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工信厅科函 (2019J 245 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2019 年

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有关单位:

根据工业通信业行业标准制修订工作的总体安排，我部编制

完成了 2019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组织落实。具体要求如下:

一、标准起草单位要注意做好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

证、知识产权处置、产业化推进、应用推广的统筹协调。

二、有关行业协会(联合会)、标准化技术组织、标准化专

业机构等主管单位要尽早安排，将文件及时转发至主要起草单

位，并做好标准组织起草、意见征求和技术审查等工作，把好技

术审查关。

三、部机关相关司局要做好行业标准制修订过程的管理工

作，确保标准的质量和水平。

四、在计划的执行过程中，如需对标准项目进行调整，按有

关规定办理。



(此页无正文)

(联系电话 010 - 68205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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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说明

为做好 2019 年标准化工作，我们组织编制了 2019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

一、编制原则

围绕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以建立健全满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标准体系为出发点，进一步加强重点专项标准和基础公益类标准制

定，提升标准技术水平、创新能力和国际化程度。

(一〉产业发展原则。以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培育信息消费等新需求增长点为主线，加强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材料标准制定，

强化节能减排、安全等基础公益类标准制定，及时修订低水平标准，完善技术标准体系，提升标准技术水平，突出标准对服务产业发展、促进

自主创新的作用;

(二〉市场需要原则。紧密围绕行业管理，产品设计、生产、检验和使用等活动，以及社会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加强市场急需标准的

制修订，突出标准对保证和提升产品质量、规范市场秩序和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作用:

(三〉重点突出原则。区分重点专项标准项目、基础公益类标准项目与一般标准项目。重点支持专项、基础公益类标准制修订:

(囚)成体系原则。以各行业(领域)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为指导，加强标准的总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成体系开展标准制修订工作，

不断优化标准体系结构，充分体现标准制修订的科学性、合理性、协调性和配套性。

二、编制重点

(一) <<技术标准体系建设方案》中重点领域的标准项目:

(二)重点产业发展急需的标准，具有创新技术和国际先进性的标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行业标准外文版项目:

(三)基础通用、试验方法以及关键共性技术等基础类标准项目:

(囚〉节能减排、工程建设、安全生产等具有社会公益属性的标准项目;

(五)不适应当前技术进步和产业发展需要，亟需修订的标准项目:

(六〉其他产业发展和行业管理亟需的标准项目。

三、 2019 年第三批共安排项目计划 526 项。其中制定 394 项、修订 132 项;重点专项标准 279 项、基础公益类标准 48 项、一般标准 199

项:产品类标准 456 项、工程建设标准 6 项、节能与综合利用标准 64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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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批其他标准项目计划表
机械行业

序
申报号 项目名称 性质

倍。修
代替标准

完成 技术委员会或
号 订

来标情况
年限

部内主管司局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团有限公司(韶关铸锻总

厂)
367. 2019-1375T-JB 精密板料矫平机第 1 部分:型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

式和基本参数 术委员会 司
368. 2019-1376T一JB 精密板料矫平机第 2 部分 : 技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

术条件 术委员会 司

369. 2019- 1377T-JB 精密板料矫平机第 3 部分:精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泰安华鲁锻压机床有限公
度 术委员会 司

370. 2019- 1378T-JB 数控压装压力机第 1 部分:基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银川西部大森数控技术有
本参数 术委员会 限公司、宁夏机械工业协

会

37 1. 2019-1379T一JB 数控压装压力机第 2 部分:技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银川西部大森数控技术有

术条件 术委员会 限公司、宁夏机械工业协

i王比

372. 2019-1380T- JB 数控压装压力机第 3 部分:精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银川西部大森数控技术有

度 术委员会 限公司、宁夏机械工业协

~ 比

373. 2019一 1381T-JB 伺服内饰件液压机第 1 部分: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无锡市鹏达液压机床厂、

型式与基本参数 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374. 2019-1382T一JB 伺服内饰件液压机第 2 部分: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无锡市鹏达液压机床厂、

技术条件 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375. 2019一1383T一JB 伺服内饰件液压机第 3 部分: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锻压机械标准化技 无锡市鹏达液压机床厂、

精度 术委员会 济南铸锻所检验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376. 2019-1384T-JB 单盘真空过滤机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杭州化工机械有限公司、

术委员会 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

公司、杭州科力化工设备

有限公司

377. 2019- 1385T-JB 螺旋压榨过滤机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上海同臣环保有限公司、

术委员会 江苏华大离心机制造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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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第三批其他标准项目计划表
机械行业

序
申报号 项目名称

制修 完成 技术委员会或
号 性质

订
代替标准 来标情况

年限
部内主管司局

技术归口单位
主要起草单位 备注

378. 2019-1386T- J8 带式压榨过滤机 推荐 修订 J8/ T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无锡市金禾环保工程有限

8102一2008 术委员会 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院
379. 2019- 1387T-J8 管式分离机 推荐 修订 J8/ T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辽宁富一机械有限公司

9098- 2005 术委员会

380. 2019- 1388T- J8 搅拌罐式过滤机 推荐 修订 J8/ T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合肥通用环境控制技术有

11091- 2011 术委员会 限责任公司、合肥通用机

械研究院有限公司

38 1. 2019- 1389T- J8 二足式及平板式离心机 推荐 修订 J8/ T 10769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石家庄科石机械设备有限

. 1- 2007: 术委员会 公司、合肥通用机械研究

J8/ T 10769 院有限公司 、 江苏牡丹离

2- 2007 心机制造有限公司

382. 2019-1390T一J8 真空净汹机 推荐 修订 J8/T 2021 装备工业司 全国分离机械标准化技 四川新叶环保工程股份有

5285-2008 术委员会 限公司、自贡德明电站锅

炉有限公司

383. 2019-139 1T一JB 空调压缩机用粉末冶金尚锚无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广东粤海华金科技股份有

磁钢平衡块技术条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限公司、华南理工大学、

江门市劲阳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江门市佳久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珠海凌达

压缩机有限公司、广东美

芝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384 2019一1392T-J8 汽车发动机用粉末冶金齿形皮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

带轮技术条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乘用车公司、莱芜

市新艺粉末冶金制品有限

公司

385. 2019一 1393T-JB 汽车发动机用粉末冶金曲轴轴 推荐 制定 2021 装备工业司 机械工业粉末冶金制品 上海汽车粉末冶金有限公

承盖技术条件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司、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乘用车公司、莱芜

市新艺粉末冶金制品有限

公司
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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