京市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 39527-2020 实体面材产品
中钙、铝、硅元素含量的测定
化学分析法

8 南京市 南京农业大学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BD32/T3777-2020，规模化猪场
猪圆环病毒病防控技术规范

9 南京市 南京农业大学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78-2020,标准名称：
设施栽培物联网建设规范

10 南京市 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 新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0
T/JSFZXH 004-2020 功能性学生
校服通用技术要求和评价

11 南京市 江苏省新型墙体材料协会 新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0
T/JSXQX 006-2020 低导热系数
无机泡沫保温板

12 南京市
南京老山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

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20
国际标准化组织/食品技术委员
会/蜂产品分技术委员会

13 南京市 南瑞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20
承担国际标准化专业分技术委员
会IEC SC 8C秘书处工作

14 南京市 南京大学
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20
国际标准化组织水再利用技术委
员会/工业水回用分委会
（ISO/TC282/SC4)

15 南京市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物流仓储设备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

16 南京市 南京玻璃纤维研究设计院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碳纤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7 南京市
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
所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土壤质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标准化奖励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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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南京市
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国家级试点，试点项目名称：标
准化服务“一站式”培育试点

19 南京市
栖霞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
室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省级标准化试点：不见面审批服
务标准化试点

20 南京市
江苏辉源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省级标准化试点：供应链服务标
准化试点

21 南京市
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
营销服务中心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电力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2 无锡市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自行车标准化委员会电动自
行车分技术委员会

23 无锡市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增材制造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测试方法分技术委员会

24 无锡市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电动滑板车安全技术规范
（DB32/T3872-2020）

25 无锡市
无锡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增材制造用塑料线材 热熔产生
烷烃类物质和醛酮类物质的测定
（DB32/T3873-2020）

26 无锡市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
七〇二研究所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SO 22252:2020 (E)Manned
submersibles—Breathing air
supply and CO2 adsorption
systems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and
recommendations

27 无锡市
无锡长相依健康月子护理
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母孕护理服务标准化试点

28 无锡市 无锡物联网产业研究院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SOIEC 30144:2020 《Internet
of Things (IoT) —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system
supporting electrical power
subsystem》

29 江阴市 江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市场监督管理局基层分局综合管
理标准化试点

30 江阴市
江阴兴澄特种钢铁有限公
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轴承钢
分技术委员会

31 江阴市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12753-2020输送带用钢丝绳

32 江阴市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40 国际钢丝绳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33 江阴市 法尔胜泓昇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钢标准化技术委员会钢丝绳
分技术委员会

34 江阴市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40 国际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35 江阴市 江苏阳光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纺织品标准化委员会毛精纺
分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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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江阴市
江阴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39534-2020金属和合金的腐
蚀 液体中不锈钢和镍基合金均
匀腐蚀塑料测定方法

37 宜兴市 南京大学宜兴环保研究院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SO 22449-1:2020 Use of
reclaimed water in
industrial cooling systems-
part1：Technical guidelines

38 宜兴市 宜兴摩根热陶瓷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节能环保型隔热耐火材料高新技
术产业标准化试点

39 宜兴市 宜兴摩根热陶瓷有限公司 参与制修订国际标准 50
ISO 22605:2020耐火材料 高温
杨氏模量试验方法（脉冲激振

40 徐州市 徐州重型机械有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流动式起重机分技术委员会
SAC/TC227/SC2

41 徐州市
徐工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履带起重机战略性新兴产业标准
化试点

42 邳州市
邳州市现代农业产业园区
管理委员会（邳州市港上
镇人民政府）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邳州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草莓生产
标准化试点

43 常州市
江苏诺亚方舟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19-2020中华绒螯蟹“
诺亚1号”

44 常州市 金坛区西阳阳山茶厂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57-2020金坛旗枪茶质
量分级

45 常州市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92-2020石墨烯薄膜透
光率测试 透光率仪法

46 常州市 江南石墨烯研究院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石墨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47 常州市
常州检验检测标准认证研
究院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人造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浸
渍纸层压木质地板分技术委员会

48 常州市
常州市城市管理局（市园
林局）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江苏常州市敞开公园管理服务标
准化试点，验收时间：2020年11
月20-21日（原项目实施单位常
州市园林绿化管理局于2019年机
构改革与原常州市城市管理局重
组为常州市城市管理局）

49 常州市
吟飞科技（江苏）有限公
司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验收
时间：2020年12月1日

50 常州市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汽车轻量化复杂锻件高新技术自
主创新标准化试点，验收时间：
2020年7月

51 常州市
常州市武进广宇花辊机械
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超薄均匀非织造布高速热轧机高
新技术自主创新标准化试点，验
收时间：2020年7月18日

52 苏州市 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院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苏州市质量和标准化研究所标准
化模式的“中小企业标准化服务
业”试点

53 苏州市
苏州市东吴物业管理有限
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高校物业服务业标准化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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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苏州市
苏州市吴江区平望镇人民
政府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一窗式政务服务与网格式综合治
理标准化试点

55 苏州市 盛虹集团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20
ISO/TC 38/SC 1 国际标准化组
织/纺织品技术委员会/染色纺织
品和染料的实验分技术委员会

56 昆山市
苏州澳昆智能机器人技术
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机器人装箱系统战略性新兴产业
标准化试点

57 昆山市
江苏朗逸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光催化环保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
标准化试点

58 昆山市 好孩子儿童用品有限公司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SO 31110:2020 Wheeled child
conveyances — Pushchairs
and prams — Requirements
and test methods 带轮儿童运
输工具--婴儿车和婴儿车--要求
和试验方法

59 昆山市
江苏金发科技新材料有限
公司

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100

ISO 24025-2:2020 Plastics —
Sulfone polymer moulding and
extrusion materials — Part
2: Preparation of test
specimens and determination
of properties 塑料--砜聚合物
模塑和挤压材料--第2部分:试样
的制备和性能的测定

60 南通市 南通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开标工作规范
第1部分：系统建设（DB32/T
3894.1-2020）（2020.10）

61 南通市
罗莱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床上用品分委会（开发区）

62 南通市 南通市公安局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南通市公安警务诉求集中办理标
准化试点（2020.11验收）

63 南通市
中天科技海缆股份有限公
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深远海光电传输系列产品高新技
术自主创新标准化试点（开发
区）（2020.8验收）

64 如皋市
如皋市包装食品机械有限
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机械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安全防护装置分技术委员会

65 如皋市
江苏力星通用钢球股份有
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滚动轴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滚动体分技术委员会

66 海安市
江苏中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松江鲈 亲鱼和苗种 Roughskin
sculpin-Broodstock,fry and
fingerling（GB/T 39175-
2020）（2020.10）

67 海安市
江苏中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渔业产业长江珍稀鱼类标
准化技术委员会

68 海安市 江苏中洋酒店有限公司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江苏中洋旅游目的地酒店服务标
准化试点（2020.11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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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综合检
验检测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
中心     DB32/T 3923-2020 饮
用水处理装置远程监控技术要求
和服务规范

70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综合检
验检测中心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连云港市质量技术综合检验检测
中心   江苏省净水设备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71 连云港市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
资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连云港市工投集团青口投资有限
公司 盐碱地水稻种植标准化试
点

72 东海县
东海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
全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东海县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综合
检验检测中心 全国人工晶体材
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73 淮安市
淮安市淮安区现代农业产
业园区发展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淮安苏嘴现代农业产业园标准化
试点

74 淮安市 周恩来纪念馆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江苏省周恩来纪念馆红色旅游服
务标准化试点

75 淮安市
淮安市产品质量监督综合
检验中心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盐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76 盱眙县
江苏省盱眙凹凸棒石粘土
行业协会

新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0
《凹凸棒石黏土生物滤料》
T/XYATB 004-2020

77 盐城市
盐城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所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风电装备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78 响水县
盐城万洋农副产品有限公
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青花菜种植标准化试点

79 扬州市 扬州漆器厂有限责任公司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扬州漆器厂国家级传统文化标准
化试点

80 扬州市
江苏恒佳自动化设备有限
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20
板料折弯机器人战略性新兴产业
标准化试点

81 扬州市 江苏邦鼎科技有限公司
国际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40
国际标准化组织饲料机械技术委
员会（ISO/TC293）

82 扬州市 江苏牧羊集团有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饲料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83 扬州市
江苏博际喷雾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喷射设备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喷嘴分技术委员会

84 镇江市 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 1628-2020《工业用冰乙酸
》

85 丹阳市 丹阳市检验检测中心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会 10
全国眼视光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眼
视光服务分技术委员会

86 丹阳市 江苏堂皇集团有限公司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20 家纺行业客户服务标准化试点

87 丹阳市 万新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 30 国家级消费品标准化试点

88 泰州市 泰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新型城镇化 品质城市评价指
标体系》GB/T 39497-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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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泰州市
江苏苏中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黄蜀葵栽培与加工技术规范》
DB32/T 3882-2020

90 泰州市 泰州市姜堰中医院
国家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30
泰州市中医医院公共服务标准化
试点2020年11月21日通过验收，
综合得分92分

91 泰州市
泰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产品质量风险监测工作规范》
DB32/T 3717-2020

92 泰州市
泰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院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精细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

93 泰兴市
汤臣（江苏）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塑料 聚甲基丙烯酸甲酯
（PMMA）模塑和挤出材料 第2部
分：试样制备和性能测定》ISO
24026-2:2020

94 泰兴市
江苏省减速机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泰兴市产品
质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精密行星摆线减速器扭转振动
性能测试方法》GB/T 39523-
2020

95 泰兴市 泰兴市康惠养老院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医养结合服务标准化试点

96 泰兴市
江苏泰隆减速机股份有限
公司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减速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97 宿迁市
江苏瑞华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瑞华麦520栽培技术规程》

98 宿迁市
江苏秀强玻璃工艺股份有
限公司

全国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10
全国工业玻璃和特种玻璃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家居工业玻璃分技术
委员会

99 泗洪县
泗洪县科晖现代农业发展
生态园

省级标准化试点（示
范）项目

20 碧根果种植标准化试点

100 省级
江苏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
检验研究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952-2020 《风力发电
机组 载人升降设备维护保养规
程》

101 省级 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902-2020 耕地质量地球
化学监测技术规范

102 省级
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
心（江苏省信息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法人和其他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服
务规范

103 省级 江苏省药学会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104 省级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51-2020 研发组织植
物新品种权管理规范

105 省级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8338-2020 梨病虫害绿
色减量防控技术规程

106 省级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89-2020 冷链运输操
作规范

107 省级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61.2-2020 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技术规范 第2
部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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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108 省级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江苏省卫生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20年被评估为省优秀标准化技
术组织

109 省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3803-2020 城市住宅小区雨水花
园植物配置规范

110 省级
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3805-2020 金叶锦带扦插育苗技
术规程

111 省级 江苏省渔业技术推广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73—2020 稻田工业化
生态综合种养技术规程

112 省级 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00-2020 智能手环通
用技术条件及测试方法

113 省级
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ISO 2648  羊毛—纤维长度及其
分布参数的测定方法—电容法

114 省级
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

国际标准化分技术委员
会

20
国际标准化组织/纺织品技术委
员会/纤维与纱线分技术委员会
ISO/TC38/SC23

115 省级
江苏省纺织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

全国标准化专业技术委
员会

20
全国家用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SAC/TC302）

116 省级 江苏大学 主导修订国际标准 50
ISO 11102-1:2020  往复式内燃
机 手柄起动装置 第1部分：安
全要求和试验标准

117 省级 江苏省测绘研究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67—2020 三维地理信
息数据服务规范

118 省级 江苏省政府信访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GB/T 3731-2020  信访“人民满
意窗口”创建规范

119 省级 江苏省机关事务管理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828-2020 机关国有资产
管理绩效评价导则

120 省级 江苏省水利厅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935-2020 堤防工程技术
管理规范

121 省级 江苏省水利厅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816-2020 农田管道输水
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122 省级 江苏省淮沭新河管理处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834-2020 水利工程螺杆
式启闭机检修技术规范

123 省级
江苏省交通运输厅公路事
业发展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10-2020 玄武岩纤维
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124 省级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主导制修订国家标准 40
GB/T 38747—2020  农村产权流
转交易 信息平台建设与维护

125 省级 江苏省农业农村厅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23—2020 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概算编制规则

126 省级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GB/T 3843—2020 “江苏精品“
评价通则

127 省级
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GB/T 3837—2020 食品安全电子
追溯编码及表示

128 省级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认证审评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79-2020 地方习用对
照药材制备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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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省级 江苏省医疗器械检验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83-2020 心肺运动测
试仪呼吸系统通用测试规范

130 省级
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
院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850-2020 有色金属深
井铸造工艺安全规范

131 省级 江苏省餐饮协会
江苏省标准化专业技术
委员会

10 优秀江苏省标准化技术组织

132 省级
江苏省气象灾害防御技术
中心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3712-2020 风力发电设施
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133 省级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947-2020 明挖现浇隧
道混凝土收缩裂缝控制技术规程

134 省级 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
新制定发布江苏省地方
标准

20
DB32/T 3713-2020 高速公路建
设工程施工管理规范

135 省级 江苏省交通经济研究会 新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0
T/JSTERA 26-2020 高速公路桥
梁荷载试验工作规范

136 省级 江苏省预防医学会 新制定发布团体标准 10
T/JPMA   006—2020  示范健康
食堂评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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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奖补项目 金额 备注

合    计 480

1 南京市
南京建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广告产业园——中国
（南京）游戏谷提升工
程

2 无锡市 无锡软件园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数字广告产业园——
AiPark“智慧园区”

3 徐州市
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
会

计量惠民示范县奖励 50

4 徐州市 徐州市淮海广告产业园 新认定省级广告产业园区 50

5 徐州市 睿商龙湖现代商务产业园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睿商龙湖文化创意产业
创新基地建设

6 徐州市
江苏省贾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筹）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恒盛智谷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项目

7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科技园管理委员
会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苏师英才——广告视角
下的人才培养项目

8 常州市
江苏常州网博视频内容安全保
障及进出口数字化产业基地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网博视听数字内容广告
产业基地

9 常州市 常州国家广告产业园灵通基地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绿色广告会展创新创意
服务平台

10 连云港市 连云港广告产业园管理委员会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连云港广告产业园区开
发区（自贸试验区）创
联广场拓展区（连云港
创享家广告创意产业
园）

11 盐城市
长三角（沿海）广告创意产业
园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盐城心意”文创品牌
项目

12 扬州市 扬州市广告产业园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广告产业公共服务平台

13 镇江市 三山文化广告产业园 其他广告等相关产业园区 30
三山文创园企业公共服
务平台

14 泰州市 泰州广告产业园区 新认定省级广告产业园区 50

计量工作奖励和广告业发展奖补分配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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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主管部门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完成时间 2021.12.31

二级指标 指标值

充分

规范

合规

100%

≥70%

良好

有效

良好

有效

10个

8个

44个

13个

38个

4个

136个

1个

13个

充分

100%

较显著

较显著

时效指标 及时

较显著

较显著

2021年度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江苏省质量强省奖补专项资金

开始时间 2021.01.01

资金总额 6100万元

年度目标

   目标1：通过质量奖评选活动，总结、推广一批优秀企业的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和经验，为促进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树立一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质量标杆，发挥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目标2：引导全社会树立重视质量、崇尚创新、创造高质量的价值导向，营造政府重视质量、企
业追求质量、社会关心质量的良好氛围，促进了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目标3：按规定程序组织完成质量管理、标准化、计量和广告业发展奖补工作。

一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1：立项依据充分性

 指标2：立项程序规范性

 指标1：资金来源合规性

 指标2：资金到位率

 指标3：预算执行率

 指标1：财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指标2：财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指标1：业务管理制度健全性

 指标2：业务管理制度执行有效性

 指标1：江苏省省长质量奖补助数

 指标2：江苏省省长质量奖提名奖补助数

 指标3：质量信用AAA评级企业补助数

 指标4：节能产品认证单位补助数

 指标5：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单位补助数

 指标6：整合管理体系认证企业补助数

 指标7：标准化奖励补助数

 指标8：计量惠民示范县补助数

 指标9：广告业发展奖补数

 指标1：组织程序合规性

 指标2：应公布信息公示率

 指标3：发挥质量发展激励机制作用

 指标4：专项资金引导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指标1：年度工作完成及时性

 指标1：营造质量发展良好氛围

 指标2：促进江苏广告业发展的专业化、集约化

质量指标

社会效益

决策

效益

过程

产出

项目立项

资金投入

资金管理

组织实施

数量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