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计量与生活

■■■■■ ■■■■■ ■■■■■

专题 2017年5月19日 星期五
主编：蔡佳倩 美编：孙发强A09

“加快计量技术基础建设，近两年
投入数千万元建设实验室等计量高端
项目，不断拓宽检测范围，围绕‘抓质
量、保安全、推改革、促发展、惠民生、
强质监’的中心工作理念，强化客户服
务意识，努力拓展新业务，为我省经济
发展提供了优质计量技术服务。”省质
监局主管副局长符坚说，省计量测试
所完善“一站式”服务机制，加强代送
检服务，提高证书的时效性、服务质量
和客户的满意度。

省计量测试所最大限度满足企业
需求，为洋浦经济开发区提供了高效
的计量技术服务。2014年至今，已为
洋浦经济开发区85家企业检测计量

器具8680台件。
2016年7月下旬，省计量测试所

的检定员林日玖、董宝根等人到洋浦
中海油天然气有限公司开展可燃气
体报警器的检定。厂区天然气管道
纵横，一旦泄露，容易引发人员窒息
死亡、以及爆炸的安全隐患。为确保
安全生产，厂区内安装了检测天然气
是否泄露的可燃气体报警器，是强制
检定类型的计量器具，一年一检。厂
区共有85台报警器，正常情况下，3
名检定员至少需要10至 12个工作
日才能检定完。但所里只能派出2
名检定员，而中海油天然气要求越早
完成检定越好。董宝根等人背着十

几斤重的气瓶、秒表、减压阀、导气软
管等检测器具，挨个在报警器释放
10%浓度、40%浓度、60%浓度等的
标准可燃气体去试报警器。他们面
临工厂无法停产检定的难题，用创新
的方法在不停产的情况下开展检
定。在装车区，有20多台报警器安
装在距离地面8米多高的顶棚上，且
无法拆卸检测。要走过一条没有护
栏、20多米长、40厘米宽的布线盒才
能靠近报警器。脚下悬空，机器轰
鸣，高温难耐，他们用安全带拴住自
己，两人密切配合，爬上爬下3次才
能检完1台报警器。他们自愿加班
加点，最终只用7天就完成全部报警

器检定。中海油天然气运行部负责
人王良浩说：“感谢检定员克难攻坚，
为我们安全生产提供高效计量技术
服务。我们为计量人吃苦耐劳的精
神点赞！”

近年来，省计量测试所赴南海开
展计量检定的任务逐年增加，其中最
远的岛屿海上航行来回需历经40多
个小时。通过一次次计量检定、校准，
省计量测试所将量值传递普及到祖国
的最南端，为三沙市以及整个海南岛
的众多企业送去优质的服务，为边疆
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与保
障，为三沙市地方经济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的计量技术基础。

近年来，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下属
的省计量测试所紧贴全省地方经济发
展的迫切需要，大力发展能力建设，通
过不断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夯实
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计量人才培养，提
高了我省计量综合服务能力。

省计量测试所是省计量行政部门
依法设置的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经过58年的发展，由原来的65项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到现在已建立长度
计量、力学计量、电学计量、理化计量、
热工计量、衡器计量等，共117项社会
公用计量标准，其中省最高标准82
项。可开展检定的项目为160项，申
请认可的检测领域为13项，申请认可

的校准领域为239项。可开展几何量
计量、力学计量、热工计量、电学计量、
声学计量、无线电计量、时间频率计
量、电离辐射计量和化学计量等领域
的量值传递，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
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
计量标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
全防护、医疗卫生和环境监测方面的
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
等，实行强制检定。

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新型检定
站，扩大计量检定范围。2016 年 7
月，省计量测试所与海南民生管道燃
气有限公司共同合作共建的省计量
测试所气体流量检定站隆重揭牌。

这座检定站主要用于检定大型气体
流量计，大型气体流量计多是工厂、
酒店等使用天然气量大的商户安装
使用的，用于计算商户每月用了多少
天然气，应该缴纳多少费用。用于贸
易结算的大型气体流量计属于强制
检定范围，2016年以前，我省没有气
体流量检定站，检定大型气体流量
计，需要送到外省机构进行检定，耗
时长、费用高，给企业增加不少负
担。省计量测试所气体流量检定的
建成，不仅填补我省大流量气体流量
计的空白，进一步推动省计量所量值
溯源能力建设，为更好的服务社会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省质监局有关负

责人表示：“省计量测试所与海南民
生管道燃气有限公司合作，用社会资
本回报社会，达到共同发展的目标，
更好地为企业服务。”这座检定站建
成至今，已受理检定120多台气体流
量计，检定合格后再给商户安装使
用，确保不多收商户一分钱。

海南投入数千万元建设实验室，
以现代化的设备开拓高精细计量业务
领域，脱贫发展的“瓶颈”。省计量测
试所目前在建实验室项目共2个，澄
迈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计量测试实验
楼项目，坐落于金江镇金马大道东侧，
实验室建设面积5000平方米，其中省
计量测试所使用面积为3000平方米，

总投资1499万元。这一实验室项目
将解决大力值、大衡器等粗大计量能
力问题，目前已完成项目验收，预计于
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省计量测试技
术研究实验楼项目属省“百日大会战”
项目，选址海口市高新区云龙产业园
内，总建筑面积为10000平方米，概
算总投资4733万元，用于解决几何量
（长度）、电磁、时间频率等高精细计量
能力问题。目前正在装修，预计今年
底投入使用。这两大项目的建成，将
彻底改变省计量测试所现有基础设施
条件差的状况，为今后引入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的项目提供强有力的实验
室保障。

如何发现电子秤作弊？
电子秤是百姓日常生活中接触最多的计量

用品，很多人认为不能人为做手脚。其实，电子
秤也会作弊，常见手段有6种：一是垫角法：秤不
放平则不准，有商贩故意将桌子放斜，或用纸板
垫高秤身一角。二是连盘出售法：商家有意不将
秤盘放在秤上，待顾客购物时，按上单价数字
后，再将放有商品的秤盘放在秤上计量，结果盘
的重量也就成了商品的重量。三是留底数法：有
的商贩在表示重量的数字中先储存一定的底数，
消费者购物时，先储存的底数连同所购商品一并
计算价款。四是冲击法：空秤时将商品重重地丢
进秤盘，冲击力使秤的重量数在一瞬间被人为加
大，待顾客尚未细看时，商贩已将商品拿起，随
即报出价款。五是遮字幕法：有的商贩故意将商
品等物堆于电子秤的字幕屏前，使顾客看不清楚
字幕上的单价，乱报重量和金额。六是吸铁石
法：在电子秤的底部放置吸铁石，使电子秤字幕
的价格改变。

钥匙串、手镯、手机等固定重量的随身物品，
都是电子秤的“测谎仪”。记住它们的重量，如果
怀疑电子秤有问题，不妨将钥匙串等放上去称
量。如果数据有变化，说明电子秤作弊，消费者可
拒绝购买，或举报。

加油量超过油箱容积？
为什么加油量会超过汽车油箱的容积？加

油机准不准？在汽车油箱的上部表面形状会有
不规则的凸起部分，正常加油状态下，凸起的部
分中存在着空气，与油箱口盖一起调节油箱内的
压力。如果加油到油箱口，这部分空气被油挤出
油箱，加进的油量就会比额定容积多许多，同时
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车主要求加满油箱，加
油量是油箱的最大容量，就远大于油箱的额定
容积。建议车主每次加油只加额定容积容量，
既符合安全要求，又减轻汽车的负载。出现实
际加油量大于汽车燃油箱额定容积这种情况时，
不能说明加油机计量不准。《计量法》规定：加油
机必须经过质监部门定期检定合格才能使用。
因此可以看加油站的加油机是否经过质监计量
检定部门检定合格，贴上有效期内的绿色的检定
合格证。

如何选购家用血压计？
家用血压计一般常以电子血压计为主。家用

电子血压计从测量方式上主要有两种，一是臂式、
二是腕式。腕式的电子血压计，不适宜患有血液
循环障碍的糖尿病、高血脂、高血压病人用。因为
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会加速动脉硬化，引起患
者末梢循环障碍，导致手腕血压与上臂的血压测
量值相差较大。建议这些患者和老年人选择臂式
电子血压计。选购时要进行两项检查：一是外观
检查：血压计被列为我国依法管理的计量器具，注
意看厂家的标牌，包括产品名称、型号、测量上限、
制造厂家名称和出厂日期，以及标准文号和批准
文号。二是精度检查：第一次用水银柱血压计测
量血压，休息3分钟后，用电子血压计测量第二
次，然后再休息3分钟，用水银柱血压计测量第三
次。取第一次和第三次测量的平均值，与第二次
用电子血压计测量值相比，其差值一股应小于5
毫米汞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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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数千万元建设实验室，开拓高精细计量业务领域

我省提升计量综合服务能力

省质监局开拓计量技术服务新领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力保障服务 为加快建设美好新海南作贡献

今年5月20日是
第 18个世界计量日，
主题是：计量与交通。

近年来，海南省质
量技术监督局充分发
挥职能作用，不断加强
技术能力建设，服务经
济、服务民生、提质增
效，为海南质量强省提
供强有力的计量技术
支 撑 和 保 障 服 务。
2016年，省质监局下
属的省计量测试所完
成仪器检定 20 万台
件。2017年，社会公
用计量标准由原来的
65项增加至117项，可
开展的检测项目达
160项，申请认可的检
测领域 13项，申请认
可的校准领域为239
项。检定时效由原来
的15个工作日缩短至
10个工作日，以优质
计量技术保障服务促
进海南经济转型升级。

省质监局局长、党
组书记林盛梁说：“发
挥职能优势，扎实推进
民生计量，大力落实在
全国率先实施的政府
买单、免费检定相关强
检计量器具的计量惠
民政策，持续加强对集
贸市场、餐饮业等常规
计量检查，维护国际旅
游岛良好消费环境，不
断建设计量高端项目，
开拓计量技术服务新
领域，促进海南经济转
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
展。以实际行动贯彻
落实省第七次党代会
精神，为加快建设美好
新海南做出贡献。”

省质监局进一步加强旅游市场、
购物商场、水果摊点、海鲜排档、宾馆
酒店等场所的计量器具强制检定，确
保在用计量器具准确可靠，依法严厉
查处强检计量器具未检或超期使用等
违法行为，严厉打击短秤少量、故意作
弊等违法行为，维护良好市场计量秩
序，全力服务全域旅游。

“我们除了一年一次强制性检定
旅游场所的秤之外，每年的五一、国

庆、春节等旅游长假期间，我们都派人
到旅游场所现场检查，防治作弊秤短
斤少两，欺诈游客。”万宁质量技术监
督局局长高平说。今年5月14日，万
宁质量技术监督技术所所长王波到首
创奥特莱斯的海南特产超市，检查电
子台秤的铅封口是否动过。超市经理
郑吕高说：“质监部门经常对我们商家
监督，公平交易才能长久。超市开业
两年，从来没有被游客投诉过。”

省质监系统加强对旅游景区、乡村
游景点自产的定量旅游商品进行监督，
确保旅游产品的净含量与包装标注的相
符。王波经常带人到兴隆热带植物园、
乡村游景点兴隆咖啡庄园的车间，查看、
校准包装旅游产品用的电子秤。兴隆热
带植物园的中试工厂质检负责人宗迎
说：“校准的电子秤不仅确保旅游产品重
量足，还确保产品的检测数据精准，保证
产品质量。”兴隆咖啡庄园的负责人曾祥

峥说：“我们包装生产线上的电子秤5分
钟校准一次，确保不少游客一丝一毫。”

省质监局开展诚信计量示范建
设，引导我省较大型超市、集贸市场、
旅游产品购物场商场、水果摊点、海鲜
排档、宾馆酒店等场所开展诚信计量
自我承诺，并向社会公示，接受消费者
和社会的监督，创建放心消费的旅游
市场环境。2016年共对16000台集
贸市场计量器具进行了周期检定。

“省质监局充分落实各项计量惠
民政策，维护群众利益和权益，近年来
已将电子秤等44种涉及民生、医疗及
工业生产的计量器具检定费用列入财
政预算，确保我省计量市场秩序健康
有序发展。”省质监局计量处负责人张
圣凯说。

交通计量是国家质量体系和国家
计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省
计量测试所建立与交通相关的计量检
测项目共计26项，其中热工室建立出
租汽车计价器检定装置，长度室建立
其余25项计量检测项目。2016年5
月10日，为了检测与调试数台雷达测
速仪与机动车超速自动监测系统省计
量测试所长度室的检定员顶着烈日，
在海南环岛高速公路的应急车道上做

测试准备，为了掌握准确的数值，检定
员还需驾驶汽车超速或低速行驶。省
计量测试所每年为海南环岛高速公路
600多公里的100余套自动监测系统
做一次检定，确保监测系统精准无
误。“计量检定为市民安全出行、为我
们准确执法提供了技术保障。”省公安
厅交警总队的鲁警官说。

去年海口出租车调价，省计量测
试所及时检定2900多辆出租车计价
器，有效杜绝欺诈乘客的行为。今年
5月9日，省计量测试所出租汽车计价
器检定站门外整齐有序的排列着数辆
待检的出租汽车，3名检定员忙碌地
检定出租车计价器。目前，省计量测
试所每年为我省检定3000余辆出租
汽车计价器，合格率达到92%，其中

检出部分不合格的计价器，会当场进
行调整。海口宝岛出租汽车公司的王
司机说：“省计量测试所免费检定，维
护了司机和消费者双方的权益。”

“血压计、心电图机、B超机、X光
机、CT机……”都属于强制检定的医疗
计量设备，其安全性和准确性直接关系
到患者生命安全。省政府决定自2014
年1月1日起，全省公益医疗机构在用
医疗设备执行免费检定和校准，这一重
大计量惠民举措，走在全国民生计量的
前列。2014至2016年，省计量测试所
检定全省公益型医疗设备受检总台数
累计6.7万台件，在用设备受检率达
100%。省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数量多，
检定任务量大。省计量测试所成立12
人小分队，由医学室主任王鼎凤带队，

今年5月2日入驻省人民医院检测医疗
设备。没有足够的医疗器具检测场地，
检定员邝仕敏、陈祀帅就借用医院活动
室的乒乓球桌，组成了临时的检定点，
血压计、心电图机、监护仪等体积小、重
量轻的医疗计量器具，检定一台，拿走
一台，不耽误患者使用。CT机、X光
机、核磁共振仪等大型的、无法搬运的
医疗设备，检定员走到现场检定。为保
证患者持续用设备，检定员不休节假
日，加班到深夜11点钟，抢时间、抢进
度，确保省人民医院医疗设备按时完
检，数据准确可靠，不让任何一台医疗
设备“带病上岗”。省人民医院设备科
科长吴多育说：“医疗设备强制检定关
乎患者的生命安全，不敢丝毫懈怠，确
保每一台医疗设备都合格。”

服务全域旅游 保护游客权益

落实惠民政策 推进民生计量

满足企业需求 服务提质增效

省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实验楼总建筑面积为1万平方米，正在装修，预计今年底投入使用。

计量检定人员对海鲜大排档的
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计量检定人员对公益性医疗机构的计量器
具进行免费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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