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你点我办、你评我改”基层行、企业行、项目行十项现场服务清单

序号 项目类别 服务内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联系方式 联系人

1 行政许可服务

提供“三品一械”广告等市场监管行政许可事项材料预审、容缺受

理、专家预审、远程评审、现场发证服务
行政许可处 即办

86897023
18936781789 王 琦

对疫情防控用一类医疗器械生产企业提供申报资料预审 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606238

18012090421 张传玮

疫情防控用一类医疗器械产品备案现场办证 药品和医疗器械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606238

18012090421 张传玮

2 协调上争服务

协调需要省市场监管局信用修复的事项 信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606202

18936781686 李 萍

协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省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注册、备案、许

可、核查审批提速
特殊食品和化妆品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606288
18994690688 丁晓春

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上争地理标志商标注册 商标品牌发展处 即办
86606801

18936781001 刁江平

协调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商品条码新用户注册审批提速 标准化院 7个工作日
86898991

18752605377 郭 健

3 质量提升服务

省级以上质量奖、江苏精品、省质量信用等质量品牌荣誉申报辅

导
质量发展处 即办

86882105
15152612965 丁 帅

企业卓越绩效管理模式辅导 质量发展处 即办
86882105

15152612965 丁 帅



序号 项目类别 服务内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联系方式 联系人

3 质量提升服务

工业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难题提供质量问诊 质量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883903

15996071699 戴云山

食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难题提供质量问诊 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883997

18052616809 周金琪

省级以上企业标准“领跑者”申报辅导 标准化处 即办
86887376

18936781021 刁 鹏

省级以上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申报辅导 标准化处 即办
86887376

18936781021 刁 鹏

企业高层次、引领性标准研制指导 标准化处 即办
86887376

18936781021 刁 鹏

学生服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质量难题提供质量问诊 纤检院 7个工作日
86882170

13505262226 黄立生

4 知识产权服务

专利挖掘与布局、专利分级分类管理等专利申请策略辅导 知识产权促进处 即办
86399084

18168556836 张 莉

企业知识产权管理标准化辅导 知识产权促进处 即办
86399084

18168556836 张 莉

省级高价值专利培育计划项目申报辅导 知识产权促进处 即办
86399084

18168556836 张 莉

省级高价值商标培育计划项目申报辅导 商标品牌发展处 即办
86606801

18936781001 刁江平

先进装备制造与医药产业专利预审咨询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即办
86200606

18961089979 叶 平



序号 项目类别 服务内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联系方式 联系人

5 特种设备服务

已取得特种设备制造、安装、修理、改造等资质的企业在生产过

程中出现的质量难题提供质量问诊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 即办

86882101
13285229988 张 新

申领特种设备制造、安装、修理、改造等资质企业的技术咨询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 即办
86882101

13285229988 张 新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技术咨询及业务培训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处 即办
86882101

13285229988 张 新

6 食品安全服务

对没有制定标准的“其他类”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制定指导 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883997

18052616809 周金琪

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信息化追溯系统建设现场指导 食品流通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200608

18052616816 孟 健

学校集体用餐配送企业实施 ISO22000（食品安全质量管理体系）、

HACCP（危险分析及关键控制点）认证指导
餐饮安全监督管理处 即办

86200660
15312380588 钱小萍

特殊食品生产企业产品测试方法改进 食检院 7个工作日
86815916

18168555276 陈 伟

7 医药产业服务

生物医药相关产品（如制剂、中间体、医疗器械等）含量测试、

物质测试、粒径分析，开展检测方法的设计、验证和改进
质检院

7个工作日

给出实施方案
86882122

18961089755 张子良

提供生物医药企业在线 PH计、紫外辐射度计、生物安全柜等设

备量值溯源难的解决方案
计量院 即办

86882169
15195241778 高 鹏

中药饮片生产企业显微鉴别技术服务 药检院 即办
86200636

18052616980 柏大为

中药饮片产品黄曲霉毒素、农药残留等质量检测 药检院 5个工作日
86200636

18052616980 柏大为

提供医疗器械企业医疗器械唯一性编码（UDI）实施、应用技术

指导
市标准化院 即办

86898991
18752605377 郭 健



序号 项目类别 服务内容 责任处室 承诺时限 联系方式 联系人

8 股改融资服务

拟上市企业股改全程服务 行政许可处 即办
86897023

18936781789 王 琦

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价值评估和融资材料预审 知识产权服务处 即办
86399082

18036780992 王 俊

9 检验检测服务

有检验检测优势资源的企业剥离实验室成立第三方检测机构的业

务指导
认可与检验检测监督管理处 7个工作日

86882092
18052610768 蒋晓征

企业计量器具检定校准服务 计量院 7个工作日
86882169

15195241778 高 鹏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作业危害因素分析和个体防护装备选备指导 特防中心
7个工作日

给出实施方案
86989902

18961089399 顾海燕

10 维权援助服务

企业商业秘密维权全程服务 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处 15个工作日 18052610619 黄冬彬

涉企乱收费维权服务 服务价格监督检查处 即办
86882096

13016721008 陈继海

知识产权维权应对指导 知识产权保护处 即办
86399085

18936781656 曹红春

协调行业专家提供专利侵权判定意见 知识产权保护处 15个工作日
86399085

18936781656 曹红春

企业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分析 知识产权保护处 15个工作日
86399085

18936781656 曹红春

企业打假维权全程服务 稽查处 即办
86200615

18052616806 陈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