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双随机咲 〔2021〕 2号

美子貫初落実 《江方省 “双随机、一公弄"

監管実施知スU(減行 )》 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各有美単位 :

力貫物落実《江亦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実施タロス1(拭

行 )》 ,辻一歩推辻我市市場止管頷域部11咲合 “双随机、一公

升"上管工作,念1新市場上管理念禾口上管方式,提升事中事后監

管妓能,現就有美事項通失口女口下 :

一、秋板推逆江亦省市場監管信息平台庇用

江沐省市場監管信′息平台足省、市政府明碗的升展 “双随

机、一公升"監管和渉企信′息坑一リヨ集、共享交換的工作平台。

使用平台升展 “双随机"抽査情況已納入国家菅商不境汗介わ

仝省高反量友展考核指林。各致政府部11要ル格落実 《市政府

美子
`,友

在市場上管飯域仝面推行部11咲合双随机一公升監管

実施亦法的通失口》 (宇政友 〔2020〕 20号 ),依托江赤省市場

監管信′息平合定立抽査事項清単、栓査対象名永庫わ執法栓査

人員名永庫,升晨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同時,要接照《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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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亦公斤美子推辻江沐省市場上管信息平台近行管理工作的

実施意兄》(宇政赤友 〔2018〕 48号 ),週辻平台及叶履行 “告

女口"、 “汰飯"、 “反債"等取責,格本部日形成的渉企信′息及

叶、准後、完整、坑一リヨ集至市場上管信′息平台。

二、全面実行 “双随机、一公牙"監管

市場上管頷域相美部11(市 、区“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

席会袂咸貝単位 )要奄(新監管理念わ止管方式,除宣接渉及公

共安全
～

人民群余生命健康等特殊行立、重点頷域外,原 只1上

所有的行政栓査都反ミ辻 “双随机"抽査的方式遊行,取代日常

上管原有的巡査キ1禾口随意栓査;建立以“双随机、一公升"上管

力基本手段,以重点上管カネト充的常恣/1L上管机十1。

其他渉及市場止管飯域取責的部日也要私板装交渉企監管

理念 ,奄1新上管方式,逐歩建立以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力基

本手段的上管方式。

三、全面牙展部門瑛合 “双随机、一公牙"監管

市場上管頷域相美部11要対照 《南京市市場監管頷域部日

琺合抽査事項清単 (第 一版 )》 ,秋板升晨部日咲合抽査,切実

減少渉企栓査数量。各友起部日要主功協調配合部11,結合各

部日工作実隊,共 同十1定抽査任券,各配合部11要秋板哨泣友

起部11,硫定栓査事項,大真参寺抽査。争取週辻九年的状合抽

査工作,在各飯域形成相対固定的咲合抽査姐合,建立起常恣

化的部日咲合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机制。

其化渉及市場上管頷域取責的部11也要対照 《南京市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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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頷域部日咲合抽査事項清単 (第一版 )》 ,私枚逍辻部日咲

合抽査的方式升展渉企栓査,提高止管戒能,推劫我市菅商不

境辻一歩仇化。

附件: 1.南 京市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任芥分工表

2.江募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実施如只|(拭行 )

南京市 “双 管咲席会袂

日

P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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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有美単位名単

市友晨茨革委、市教育局、市公安局、市人力資源社会

保障局、市生恣不境局、市城多定没委員会、市住房保障
～

房声局、市交重透輸局、市水立水柑局、市商券局、市文化

和旅洋局、市工生健康委、市泣急局、市攻芥か、市市場上

管局、市坑十局、市地方金融上管局、市税券局、金陵海美

市科学技木局、市工立和信ソ憩化局、市民族宗教事芥局、市

民政局、市財政局、市規ミ1和 自然姿源局、市水券局、市城市管

理局、市声播屯祝合、市体育局、市医庁保障局、市根食希口物姿

儲各局、市人民防空亦公室、市互咲回信息亦公室、市新同出版

局、市象化国林局、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菅管部、市由「攻管理局、

市畑草局、市気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陳、市通信管理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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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京市 “双随机、一公牙"監管任劣分工表

主要任努 責 任 分 工

督査考核

市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席会洪亦公室久責対各区、各

部11年度 “双随机"監管工作千展情況辻行督査考核;市各

有美部日久責対本系坑升晨 “双随机"監管情況督査指早。

年度抽査廿災|

年初,市各有夫部 11久 責キ1定各自監管頷域的本部日或本

系統抽査十kl以 及部日咲合抽査廿刻,扱市 “双随机、一公

升"監管咲席会洸亦公室各案。

抽査事項清単

市各有夫部日女責十1定本部日監管頷域的抽査事項清単以

及部日咲合抽査事項清単,完善至江赤省市場監管信息子

合井功恣笙伊。

栓査対象庫

市各有夫部日久責週址江沐省市場監管信ソ憩平合定没本部

11監 管頷域的栓査対象庫丼功恣筆ケ,指早仝市本系坑建

浚栓査対象庫。

執法栓査人員

庫

市各有美部日久責通辻江林省市場監管信恙平台建没本部

11執 法栓査人員岸井辻行功恣雄ケ,指早仝市本系統建没

執法栓査人員庫。

抽査工作指引 市各有美部日久責キ1定本部11監 管飯域的抽査工作指71。

抽査工作升展
市各有夫部11久 責参与、指早本部日監管頷域的 “双随机、

一公升"抽査工作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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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任努 責 任 分 エ

箸呆回填

市各有夫部日久責参与、指早本部日監管頷域的栓査結果

回填;栓査結果要在栓査錯末后 10今工作日内禾入江亦省

市場監管信息平合,由 平台推送至国家企立信用信息公示

系統 (江赤)公示。

平台定没

市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席会袂亦公室久責市各有夫部

日平合泣用工作的指早,市各有美部日可根据本部日監管

頷域抽査工作需要拘市咲席会洪亦公室提出平合仇化完善

的意几建洪 ,由 市咲席会洪亦公室向省咲席会袂亦公室反

債。

部日咲合抽査

接照 “進主管、淮監管",市各有夫部11在主責監管頷域友

起部日咲合抽査,会同配合部日十1定栓査方案,明 衝抽査事

項、抽査主体、抽IElt♭ヒ例、栓査叛次、結果永入、以責分エ

等。栓査工作箸末后及叶,[恙 栓査結果,依取能千 10今エ

作日内警栓査結果永入江亦省市場監管信ソ憩平合,由 平台

推送至国家企立信用信息公示系統 (江 沐 )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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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亦省 “双随机、一公井"監管実施鋼Anll

(減行 )

第一章 息 スJ

第一条 力科学規疱升展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切実

提高江亦省 “双随机、一公牙"監管妓能不口監管水平,打造公

平、有序、城信的埜済社会友晨不境,根据 《仇化菅商不境条

171》 (国今第722号 )、 《国券院夫千在市場監管飯域仝面推

行部日朕合 “及随机、一公牙"監管的意几》 (国 友 〔2019〕

5号 )、 《省政府印友美子在市場上管飯域仝面推行部日咲合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実施亦法的通力》 (沐政友 〔2019〕

54号 )和 《省政府美子カロ張わ規苑事中事后上管的実施意兄》

(亦攻友 〔2020〕 59号 ),十1定本実施如只1。

第二条 本タロス1所称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足指各有

夫部11随机抽取栓査対象、随机抽取執法栓査人員、抽査情況

及栓査結果及叶向社会公升的監督管理行力。各有夫部日要者

公平公正的理念貫穿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始冬,抽査栓査

方式可以員活多祥,井根据実昧情況逃捧恰当的方式牙晨抽査

栓査。

第二条 市場監管飯域仝面実行 “双随机、一公升"上

管,際宣接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余生命健康等特殊行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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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飯域外,原只1上所有的行政栓査都泣通辻 “双随机"抽査的

方式辻行,取代 日常監管原有的巡査十1和 随意栓査,形成常恣

化管理机寺|。

第四条 除法律法規明碗規定タト,抽査事項、抽査十表|、

栓査結果都要及叶、准碗向社会公牙,碗保 “双随机、一公

升"上管依法有序升展,社筵任性執法。

第五条 本′ロス1近用千所有行政執法部日在市場監管頷域

以 “双随机、一公升"方 式升展的上管工作。対渉及重大安全

和公共不1益 、未列入抽査事項清単的上管事項,接照法律法規

規定的方式ル格監管。対通辻投訴挙扱、装亦交亦、数据上淑|

等友現的辻法逹規今案残索,要立ヌ「実施栓査、炎畳。要堅持

同趣早向,対通辻上述渠道友J/1t的 普追性同趣わ市場秩序存在

的炎出八隆,要通辻 “双随机"抽査等方式,対所渉抽査事項

升展有針対性を項栓査,井根据実昧情況碗定抽査♭ヒ例,碗保

不友生系坑性、区域性八隆。

第六条 什対同一栓査対象的多企栓査事項,泣 当尽可能

合井或者幼入部 11朕合 “双随机"抽査疱曰,逐歩実現部日咲

合 “双随机"抽査常恣化。

第二章 工作机制

第七条 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咲席会決足推逃仝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的指早オロ休凋机杓。主要負責研究貫

御国芥院有美推逃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的工作部署禾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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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カロ張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指早祢凋和督促栓査;カロ張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坑等,形成部 11協 同、上下咲劫、有

机街接的工作机キ|;研究解決 “双随机、一公升"止管的困准

わ同趣;姐奴交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盗紛倣法,通扱相

美工作情九;完成省llX府 交亦的其化事項。

第八条 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咲席会洪亦公室没在

省市場監管局,承担咲席会袂 日常工作,負 責仝省 “及随机、

一公升"監管的姐奴指早、政策十1定 、督査考核、平合建没等

工作,研究提出推辻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的」Tk策建袂,督

促落実咲席会袂決定事項,承亦咲席会袂交亦的其化事項。

第九条 升晨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的省有夫部日主要

負責各 自上管頷域 “一単西庫"建浚、抽査十刻キ1定 、抽査♭ヒ

例碗定、栓査姐奴実施以及督査指早等工作。

第二章 主要任努

第十条 江落省市場上管信ッ息平台作力仝省坑一的 “双随

机、一公升"上管工作平合,与 省 “互躾回+上 管"系 坑実叶

対接。各地各部日要依托核平合升展本部日 “双随机"抽査禾ロ

部日咲合 “双随机"抽査,已 名建没井使用的工作平台要々省

象平台整合融合,避免数据重隻永入、多共扱送,部 1可 相美上

管信息通辻省鉄平合実現互咲互ミ。着力規疱十表|キ1定 、銘単

抽取、結果公示、数据存楷等各項抽査栓査工作程序,倣至1仝

程留痕、責任可迫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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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キ1定抽査事項清単 (ヌ「 “一単")。 省有美部

11要按照省 “互瑛回+上管"事項清単杭理林准,在 国芥院各

部委上管事項清単的基拙上,結合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等流

理本部日、本系統監管事項清単,林注出近用 “双随机"止管

禾口部日咲合随机止管的事項,井 明挽抽査依据、実施主体、栓

査内容、栓査方式、咲合部日等内容。随机抽査事項清単泣根

据法律、法規、規章立政疲猾わェ作実昧情況等辻行劫恣凋

整,井及叶週辻相夫回堵和平台向社会公升。

随机抽査事項分力重点栓査事項和一般栓査事項。重点栓

査事項針対渉及安全、反量、公共不1益 等飯域,抽査しヒ例不浚

上限;抽査♭ヒ例高的,可 以通辻随机抽取的方式碗定栓査批次

順序。一般栓査事項分対一般上管頷域,抽査♭ヒ例泣根据上管

実隊情九片格逃行限制。

第十二条 建没栓査対象銘泉庫和執法栓査人員銘泉庫

(坑称 “両岸")。 省有美部日根据法律法規わ部日取責分

工,接照 “淮常批、進監管,進主管、淮上管"的原ヌ1,在省

市場止管信′息平台建浚 “西庫"井功恣象ク。対己建岸的,可

以通辻分炎林注、批量早入等方式,者寺部日以責IEl対泣的栓

査対象名永庫和21tt法 栓査人員銘永庫早入省市場監管信息子

合;対 日前尚未建庫的,可在省市場上管信息子合上自行建

立.

栓査対象名永庫既可以包括企立、企体工商声年市場主

体,也可以包括声品、項目、行力等。執法栓査人員%永岸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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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所有相美自々行政執法美公芥貝千口具有行政よ法姿格的工作

人員,井接照執法姿反、立芥寺K辻行分炎林注,提高抽査栓

査的を立性。各単位在建立執法栓査人員名泉庫的基袖上,可

探索建立補助人員庫,包括栓ЛI机胸、科研院所、行立寺家

等,4辻嘴取寺家各詢意兄等方式補助抽査,満足を立性抽査

需要。各坂部日負責本格区執法栓査人員的匹配工作.要鰊合

考慮所絡区域地理不境、人員配各、立芥寺K、 保障水平等客

規因未,因地十1宜逃捧随机抽取執法栓査人員的方式。対執法

栓査人員有限,不 能満足本区域内随机抽査基本条件的,可 以

来取宣接委派方式,或実行跨区域協作,由 共同的上鉄部 11銃

箸抽取栓査対象不口執法栓査人員。跨行政区域執法栓査的法律

文ギ由対被栓査対象具有管帯枚的部日作出。      r
第十二条 省有美部 11泣坑箸キ1定本部日或本系坑年度抽

査工作十え1以 及牽共友起的部日咲合抽査十刻,千毎年3月 底

前キ1定 ,碗定抽査叶同、抽査疱曰和抽査対象数量等,報省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咲席会袂亦公室各案,省 “双随机、

一公升"上管朕席会袂亦公室千毎年4月 初涯恙友布年度部 11

朕合抽査汁kl。 各部日在キ1定十kl叶 ,泣接照法律、法規、規

章規定和監管頷域、拭法仄仁的実隊情況,対栓査対象依据不

同八隆等級、信用坪介結果或失信状況釆取差昇化分炎上管措

施,合理碗定、劫恣調整抽査♭ヒ例、頻次和被抽査概率,既保

近梵要的抽査覆蓋面禾口監管妓果,又防止任意栓査矛口執法枕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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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省有美部 11根据本部日随机抽査事項清単,十1

定随机抽査工作指引,対栓査程序、栓査内容、栓査方法等作

出明碗規定,方便本系坑執法栓査人員操作,提高抽査栓査規

疱化水平。

第十五条 省有美部 11接照法律法規和 “二定"規定明挽

的監管取責和上管事項,在各自上管飯域姐鉄升晨本部日、本

系統 “双随机"抽査,友起或参考部日咲合抽査。部日咲合抽

査可以由一介部日牽共友起,其化相美部日参々升晨;也可以

由多企部日共同友起。

第十六条 対千各 自監管飯域突友八隆禾口情況,上象部日

交亦的工作,未夕1入朕合抽査年度工作十kl的 ,可 以由友起部

1可 姐奴1缶 叶性咲合抽査。需要升晨的寺項整治,渉及本地区部

日咲合抽査事項清単的,原 只1上要逍辻部日朕合抽査的形式邊

行,切実城少渉企栓査数量。

第十七条 接照 “淮栓査、淮永入、淮公升"的 要求,各

部日在栓査劣末后,千 10企工作 曰内格栓査結果永入省市場上

管信ソ息平合,井通辻国家企立信用信息公示系坑和 “信用江

沐"回 堵等避行公示,接受社会上督。対抽査友現的ミ法逹規

行力依法カロ大な炎力度,渉嫌犯罪的及叶移送司法机美。実現

抽査栓査結果政府部 11日 互大,促辻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

寺信用上管有妓行接,依法実施跨地区、跨部 1可 的咲合懲戒 ,

増張市場主体守法自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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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亦省 “双随机、一公井"監管任努分工表

主要任勢 責 任 分 工

督査考核

省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席会袂亦公室久責対各地各部

11年度 “双随机"監管工作升展情況逃行督査考核;省有美

部日久責対本系統升晨 “双随机"監管情況督査指早。

年度抽査廿kl

年初,省有美部日負責キ1定各自上管頷域的本部日或本系

坑抽査汁kl以 及部日琺合抽査十kl,扱省“双随机、一公升"

監管咲席会洪亦公室各案;各地有夫部同十1定 的抽査十火1,

扱本家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席会袂亦公室各茉。

抽査事項清単
省有美部11久 責キ1定各自監管頷域的抽査事項清単以及部

日朕合抽査事項清単丼功恣梁チ。

栓査対象庫
省有大部日久責建没各自監管頷域的栓査対象庫井劫恣象

か。

執法栓査人員

岸

省有美部日久責建没本象執法栓査人員庫,指早仝省系統

建浚執法栓査人員痒,井辻行功恣梁ナ。

抽査工作指71 省有美部日久責キ1定 各自監管頷域的抽査工作指71。

栓査升展
省有夫部日久責参与、指早各 自監管頷域的 “双随机"栓査

升展。

箸呆回填

省有夫部日久責参与、指早各自監管頷域的栓査結果回填 ;

栓査結果要在栓査結末后 10企工作ヨ内永入省市場監管信

息平台井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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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任 分 工

平台定浚

省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咲席会洪亦公室久責省“双随机、

一公升"監管工作平台建没,各有美部日根据各自監管頷域

抽査工作需要提出平台仇化完善的意兄建洪。

部日咲合栓査

接照 “進主管、進監管",各有美部日在主責監管頷域友起

部日咲合抽査,会 同参与部11制 定咲合抽査廿夫1,明 碗抽査

事項、抽査主体、抽取♭ヒ例、栓査叛次、名呆永入、駅責分

工等,硫 定栓査対象庫、執法栓査人員庫的建庫林准,姐鉄

近周省市場監管信息平台完成建庫井功恣準ク;栓査工作

結末后及 lll涯 恙l_‐ 査結果,依取能千 10企工作曰内粋栓査

箸呆永入省市場監管信′憩平合井公示。

第四章 実施栓査

第十八条 抽査可以来取実地核査、ギ面栓査、国各止淑|

等方式升晨,渉及を立頷域的,述可委托有姿反的机掏升晨栓

詮栓淑|、 財券常十、調査容洵等工作,或依法釆用相美机杓作

出的基定結搭。

第十九条 升晨栓査前,可根据需要査岡栓査対象登通、

各案、行政寺可、行lll丈 蜀等基本信′き,或委托第二方机杓、

数据公司,こ辻信息化手段辻行事先査洵,初 歩了解栓査対象

的実昧情況、可能存在的日趣等,提高栓査致率。

第二十条 実地核査,栓査人員不得少千両人,泣 当出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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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江件 (或特紳没各安全上察貝江件 )。 技木性、そ立性張

的抽査事項也可選清会十りT事券所、栓汲1机杓、科研院所、行

立寺家等参々。在核査中,泣注意逍辻文字、音叛或影像等方

式留存核査痕述,必要叶可逆清有夫人員作力几江人。

第二十一茶 升晨部日咲合抽査,友起部11泣 当会同参々

部同十1定咲合抽査十え1,明 碗抽査事項、抽査主体、抽取♭ヒ

例、栓査叛次、結果永入、取責分工等,衝定栓査対象庫、試

法栓査人員庫的建庫林准,俎奴近用省市場上管信息平台完成

建岸工作,井根据栓査対象交功、執法人員調整等情況辻行劫

恣象ク管」・I。

栓査対象可以由省須坑箸省市去三坂部日分男1抽取、分須

実施,也可由省象友起部同一次性統一抽取,省相美部11実施

栓査或格栓査対象名単下友各地相夫部日実施,市姜友起部日

可結合執法栓査実昧需求ネト充抽取。

実施部日咲合抽査前,友起部日泣当会同参寺部日倣好栓

査准各工作,召 升寺趣協調会袂,端十1栓査方案,打印栓査

表,由各相美部日通辻省市場上管信息平台分男1抽取至少一名

執法人員姐咸朕合栓査姐,其中友起部日執法人員担任姐く ,

負責姐奴休凋工作。栓査対象、執法人員如有1脂 叶交劫,泣及

叶ネト充抽取。根据需要可逆清行立飯域寺家参与,在具各条件

的前提下,双々家庫中随机逃派。

栓査小幻在栓査工作結束后泣及叶涯恙栓査結果,井依以

能者栓査情況永入省市場監管信′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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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二十二条 市場上管部日作力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

的牽共単位,要充分友拝牽共作用,カロ張坑等協調,カロ張対省

市場監管信′息平合的泣用指早,升展立芥培)|,解決抽査工作

中的困准和国趣,週扱工作情況,交流名詮倣法等。省各有美

部日要統一思想大沢,仇化頂晨没十,カロ張対本系統 “双随

机、一公升"上管的督査指早,秋板升展或参有部 1可 朕合抽

査。各部日要大力宣借 “双随机、一公升"監管,恙劣推声好

埜詮、好微法,鼓励和引早仝社会参有,提升 “双随机、一公

升"上管的社会影 pF・

l力 和公A舛 晩度,菅造良好的社会典沿気

曰。

第二十三条 各有夫部日要秋板近泣市場監管新形勢的要

求,着力提升執法栓査仄41能力水平。要辻一歩増張責任意

沢,対恙子駅守、履駅尽責的,要分予表物和鼓励;対未履

行、不当履行或辻法履行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以責的,要

依法依規ル粛丈理,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美迫究升1事責

任。各有夫部日可依照法律法規規章規定,結合本部目的工作

実隊,十1定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履取責任清単。按照 “尽

取照単免責、失取照単日責"原 ス1,凡晋格依据抽査事項清単

和相美工作要求升展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栓査叶未査出

日趣,ス 要執法人員已接照法律、法規、規章規定和栓査要求

履行取責ユ不存在濫用撃枚、狗私舞弊等情形的,或事后友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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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主体存在的同趣寺核次栓査元因呆美系的,免 予追充相美

責任;栓査対象未被抽至1,七未接到投訴拳技、有美部日特亦

交亦辻法逍規銭索,市場主体出現同趣的,執法人員泣予免

責。

第二十四条 在市場上管頷域仝面推行 “双随机、一公

升"監管足市場上管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末国券院

及各象政府的重要督亦内容。省有夫部日ri7当 格 “双随机、一

公升"監管幼入年度重点工作,要カロ張督査栓査,晩保推逃及

叶、升晨有序。省咲席会袂亦公室者祝情対 “双随机、一公

升"上管工作情況辻行考核。

第二十五条 各象咲席会袂亦公室可按照本如ス1要求,結

合工作実隊,対本地区推辻 “双随机、一公升"上管倣出如化

規定。

第二十六条 本実施如ヌ1白 公布え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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