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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防工程防护设备
销售市场双向放开暂行实施办法

为规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以下简称

“防护设备”）跨区域销售，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优胜劣汰

的市场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等法规政策，制定本办法。

一、目标定位

川渝地区防护设备销售市场改革坚持服务战备、区域联动、

公平公正、依法高效的原则，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优化营

商环境，着力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防护设备市场一体发展、

协同监管新格局，全面提升人防工程防护功能平战转换能力。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取消防护设备仅能在企业所在川渝行政区

域内销售的限制，调整为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范围内跨

区域销售双向放开。

二、明确跨区域销售范围

推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防护设备跨区域销售双向

放开，其范围包括重庆市的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綦江、大足、

黔江、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璧山、铜梁、潼南、荣

昌、梁平、丰都、垫江、忠县等 27 个区（县）以及开州、云阳

的部分地区，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阳（除平武

县、北川县）、遂宁、内江、乐山、南充、眉山、宜宾、广安、

达州（除万源市）、雅安（除天全县、宝兴县）、资阳等 15个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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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市场经营销售主体

凡营业执照在川渝地区注册、取得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相

应从业资质（资格）证书、具备开展跨区域销售安装服务能力、

产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信誉良好的防护设备企业可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开展跨区域销售。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

为列入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产品目录管理的钢筋混凝土防护

设备、钢结构手动防护设备、阀门、电控门、防电磁脉冲门、地

铁和隧道正线防护密闭门等。

四、实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

符合跨区域销售条件的防护设备企业，应在业务经营所在地

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办理告知承诺管理手续，并承诺接受与当

地企业同等监管后，按规定开展跨区域销售业务。川渝防护设备

企业在跨区域销售活动中违背合法经营承诺，存在违法违规行

为，提供不符合国家质量标准产品，扰乱市场秩序的，不得再从

事防护设备跨区域销售活动，并按照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

管理有关规定处理。

川渝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要求见《人防工

程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指南》（附件 1）。

五、厘清监管事权及责任

川渝两地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核查本行政区域内防

护设备企业的资质条件、办理企业产品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手

续、组织实施防护设备产品质量问题调查取证、研提对涉事企业

资质（资格）处理的意见建议。川渝两地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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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督导本行政区域内防护设备企业落实产品出厂质量、安装后

防护功能的第三方检测等，对安装到位的防护设备质量进行抽

检，实行全流程规范化管理。在川渝两地注册（备案）的人防工

程质量检测（监督）机构应根据委托，做好本区域内防护设备出

厂质量检测和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产品质量及安装质量检测等

相关工作。发挥川渝两地人防行业协（分）会桥梁纽带作用，依

照章程和相关规定为跨区域经营销售防护设备企业提供指导和

服务，协助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做好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

监督管理工作。

六、健全监管规则和标准

规范监管标准。依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建设和监管，严格

执行强制性标准，鼓励防护设备企业制定高于强制性标准的标

准，推动产品、技术、质量、服务等标准互认。防护设备企业应

提供经第三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检测合格的产品。

推行防护设备编码与标识。防护设备企业应对跨区域销售的

防护设备进行唯一性序列编号、标识。序列编号采用钢号方式加

以标识，并保持清晰可见。防护设备企业应当在竣工验收合格的

产品明显部位设置永久性标牌，载明防护设备企业单位名称、检

测机构名称、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与依据加工图纸不一致时，

附依据的加工图纸编号）、序列编号、验收日期、联系方式等，以

保证序列编号识别后可查询产品相关信息、可追溯产品质量。

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川渝两地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加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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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法规、市场准入、执法检查、质量监督、从业行为、信用管理、

处罚惩戒等方面的信息交流，运用开放共用的人防工程质量监管

系统，实现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及质量状况等信息共享。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序列编号规则与标识要求及标牌制

作要求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跨区域销售人防工程防护

设备产品编号规则与标识规范》（附件 2）。

七、创新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加强质量监督检查。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出厂前，应取得企

业注册地第三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合格报

告（证明）；隐蔽工程验收、竣工验收环节，由工程项目所在地

第三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按规定对产品及安装质量进

行检测并出具相应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川渝两地各级人民防空主

管部门互相认可，禁止安装未经检测或检测不合格的产品。

深入推进“互联网+监管”。依托国家和川渝人防企业从业行

为和产品质量监管平台、省级政府部门数据共享、社会投诉举报、

第三方平台等重要数据信息，综合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手段，精准预警风险隐患。

全面实施“双随机、一公开”协同监管。川渝两地省级人民防

空主管部门原则上通过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检查方式，定期对

人防设计、审图、防护设备生产安装、监理、检测、维护等相关

业务工作开展协同监督检查，对有不良信用记录、风险高的企业

加大协同检查力度。对运用新技术、新材料研制定型并纳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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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图集）的防护设备实施审慎包容监管，坚守质量和安全底

线，严禁简单封杀或放任不管。

协同监管事项范围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人防工程

防护设备市场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协同监管事项范围》（附件 3）。

八、建立综合信用评价体系

规范信用综合评价。推进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社会信用

评价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法律、市场等多种手段，加强对防护

设备企业从业行为的监督，构建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行政管理、

社会治理和市场自律体制机制，促使防护设备企业在安全生产、

质量管理、营销宣传、售后服务等方面加强自我监督，履行法定

义务。

推动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川渝两地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

责本行政区域内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的信用信息归集工作，

通过执法检查、质量监督、相关部门通报、群众举报、事故调查、

行业协会反映等途径，采集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信用信息。

探索联合认定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经营信用信息补充目录，

促进信用信息共享互认。

强化实施联合惩戒。依据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信用情

况，在监管方式、抽查比例和频次等方面采取差异化措施，规范

认定并设立市场信用主体“黑名单”。从严从紧查处假冒伪劣产

品，严肃惩处违法违规企业。

全面推行监管执法公开。聚焦行政执法源头、过程、结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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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环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大执法

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按照“谁执法谁公示”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外，行政执法职责、依

据、程序、结果等均对社会公开。

九、强化组织保障

健全组织领导机制。川渝两地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共同领

导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范围内跨区域销售双向放开工作，

重点做好调查研究、政策解读、协调指导、督促落实、法规保障、

总结评估等工作；加强对本办法落实情况的跟踪问效，确保各项

任务和措施落实到位。

抓好改革责任落实。坚持以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决策部署为根本遵循和重要

指引，川渝两地各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照本办法提出的各项措

施和要求，科学配置监管资源，积极探索创新，细化监管措施，

全力以赴抓好责任落实，确保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防护设

备市场改革落地见效。

加强法规政策保障。贯彻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要求，依照国家

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监管工作实际需要，加快推进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城市群范围内跨区域销售双向放开相关配套制度措施

的立释工作，为事中事后监管提供健全的法规政策保障。

营造改革良好氛围。充分运用各类宣传媒体，及时发布展示

改革的经验做法和取得的成效，提升全社会知晓度。畅通公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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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反馈渠道，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积极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

本办法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 2年。此前规定

与本办法内容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国家有新规定的，从其

规定。

附件：1.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

指南

2.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跨区域销售人防工程

防护设备产品编号规则与标识规范

3.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市

场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协同监管事项范围



— 8 —

附件 1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
销售告知承诺办理指南

一、适用范围

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范围内从事防护设备跨区域

销售的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

二、设定依据

国家人防办《关于印发人民防空专用设备生产安装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国人防〔2014〕438 号）和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

室、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防工程

防护设备销售市场改革的意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防工程

防护设备销售市场双向放开暂行实施办法》等规定。

三、办理条件

营业执照在川渝地区注册、取得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相应

从业资质（资格）证书、具备开展跨区域销售安装服务能力、产

品质量符合国家行业标准、信誉良好的防护设备企业，经办理告

知承诺手续后，可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开展跨区域销

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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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交材料

五、办理流程

（一）企业向跨区域业务经营所在地省级人民防空主管部门

提交前述材料。

（二）企业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条件的，对材料进行核查

并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予以公示信息；不符合条件的，不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要求 材料来源 备注

1 企业介绍信 A4纸打印，原件 1份 企业提供

2 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书
A4纸打印，原件 1份，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提供

非法定代表人

本人办理时提

交

3 经办人身份证 A4纸打印，原件、复印件一份 企业提供 原件验后归还

4
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

告知承诺办理表
A4纸打印原件一份 企业提供 示例见附件 1

5 诚信承诺书
A4纸打印，原件 1份。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提供 示例见附件 2

6 营业执照正、副本

A4纸打印，正本副本原件和复

印件 1 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

章。

企业提供 原件验后归还

7
国家人民防空主管部门颁

发的在有效期内的资格认

定证书正、副本

A4 纸打印，原件、复印件 1
份，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提供 原件验后归还

8
在“信用中国”“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上

下载的企业信用信息

A4纸打印，原件 1份。法定代

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企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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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公示信息，现场办结并说明原因。

六、办理类型及时限

（一）办理类型：现场办理。

（二）办理时限：10个工作日（公示时间除外）。

七、收费情况

不收费。

八、办理结果名称

川渝地区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信息公示。

九、数量限制

无。

十、办理时间、地点及联系方式

四川地区：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8:00）。

（二）现场办理

办理机构：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工程建设管理处。

地址：成都市武侯区十二北街 18号 603办公室。

（三）联系电话：028-85450472。

重庆地区：

（一）办理时间

工作日（上午 09:00—12:00；下午 14:00—18:00）。

（二）现场办理

办理机构：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平战结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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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重庆市江北区花卉东路鸿恩丽舍 9号 618房间。

（三）联系电话：023-67050602。

附件：1.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表（示例）

2.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承诺书（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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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
告知承诺办理表

（示例）

单位名称： （盖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填报日期：

四川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重庆市人民防空办公室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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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须 知

一、填表单位应按要求逐项填报有关内容，需提交表中未列

出的内容时，可附纸说明。各页若不够，可加附页。

二、本表中人员如需变动，应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三、填报材料必须真实、详细，如有虚报、造假行为，一经

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四、本表内容要求用 A4纸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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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表

单位名称 XXXXX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地址

注册地址

XX省（市）XX市 XX区（县）XX路 XX号

办公地址 XX省（市）XX市 XX区（县）XX路 XX号

生产地址 XX省（市）XX市 XX区（县）XX路 XX号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XXXXXXXXXXX 邮 编 XXXXXX

法定代表人 XXX 身份证 XXXXXX
联系

电话
XXXXXXXX

业务负责人 XXX 身份证 XXXXXX
联系

电话
XXXXXXXX

联系人 XXX 联系电话 XXXXXXXX

资质证书

发证机关
XXXXXXXXX 资质证书编号 XXXXXXXXXXXXXX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

企业（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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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承诺书
（示例）

本人 （企业法定代表人）郑重承诺：本企业此次

填报的《防护设备企业跨区域销售告知承诺办理表》及提供的企

业资料、印鉴、证件等材料真实有效，无任何隐瞒和欺骗行为，

并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川渝两地的相关法规政策，自愿接受相关

行业主管部门监管，如有违反，本企业将不再从事防护设备跨区

域销售活动，并承担一切责任。

企 业（公章）：

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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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跨区域销售
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产品编号规则与标识规范

一、编号规则

（一）编号组成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序列编号由企业代码（人民防空

工程防护设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资格认定证书编号的 4 位数

字，企业代码见表 1）、生产年月、生产序号组成。

例如：编号 0987-202202-0001-B 表示资格认定证书编号为

GR0987 的防护设备企业 2022 年 2 月生产的第 1 樘人防门门扇

（产品序号逐月按生产顺序编制，空位用“0”补齐）。

同一樘人防门的门框与门扇编号应一致，末位 A表示门框，

B表示门扇，其他设备编号后不加字母代号。

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序列编号组成示意图

生产年月：“0”作为空位补齐码

门扇/门框字母代号：A表示门框；B表示门扇

生产序号：0001—9999，“0”作为空位补齐码

企业代码：资格认定证书编号后四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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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川渝两地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设备定点生产和安装企业代码表

序号 单位名称 证书编号 企业代码

1 重庆力鲲人防设备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GR0601 0601

2 重庆通江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02 0602

3 重庆酷峰人防工程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GR0603 0603

4 重庆力兢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04 0604

5 重庆阳天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05 0605

6 重庆华西人防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GR0606 0606

7 重庆浩月动力有限公司 GR0607 0607

8 重庆泰吉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GR0608 0608

9 重庆华厦钢结构有限公司 GR0609 0609

10 重庆鑫洲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10 0610

11 重庆市金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11 0611

12 重庆北金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12 0612

13 重庆新义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13 0613

14 重庆北桔人防工程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 GR0614 0614

15 重庆稳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15 0615

16 重庆衡朔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GR0616 0616

17 重庆春谷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17 0617

18 重庆市道泰机电设备科技有限公司 GR0618 0618

19 四川军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19 0619

20 四川鸿永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20 0620

21 四川慧鑫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有限公司 GR0622 0622

22 成都顺达世纪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R0623 0623

23 四川兴一达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24 0624

24 四川家彤利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GR0625 0625

25 四川泓炜特种门业有限责任公司 GR0626 0626

26 四川玖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27 0627

27 四川稳健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28 0628

28 四川鑫旺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29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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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四川博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 GR0630 0630

30 四川元信人防科技有限公司 GR0631 0631

31 四川雄固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32 0632

32 四川红帆特种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GR0633 0633

33 四川科志人防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GR0634 0634

34 四川国泰宇顺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GR0635 0635

35 四川金运汇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GR0636 0636

36 四川鹏锦民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37 0637

37 四川同兴泰吉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GR0638 0638

38 成都维创轨道交通特种设备有限责任公司 GR0639 0639

39 四川南方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40 0640

40 四川绵阳国强特种门业有限公司 GR0641 0641

41 四川泰昌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42 0642

42 四川省吉安特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43 0643

43 四川旭东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44 0644

44 成都龙虎光发门窗有限公司 GR0645 0645

45 四川晨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46 0646

46 四川翰音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47 0647

47 四川世纪互通机电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GR0648 0648

48 四川众安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49 0649

49 绵阳市宝泰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50 0650

50 四川鼎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51 0651

51 四川省集坤特种设备有限公司 GR0652 0652

52 四川恒劲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53 0653

53 四川安凯人防设备有限公司 GR0654 0654

54 四川筑盾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55 0655

55 四川固德人防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GR0656 0656

56 四川特安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GR0657 0657

57 四川泰吉特种设备制造安装有限公司（新型材料） GR0748 0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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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号打印位置

1.人防门钢门框：闭锁孔侧（防护设备开启侧）角钢外露面

距门槛下边缘 1500mm高度、居中位置；

2.活门门框：闭锁孔（防护设备开启侧）角钢外露面居中位

置；

3.人防门门扇：闭锁侧（防护设备开启侧）门扇外钢包边距

门扇下边缘 1500mm高度、居中位置；

4.活门门扇：闭锁侧（防护设备开启侧）门扇外钢包边居中

位置；

5.封堵板：每扇封堵板正面（外侧）距底边端 1500mm高度、

居中位置；

6.其他设备：正面便于观察位置。

（三）编号字体和大小

防护设备序列编号字体为黑体，字高 18mm，字宽 8mm，字

体间距 1mm。

二、标牌

防护设备标牌包括产品合格证和铭牌。

（一）产品合格证要素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合格证包含内容为：设备名称、

型号、生产单位、序列编号、质量等级、检验日期、质检员等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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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二）铭牌要素

1.门类防护设备

铭牌包含设备名称、型号、规格、研制单位、生产单位等内

容。

2.密闭阀门

手动密闭阀门铭牌包含产品名称、型号、工程通径、公称压

力、介质、联系电话、生产企业等内容；手电动密闭阀门铭牌包

含产品名称、型号规格、电机功率、输出转矩、输出转速、电压、

电流、联系电话、生产企业等内容。

3.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铭牌包括型号、工作压力、消波率、启动压力、重量、出厂

日期、生产企业等内容。

（三）制作要求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合格证、铭牌分为 4种样式，规

格见表 2，形式、尺寸和技术要求符合 GB/T13306-2011《标牌》

要求。

产品铭牌底板采用国家标准平板铝合金，铭牌内空格部分填

写内容应在出厂时机械钢印。

标牌底色为蓝色，字体为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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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合格证、铭牌样式表

名 称 规 格（mm） 厚 度（mm） 单位 用 途

铭 牌（大）
80×100

（宽×高）
≥1 块 门类

铭 牌（小 1） 设计图纸要求 ≥1 块 阀门类

铭 牌（小 2） 80×80
（宽×高）

≥1 块 防爆超压排气活门

产品合格证
80×100

（宽×高）
≥2 块

防护设备产品、防爆

超压排气活门

（四）安装要求

所有产品出厂时，应在设备指定位置安装铭牌，铭牌分别采

用四孔铆钉固定。产品合格证与铭牌上下排列安装。

门类防护设备应安装在门立轴侧门框非贴合平面上、上闭锁

孔位置下 2cm 处，无闭锁孔时安装在距地面 150cm 处，由上至

下依次安装产品合格证牌、产品铭牌。

阀、活门类防护设备应按图纸相关要求安装在球体上相应位

置。其中的密闭阀门铭牌依照规范和图集要求制作，安装在设备

预留位置，产品合格证牌安装在铭牌旁壳体上。

三、防护设备样式

（一）底色

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产品着色均执行《人民防空工程设备

设施标志和着色标准》（RFJ01-2014）。

铜套管、不锈钢零部件应保持本色。

（二）标注

防护门、防护密闭门、密闭门、防爆波活门、防电磁脉冲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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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防护设备的门扇标注由设备型号、设备编号、开启方向、生产

单位、生产日期、联系电话组成。

门扇上字体大小应和门扇尺寸成比例，字体均为绿色

［1.9G7/6.8（1161）］，黑体字，按相应位置摆放，标注在门扇

下半部分区域。企业名称最长不超过门正面图例尺寸，最短不小

于门反面图例尺寸（根据企业名称字数多少在以上两者之间选

用）。特别规格及 3米（不含）以上门扇按相应比例制作。

（三）门扇顺序编号

门扇顺序编号可按门扇宽度选择字体大小，用圆圈数字标注

在门扇居中位置，圆圈外圆半径为 R1，内圆半径为 R2，规格尺

寸见表 3，字体高度小于 R2，每个工程按顺序标号。

表 3 编号标志型号与尺寸表

门扇宽度（型号） R1 (mm) R2(mm)

1米以下 50 46

1米（含）至 2米 75 69

2米（含）至 3米（含） 100 89

3米（不含）以上 按相应比例制作

四、编号与标识工艺要求

（一）跨区域销售的防护设备序列编号应字迹清晰、工整，

且凹入不小于 1.5mm，笔画宽度不小于 2mm。

（二）编号不得被装修及表面油漆覆盖。

（三）标识喷刷时开关标志应方向正确、醒目，要素齐全，

比例要适当，位置应正确、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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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市群人防工程防护设备市场
改革“双随机、一公开”协同监管事项范围

一、对人防工程设计单位的监管事项

（一）是否按防护设备图集、图纸、标准选用防护设备。

（二）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二、对人防工程审图机构的监管事项

（一）施工图审查是否符合现行规定要求，是否存在错审、

漏审等问题。

（二）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三、对跨区域销售人防工程防护设备企业的监管事项

对跨区域销售防护设备企业的监管事项包括从业能力条件、

生产质量、安装质量、售后服务、经营行为等。其中：

（一）从业能力条件监管包括：现行防护设备定点生产企业

从业能力条件规定的证书类资料和人员、场地、设备等。

（二）生产质量监管内容应包括：原材料、外购件质量，半

成品和成品重点检查按图加工情况，检测项目不少于现行标准规

定的保证项目，依据标准未规定保证项目时必须检测针对材料和

使用性能（如抗力、密闭）的项目。

（三）安装质量监管内容应包括：出厂第三方检测记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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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验记录，预埋件数量、质量和安装质量，重点检查隐蔽项目

和按图施工情况，检测项目不少于现行标准规定的保证项目或主

控项目。

（四）售后服务监管内容应包括：合同履行情况，维护保养

等。

（五）经营行为监管内容主要查询企业是否存在如下问题：

不按要求签订合同及备案；组织或参与价格联盟、恶意竞争等不

正当行为；以他人名义投标、串标、以行贿手段谋取中标或者以

其他弄虚作假方式投标；挂靠生产和允许其他企业挂靠生产；不

按照国家规定的标准或者擅自更改图纸生产防护设备，导致产品

出现影响抗力和密闭性能的质量缺陷；采购原材料质量达不到设

计图纸要求，偷工减料制造、销售伪劣防护设备；外协加工或外

购防护设备主要部件（如门扇、门框）。

四、对人防工程监理单位的监管事项

（一）是否按防护设备产品质量和安装质量规范、标准、加

工图纸要求进行监理和验收。

（二）是否存在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五、对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的监管事项

（一）基本条件和技术能力是否能够持续符合资质认定条件

和要求。

（二）是否存在出具虚假报告的行为。

（三）是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按照国家质量检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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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检测。

六、对人防工程质量监督机构的监管事项

（一）是否明知产品质量不合格，仍然出具产品合格的质量

监督报告。

（二）是否帮助企业弄虚作假、不按照国家质量标准进行监

督。

（三）监督检查中行使职权是否超出授权或委托范围、徇私

舞弊。

（四）是否因玩忽职守或者疏忽大意造成责任事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