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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干印友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決可委員会   ‐

第二届執行委員会哉略研甘会会洪犯要和
列ヽ大怖副局長、王風清主任在会洪上沸活的通知

CNAS全体委員会委員、各寺 1可 委員会委員 :

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汰可委員会 (CNAS)第 二届執行委員会哉

略研廿会千 2015年 5月 6日 在杭州召升。力了及叶、准晩地落

実会政的有美要求和精神,姿 CNAS頷 早同意,現杵会波妃要和

頷早琲活等文件印友 CNAS全体委員会委員和各寺11委 員会委員。

特此通知。

附件:1.中 国合格予定国家汰可委員会第二届執行委員会哉

略研廿会会波妃要

― :―



2.刊 大ヽ477冨1局 K在 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汰可委員会第二

届執行委員会哉略研廿会上的琲活

3.王風清主任在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汰可委員会第二届

執行委員会哉略研封会上的琲活

中国合格う 秘ギ炎

:」

で鐸方



附件 1

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決可委員会

第二届執行委員会哉略研寸会会洪犯要

2015年 5月 6日 ,中 国合格坪定国家大可委員会 (CNAS)第

二届執行委員会在杭州召升了哉略研資会。国家反栓恙局副局K、

国家汰監委主任琳大件,大可委員会主任王ス清出席会袂井琲活。

国家汰監委′こ工程りT、 CNAS常券冨1主任寺増樵,CNAS執委良卜恙正、

南存輝、添扱喜、喩子迷、林村青、段宇宇、初果、‐
n‐ 拓、王克

外、肖建準出席会袂。

調ヽ大件冨1局 K指 出,要深亥1大沢汰近汰可改革友展的恙体要

求,准碗把握汰可事立友展的重点方向,着力把握好二企夫鍵 :

一足村立大局意メ,カロ張対国内外汰江汰可友展造勢的分析わ研

究,炎 出前嗜性。要通反対外升放的新格局、新要求,秋板参与

国踪汰可事券 ,Ii4_一 歩完善 “坑一体系、共同参々"的 国家汰可

体系。二足強化恙体要求,解決好反量わ数益的美系,炎 出針対

性。要汰真研究汰江汰可新秩序下,女口何更好友拝汰可工作的反

量基拙作用,要深入探廿女口何杵汰可工作有新姿済、新立恣深度

融合起来,逃一歩提升汰可能力和服券水平。三足増強使命感 ,

主功伐准和服券好社会熱点工作,炎 出可行性。要緊米国貌促逃

市能戒劇卜、庄対気候交化、友展哉略性新共声立、4ク 国家安全

等国家哉略曰林,不 断推逃IEl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推功汰可服

券能力和水平的不断唸1新。 (全文男友 )

王ス清主任張調,要汰真渫え1“十二五"叶期的汰可工作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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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哉略,炎 出重点,充分体現汰可在服外国家大局,促逃監管和

市場妓率提升中的独特作用。在汰IIE汰可行立治理新秩序杓建中,

要現固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不 断完善 “統一体系、共同参

考"的多元共治汰可体+1,秋板推逃深化茨革,不 断提高服券数

率、増張汰可数果,在カロ張大江汰可共治咲功、増強汰近汰可共

治数能中更多友拝作用。 (仝文男友 )

国家汰監委IEl美 部 11、 浙江出入境栓詮栓疫局、浙江省反量

技木監督局、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秘ギえ、中国汰江汰

可跡会等有美方面負責人参カロ了会袂。

会袂′こ体回販和汗介了 “十二五"期 同汰可ェ作友展情況 ,

集中研究探廿了汰可工作 “十二五"友展哉略,力 +1定汰可工作

“十二五"規夫1升展了頂晨没汁。会洪決定結合今年第四季度執

行委員会年度会袂,対汰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夫1逃行深入研

究探升。

本次会洪 CNAS執委和9‐
ll席 会洪代表,就汰可工作友展 “十三

五"規災1的 +1定及汰可未来友展重点禾口方向提出了建没性的意兄

不口建洪 :

1.完 善汰可体系多元共治机+1。 以 “坑一体系、共同参有"

委員会多元参有共建力原只1,逃一歩完善国際化与中国化相結合

的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実現社会治理能力的逃一歩提升。

2。 曰統国家友展大局友拝汰可独特作用。汰可工作要道泣社会

友展超勢,服券子新常恣、 “一帯一路"、 “互咲同十"等国家友

展大局,秋板友拝汰可技木支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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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カロ張客声服券意沢。分析沢男1客声需求,不 断を1新汰可牛1度 ,

満足客夕対汰江汰可立券方面不断増K的新要求,カロ快女口市能城

劇卜等新汰可牛1度 的研友;同 時在国隊新林准実施和装換辻程中,

カロ張対客声的立券指早,提供増値服券。

4.我准和メ男1炎 出同題。全面杭理′こ結汰可工作在 “十二五"

期目的取得的成果和姿詮,分析炎出同題,提 出反対措施。在 “十

二五"期 同保持和逃一歩深化已取得的咸蒙,同 時右針対性的研

究解決存在的同題。

5.カロ張汰江汰可大数据不1用 。劣合減信体系建没,不断整合信

息系坑,仇化坑汁功能,不1用 大数据資源,促辻社会各方及叶了

解最新汰江汰可信′息。

6.カロ張汰江汰可写民融合。結合北斗工星早航系坑等泣用,カロ

張写民合作,推 Ei4_汰 江汰可結果釆信,減少重隻坪介,服券好国

防科技。

ア.深化汰可本反研究。辻一歩研究汰可的本反
～
作用,充実典

型条例 ,Ii4_一 歩明碗定位,落実至1汰可工作友展 “十二五"規え1

中。

8.カロ張自身能力建没。カロ張科技唸1新 、ス隆管理、人オ仄伍培

赤、国昧交流和文化建没等工作,提升汰可技木支禅能力、唸1新

能力以及核Jむ介値現,逃一歩が大汰可影噛力。

本次会洪券虚有券実相結合,内 容キ富,気象熟烈t,取得了

園満成功。会后,CNAS執行委員会委員前往杭州正泰集困参規凋

研,折取了正泰集困対汰可工作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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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推功多元共治 服努国家大局
国家反栓′き局冨1局 後、国家汰監委主任 刊ヽ大件

2015∠「 5り呵 6 日

ス清主任、各位執委 :

速次汰可哉略研廿会既足汰可工作成略友展的券虚会,也是

汰可工作 “十二五"規災1%寺1的 頂晨没汁席功会,事美汰可工作

的改革方向和工作大局。図1オ 大家的友言役好,下面,我代表恙

局党姐和汰監委党姐,就 当前形勢下女口何逃一歩倣好汰可工作沸

両点意兄 :

二、深刻汰惧汰江快可改革友展的恵体要求

姪辻近二十年的友展,水 中央多1地方,八行立内部至1社会IEl美

方,ス江汰可工作得至1越来越多的重視寺支持。集中統一的国家

汰可体系不断完善,各項汰可+1度 的芥仝性和汰可的数量在国豚

上位居前夕1,汰可結果得多1国 内外更声淫的承汰,社会影噛力不

断提升。

当前形勢下,由汰近汰可、栓詮栓淑1有 十量、林准柏成的国

家反量基拙杵越来越得至1国 家的重視,基拙保障性作用杵得至1更

多友拝。同叶,汰可事立迎来新的机過,也面皓着更大的挑哉。

八服外国家大局看,在径済友展新常恣下,マ 近平′意事泥提出 “三

企紫交"的新要求,国家カロ快推逃 “一帯一路"和 自貿区哉略 ,

汰近汰可被幼人生声性服券立和高科技服券立,逮些友展杵逃一

歩拓展和キ富汰江汰可事立的外延和内涵,汰近汰可的友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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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カロ声岡。よ推辻汰江汰可深化茨革看 ,在汰江汰可 “五位一体"

的監管体系下,要主功思考在汰江汰可行立治理新秩序杓建中,

大可工作女口何我准定位,更好友拝作用 ;女口何逃一歩張化汰可釣

束,促逃汰可有行政監管、行立自律及社会監督的咲功。遼些新

的任券有要求,都要汰真体会,倣好落実。

二、准碗把握汰可友展的重点方向

“十二五"期 同是我国盗済社会持象友展的夫鍵叶亥1,力 渫

え1未来友展要着力把握好二企美鍵 :

一是村立大局意沢,か張対国内外汰江汰可友晨走勢的分析

わ研究,突出前暗性。汰江汰可作力国際通行的技木性措施和貿

易便不1化工具,要通泣オ外升放的新格局、新要求,充分友拝杯

梁作用,力 中国企立 “走出去"倣好服券;要順泣仝求立界的交

革造勢,秋板参考国昧汰可事券,逃一歩完善 “坑一体系、共同

参考"的 国家汰可体系,「大国豚互汰疱曰,推功信息安全わ人

員汰江等一批新的互汰咸呆釆信。

二是強化恙体要求,解決好反量わ妓益的美系,突出針対性。

八十1度晨面,要汰真研究汰近汰可新秩序下,女口何更好友拝汰可

工作的反量基拙作用,粋放汰可牛1度 的Cl新活力;八実施晨面 ,

要深入探升女口何杵汰可工作有新変済、新立恣深度融合起来,日

統 “提高妓率,増張数果"曰 林,主功lli逃汰可寺1度友展和管理

模式改革,Iit一歩提升汰可能力和服分水平。

三足増強使命感,主功我准わ服券好社会熟点工作,炎出可

行性。要素緊曰統促逃市能城劇卜、泣対気候交化、友展哉略性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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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声立、第ク国家安全等国家哉略曰林,不断推逃4El美 +1度 的建

立与完善,有数配合栓詮栓淑1汰近机杓整合、汰近汰可行政監管

改革等重点工作,lli功 汰可服券能力禾口水平的不断唸1新。同時,

遅要_2E7化 毎項重点工作的指棒,倣至1責任明碗,晩 保規夫1的 可行

性和可操作性。

同恙11,今天的会袂事美K近 ,意叉重大。需要大家群策群

力,汰真研究汰可友展的新形勢、新任分,71頷汰可工作堵在新

的起点上,推劫汰江汰可事立更好更快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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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王風清主任在中国合格坪定国家決可委員会
第二届執行委員会哉略研寸会上的患姑沸活

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主任 王ス清

2015年 5月 6日

各位委員、同恙佃 :

今天我佃召升了汰可委員会第二届執行委員会哉略研廿会 ,

高妓券実地完成了会袂的各項洪程。

大件局K工作♯常忙,仝程参カロ今天的会洪役不容易。大件

局K八反栓工作以及汰IIE汰可事立友展的仝局オ汰可工作的友展

給予了深入的指早,我イ11汰可委員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要役好地頷

会和貫御落実。

各位執委在研廿中充分肯定了 “十二五"期 同汰可工作友展

取得的成須,対 “十二五"期 同汰可事立的友展提出了新的期望 ,

対汰可工作在服外国家哉略和汰逓汰可行立治理新秩序杓建中女ロ

何更好地友拝作用提出了具体建洪,大家提出的意兄和建袂体現

了哉略思堆、丼江思象,既着lllK近 ,又立足当前,既有券虚的

宏規意兄,又有券実的具体建洪,役重要,役有介値。

下一歩,在渫災1和起草汰可工作 “十二五"友展規災1吋 ,要

美注以下几点 :

一要伐准定位。按照汰監委坑一部署,汰真貫物落実上象要

求和会袂迷成的共メ,炎 出汰可的核′む介値わ本灰作用,逃一歩

村立汰可的叔威性,友拝汰可在服外国家大局,促 Iit監 督和市場



数率提升中的独特作用,以道泣監管和市場不断交化友展的需要。

二要完善体+1机 +1。 要在国家汰監委的頷早下逃一歩完善和

現固集中坑一的国家汰可体系。在+1定汰可工作 “十二五"規災1

叶要充分沿江和不1用 汰可委員会 “多元共治"机帝1,汰真折取有

美各方的意兄,井結合 “互咲国+"等社会熟点頷域升展新+1度研

究。

三要提妓増妓。要秋板推Ii4_深 化改革,不 断提高服分数率、

増張汰可妓果,通辻逃一歩筒化汗常流程和文件,縮短汰可叶限。

増張汰近汰可咲劫,促逃年民融合等,逃一歩戒軽客声重隻汗介

的負担。

国家汰監委有美部日負責人、大江汰可171会秘ギ炎負責人、

浙江反栓両局的有美負責人也都参カロ了的会洪 ,4El美 負責人也結

合自身部日要求,対汰可工作 “十二五"規災1提 出了建袂
～

意見 ,

希望秘ギ炎姐奴研究会洪上大件冨1局後、各位執委利同恙f]的 意

兄,落実在汰可工作 “十二五"規え1有美工作中。



抄送:本秘ギ炎:存梢 (2)。

中国合格汗定国家汰可委員会秘ギ丈     2015年 7月 11日 F17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