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检办法函〔2015〕128号

质检总局办公厅关于
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修改意见的函

国防部、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

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卫生

计生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工商总局、安全监管总局、食品

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统计局、林业局办公室，国务院法制办秘

书行政司，地震局、粮食局办公室，能源局综合司，国防科工局、

海洋局、测绘地信局办公室，铁路局、民航局综合司，中医药局

办公室，中国铁路总公司、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石油天然气

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国家电网公司:

根据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在总结计量监管工作实践经验和

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的基础上，质检总局启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修订工作。经过实地调研、研究论证，修改形成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现印送你单位征

求意见，请予研究，并于2月17日前将书面意见反馈我局法规司。

电子版请发至联系人邮箱。



联系人:庄磊 电话:82261671

传 真:82260107 邮 箱:z卜uaogl@aqsiq.gov.cn

附件:1.《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2.《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修订说明

3.计量法修订前后对照表

—2—



附件1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立法宗旨)为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的统一和量值的

准确可靠，规范计量活动，促进经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维

护国家、公众的利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计量单位，建

立计量基准、计量标准，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计量器具，

从事商品量和能源计量等活动以及实施计量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

法。

第三条(计量单位)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国家选定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其他计量单位为法定计量单

位。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由国务院公布。

因特殊需要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

门做出相应规定。

第四条(标准时间)国家实行统一的标准时间。

国家标准时间的产生、发播和使用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制定。

第五条(监管体制)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计量活动

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在各自职责范围

内对有关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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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

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照

本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六条(政府义务)国家鼓励、支持计量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

推广先进的计量科学技术和计量管理方法，加强国家计量基础设施

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将

计量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

算。对在计量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给予奖励。

第七条(目录管理)计量器具应当依法进行管理。国家对关系

公共利益的需要重点管理的计量器具实行许可制度，重点管理的计

量器具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

制定，报国务院备案后发布。

第二章计量基准、计量标准

第八条(建立计量基准、国家计量标准)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计量基准、国家计量标准的建立，作为统一全国量值的最

高依据。

第九条(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

部门根据本地区的需要，规划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立，作为统一

本地区量值和实施计量监督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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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规划建立的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其各项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经上级人民

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其他等级的，经同级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十条(建立部门计量标准)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根据本部门的特殊需要，可以

建立本部门使用的计量标准，其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经同级人

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一条(建立企业事业单位计量标准)企业、事业单位根据

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用的计量标准，其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

准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二条(建立计量标准条件)建立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应

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计量性能符合要求的测量仪器、系统或者标准物质;

(二)具有正常工作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三)具有称职的研究、保存、维护和使用人员;

(四)具有完善的管理制度。

其中建立计量基准和国家计量标准的，还应当具备相应的保存

和改造的技术保障能力以及参与国际比对和进行后续研究的能力。

第+三条(溯源要求)计量基准和国家计量标准的量值应当与

国际上的量值保持等效。

其他计量标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计量检定、计量校准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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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比对等方式保证其量值的溯源性。

第+四条(废除要求)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废除

技术水平或者工作状况不适应需要的计量基准或者国家计量标准。

第十五条(禁止性规定)未经主持考核的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的计量性能。

第三章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计量器具

第+六条(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制造者以销售为目的制造列入

目录的计量器具，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型式

进行批准后方可生产。其中属于标准物质的计量器具(以下简称标

准物质)，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定级鉴

定后方可销售。

境外制造者或者其代理商以销售为目的进口列入目录的计量

器具，应当经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型式进行批准后方可进

口。其中标准物质应当经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其定级鉴定后

方可进口。

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包括型式评价和批准决定。型式评价由国务

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技术机构依据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

进行。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大纲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

定。

第+七条(申请型式批准的条件)申请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定

级鉴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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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样机测试报告。其中申请标准物质定级鉴定的，有标

准物质样品、完整的研制报告、与国内外同种标准物质主要特性对

照比较报告、用户试用情况报告，其定值方法具有溯源性;

(三)有固定的生产场所和相应的生产设施;

(四)有完整的技术文件、产品标准和相关的技术规范等;

(五)有保证产品质量的出厂检验条件;

(六)有满足生产需要的技术人员和检验人员;

(七)有必要的质量保证制度和计量管理制度。其中申请具有

爆炸、易燃、毒害、腐蚀、放射性等特性的危险品类标准物质定级

鉴定的，还应当符合国家相关管理规定。

申请进口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应当符合前款第(一)、(四)项

规定的条件。其中申请进口标准物质定级鉴定的，应当符合前款第

(一)、(二)项以及第(七)项规定的条件。

第十八条(型式批准和定级鉴定的有效性)计量器具型式批准

只对批准的型式有效。标准物质定级鉴定只对定级鉴定的品种及特

性值范围有效。

第十九条(制造者义务)计量器具的制造者应当对其制造的计

量器具的产品质量负责，保证产品计量性能合格。

第二+条(计量检定、校准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

资源管理、司法鉴定、行政执法方面并列入目录的计量器具，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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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计量检定。

对本法第十三条及本条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器具，使用者

应当采用自行或者委托计量校准等方式进行量值溯源。

第二十一条(计量检定的委托)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计

量器具的使用者，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省级行政区域内经授权的

计量技术机构申请计量检定。所在地不能检定的，应当向其他经授

权的计量技术机构申请计量检定。

前款用于贸易结算方面的计量器具的使用者为经营者。

第二十二条(计量检定依据)计量检定应当按照国家计量检定

系统表进行，计量检定应当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

系统表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

第二十三条(计量校准依据)计量校准应当执行计量校准规范。

计量校准规范的制定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其他

计量校准规范由各有关方根据需要制定。

第二+四条(使用单位义务)企业、事业单位应当配备与生产、

科研、经营管理相适应的计量器具，制定具体的量值溯源的管理办

法和规章制度，保证使用的计量器具量值及其测量结果准确可靠。

第二十五条(修理单位义务)从事计量器具修理的，应当保证

修理后的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符合有关要求。

第二十六条(禁止性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破坏计量器具计量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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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违反规定制造、销售、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

(三)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的计量器具不合格;

(四)制造、销售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

软件、装置，使用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软件、

装置组装、改装和修理计量器具;

(五)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

(六)伪造、变造、冒用、租赁、借用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型

式批准(定级鉴定)、计量检定、计量校准等相关证书;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与计量活动有关的行为。

第四章商品量、能源计量

第二十七条(计量要求)经营者应当使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

的计量器具，并以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作为贸易结算依据。

对可复现计量结果的商品，商品交易场所的主办者应当在商

品交易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经计量检定合格的复验用计量器具。国

家鼓励商品交易场所的主办者统一配备计量器具提供给入场经

营者使用。

第二+八条(补救措施)经营者应当保证商品量的计量准确。

商品量的短缺量不得大于国家规定的允许值。没有国家规定的，可

以通过合同约定

商品量的短缺量大于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允许值的，销售者

应当向消费者补足短缺量或者赔偿损失。属于生产者、供货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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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销售者补足短缺量、更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后，可以向生产

者、供货者追偿。

第二十九条(定量包装商品计量要求)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应

当按照规定在商品包装上正确清晰标注净含量，并保证定量包装商

品净含量的短缺量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

国家推行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计量保证能力自我评价制度，

鼓励符合条件的定量包装商品生产者使用定量包装商品生产企业

计量保证能力评价合格标志，保证诚信计量。

第三+条(用能单位器具要求)用能单位应当在进出用能单位、

消费及库存环节对各类能源资源进行分类计量。用能单位在对能源

资源进行分类计量时应当配备、使用符合法定要求的能源资源计量

器具，对能源资源计量器具实施统一分类和动态更新管理。

第三十一条(用能单位能源资源计量数据要求)用能单位应当

建立完善的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管理制度，确保能源资源计量数据能

够溯源到有效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按照规定开展能源资源计量数

据在线采集、实时监测。不得虚报、伪造、篡改能源资源计量数据。

第三十二条(能源资源计量审查)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对重点用能单位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和使用、能源资

源计量数据管理及能源资源计量工作人员配备和培训等能源资源

计量工作开展情况进行定期审查。

第三+三条(能源效率计量检测)生产者和进口商应当保证列

入国家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目录和实施水效标识管理的产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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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效率、用水效率实际值与标注值相符。

第五章计量监督

第三十四条(监督检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计量器具，商品量和能

源计量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中涉及计量检定、

校准、检验、测试等技术活动的，可以指定有关计量技术机构按照

有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等进行。

第三+五条(计量技术机构职责)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设

置国家计量技术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

以根据需要并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设置地

方计量技术机构。

国家计量技术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保存和维护计量基准和

国家计量标准。地方计量技术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保存和维护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应当依法进行量值传递，开展计量科学研究，

为实施计量监督、促进科学和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提供技术保证。

第三十六条(计量技术机构授权)执行计量检定、计量器具型

式评价等任务的计量技术机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

主管部门授权:

执行本条前款规定任务的人员，应当按照规定经有关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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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七条(授权条件)执行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任务

的计量技术机构，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有法人资格;

(二)有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固定场所、工作环境和设施;

(三)有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其各

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经考核合格;

(四)有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人员和管理制度;

(五)有与其执行任务相适应的技术水平和计量管理能力。

第三十八条(计量校准机构)向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的机构，

应当根据开展的计量校准服务项目建立相适应的计量标准，并有与

其开展的计量校准服务项目相适应的场所、环境、设施和人员，其

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标准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

主持考核合格，并能独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计量校准机构应当妥善保存提供计量校准服务中的各项记录，

并对其出具的各项计量校准数据和报告负责。

第三十九条(计量校准义务)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应当在平等、

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计量校准服务机构和委

托方应当以合同、协议或者其他约定的形式确定校准的有关事项。

第四+条(强制措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

涉嫌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员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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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了解有关情况;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他有

关资料;

(四)查封一、扣押涉嫌违法的计量器具以及有关设备、零配件、

商       口     扭口。

第四+一条(被检查单位的义务)任何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人

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监督检查，不得拒绝、阻碍。

监督检查中需要提供样品的，被检查单位应当按照规定的抽样

数量，无偿提供样品。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除正常损耗和国家另有规定外，样品应当退还被检查单位。未

按照规定退还的，由组织计量监督检查的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

门责令其退还或者照价购买。

第四+二条(计量认证)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检验检测机构，

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计量能力和可靠

性考核合格，方可向社会提供相关公证数据。

第四十三条(计量认证内容)检验检测机构计量认证的内容:

(一)计量检测设备的性能;

(二)计量检测设备的工作环境和人员的操作技能;

(三)保证量值统一、准确的措施及检测数据公正可靠的管理

制度。

第四十四条(禁止性规定)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校准机构和向

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检验检测机构不得出具虚假数据或者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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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条(计量纠纷处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

部门负责因计量器具计量性能和商品量所引起的计量纠纷的调解，

需要仲裁检定、仲裁检验的，可以指定有关计量技术机构进行。

当事人对仲裁检定、仲裁检验结果不服的，可以在接到仲裁检

定、仲裁检验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

门申诉。上一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进行的仲裁检定、仲裁检验

为终局仲裁检定、仲裁检验。

第四十六条(计量基准、计量标准的裁决作用)处理因计量器

具计量性能所引起的计量纠纷，以计量基准、国家计量标准或者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出具的数据为准。

第四十七条(禁止性规定)在调解、仲裁及案件审理过程中，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改变与计量纠纷有关的计量器具或者商品的

原始状态及数据。

第四十八条(申诉受理规定)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计量

违法行为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和举报。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涉及计量单位的处罚之一)违反本法规定，使用

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

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条(涉及计量单位的处罚之二)违反本法规定，制造、

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一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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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进口，没收计量器具，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五

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一条(涉及计量标准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责令其停止使用有关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有违法所

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吊销相关证书:

(一)未经批准改变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的计量性能的;

(二)使用未.经考核合格或者超过考核范围的社会公用计量标

准或者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最高计量标准开展量值传递工作的;

(三)有关计量标准未按照规定进行量值溯源的。

第五十二条(涉及未经型式批准计量器具的处罚)违反本法规

定，制造、进口、销售列入目录的未经型式批准(定级鉴定)的计

量器具，责令停止制造、进口、销售，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制造、进口、销售计量器具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

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涉及与型式批准(定级鉴定)范围不一致的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制造的计量器具与批准的型式不一致或者制造的标

准物质与定级鉴定的品种不一致的，责令停止制造，有违法所得的，

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制造计量器具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

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定级鉴定)证书。

第五十四条(涉及不合格计量器具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制

造、进口、修理、销售的计量器具不合格的，责令其停止制造、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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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修理、销售，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制造、进

口、修理、销售计量器具货值金额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五十五条(涉及计量器具未溯源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属

于计量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经检定不合格

或者超过检定周期继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使用单位为个体工商户的，可并处一千元

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属于计量检定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

定进行量值溯源的，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五十六条(涉及破坏计量性能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使用

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破坏计量器具计量性能或者伪造数据的，没收

计量器具，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涉及残次零配件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制造、

销售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软件、装置，使用

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软件、装置组装、改装

和修理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修理、销售，没收相关计量

器具零配件或者装置，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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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条(涉及欺骗消费者为目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制

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九条(涉及伪造证书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伪造、变

造、冒用、、租赁、借用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定

级鉴定)、计量检定、计量校准等相关印、证的，没收非法印、证

和全部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条(涉及对经营者计量责任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经

营者的商品短缺量大于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允许值范围的，责

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并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

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一条(涉及对主办者计量责任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

商品交易场所的主办者未在商品交易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经计量检

定合格的复验用计量器具的，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六十二条(涉及定量包装商品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定量

包装商品生产者未在商品包装上正确清晰标注净含量的，责令改

正;逾期不改的，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定量包装商品的生产者，其生产、销售的定量包装商品的净含

量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六+三条(涉及用能单位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用能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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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

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资源计量器具;

(二)未建立能源资源计量数据档案;

(三)虚报、伪造、篡改能源资源计量数据;

(四)能源资源计量数据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或者不能溯源到

有效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的。

第六十四条(涉及能源效率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用能产品

能源效率、用水效率实际值与标注值不符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五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涉及未授权技术机构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计

量技术机构未经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权执行计量检定、计量器具型

式评价等任务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一

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六条(涉及未计量认证技术机构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

检验检测机构未经计量认证，向社会提供相关公证数据的，责令改

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七条(涉及出具虚假数据技术机构的处罚)违反本法规

定，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校准机构、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检验检

测机构出具虚假数据或者报告，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八条(涉及计量技术人员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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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机构、计量校准机构的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停

止工作，处一千元以土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伪造数据的;

(二)出具错误数据，给委托方造成损失的;

(三)违反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进行计量检定的;

(四)使用未一经考核合格的计量标准开展计量检定工作的;

(五)未取得考核合格证件执行计量检定、计量器具型式评价

等任务的。

违反本法规定，受到刑事处罚或者开除处分的人员，自刑罚执

行完毕或者处分决定做出之日起十年内不得从事相关计量技术活

动:计量技术机构、计量校准机构聘用不得从事计量技术活动的人

员的，撤销其相应资格，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二

第六+九条(涉及被检单位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拒绝、阻

碍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开展的监督检查的，责令改正;情节严重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第七+条(涉及计量执法人员的处罚)违反本法规定，计量行

政执法人员未取得行政执法证件开展行政执法工作的，以及计量行

政执法人员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殉私舞弊、

泄漏在检查过程中知悉的当事人商业秘密的，给予直接责任人员处

分;情节严重的，吊销其行政执法证件。

第七+一条(刑事责任)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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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二条(处罚实施机关)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决定。

第七章附则

第七+三条(定义术语)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一:

计量器具，指单独或与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组合，用于进行测

量的仪器、系统和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指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特性

被证实适用于测量中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期用途。

计量检定，指为评定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确定其是否合格所

进行的全部工作。

计量校准，指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由测

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则是用此信息确

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

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度。

型式批准，指根据文件要求对测量仪器指定型式的一个或多个

样品性能所进行的系统检查和试验，并将其结果写入型式评价报告

中，以确定是否可对该型式予以批准。

仲裁检定，指用计量基准或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进行的以裁决

为目的的检定活动。

产生争议的商品量所进行的以裁决为目的的计



国家计量技术规范，指计量活动中使用的技术文件。包括国家

计量检定系统表、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校准规范、计量器

具型式评价大纲以及其他有关计量技术规范。

第七+四条(与许可有关的期限要求)本法规定的行政许可的

有效期限为五年。到期申请延续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本法规定的其他与行政许可有关的期限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许可法》的规定执行。

第七十五条(收费)依照本法规定申请型式批准(定级鉴定)、、

计量标准考核、计量专业技术人员考核、计量授权、计量认证、计

量检定、仲裁检定、仲裁检验等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缴纳费用。

第七+六条(军用计量)中国人民解放军计量工作的监督管理

办法，由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别示制定。

中国人民解放军面向社会开展的计量工作适用本法。

第七十七条(有关办法的制定)与实施本法有关的管理办法、

各种印、证、标志以及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等，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制定。

第七+八条(实施日期)本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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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修订说明

一、关于修改计量法的必要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以下简称“现行计量法”)1985年

9月经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12次会议通过，于1986年7

月1日起开始实施。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的有关调整计量活动

的第一部法律，其实施20几年来，对统一我国计量单位制度，规

范计量器具管理，促进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维护国家、

人民的利益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是为数不多的施行近30

年仍未作修订的法律之一，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体

制，无法满足转变政府职能的需要，甚至也跟不上突飞猛进的科技

发展。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有

关要求，当前无论是从发挥市场作用、减少政府干预，还是为借鉴

国外先进做法、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修订计量法的客观条

件都已经成熟，且其迫切性日益显现。

一是为了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减少行政审批已是大势所趋。而现行计量法强调政府监管的色彩浓

了一点，强调行政许可的管理方式重了一点，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市

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不适应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需要，亚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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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相应调整。二是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

高，测量结果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日益加剧，而我国现行计量法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只调整计量器具未调整测量结果，国际法制计

量组织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建议成员国将预包装商品的量的监管

纳入本国法律。为了保证测量结果的真实可信，提振消费者的消费

信心，有效解决由此引发的计量纠纷，亚需对测量结果特别是当前

突出的商品量计量监管做出规定。三是随着能源短缺问题的日益严

峻，节约能源成为我国当前一项极为紧迫的任务。能源计量作为用

能单位节能管理的重要监控手段，亚待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管

理依据。四是经济全球化已大势所趋，要求建立全球测量体系、保

证测量结果的一致性的呼声愈来愈高。而测量结果的一致性除技术

保障外，更要求各国计量法之间要协调一致，要求各国计量法要尽

可能采用国际通行做法，从而实现测量方法的统一和测量结果的互

认。而我国现行计量法在规范计量活动方面与国际通行做法存在较

大差异，尤其是对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方面，现行计量法只允许通

过检定的方式对在用计量器具实施管理，与国际通行的校准方式尚

不能有效衔接，需要在计量法修订过程中尽可能采纳国际上的通行

做法。五是现行计量法规定的处罚力度太轻，计量违法成本过低，

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缺斤短两、利用计量器具作弊等坑害消费者的计

量违法行为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需要加大对计量违法行为的处罚

力度，提高违法成本。

近年来，许多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特别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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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单位要求修改计量法的呼声很高。从2000年以来，我局共收到

了涉及10余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关于修改计量法议案、提

案和建议。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7年初召

开的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提出要研究修改计量法，国务

院在《关于加强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工作的通知》(国发〔2007〕

23号)中也明确提出要研究修改计量法。2013年，国务院《计量

发展规划(2013一2020)》颁布，其中对“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计

量法》修订”也提出了明确要求。

二、修改的主要思路

修改计量法，必须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健全计量管理制度，为推动计量事业的发展，提供必

要的法律保障。在计量法修改过程中我们主要把握了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市场调节和政府管理的有机结合。为了保证市场

计量秩序的健康发展，保证测量结果的统一和准确，本次修改计量

法根据政府职能应当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

方向转变的总体要求，将原来由政府部门直接负责的有关工作交由

技术机构、行业组织或企业承担。为此，修订草案在保留了必要的

行政许可的基础上，取消了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签发，部门

地方计量检定规程的备案、进口计量器具销售前的检定以及制造、

销售、进口非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等多项行政许可。修订草案

作上述修改的意义不仅在于大大降低政府的监管成本，提高政府部

门的工作效率，更重要的是要改变政府部门在市场中的缺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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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位的状况，为今后计量市场公平有序地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

第二，体现国际规则与我国实际的有机结合。计量是国际贸

易的基础，没有统一的计量单位制度，没有测量结果的相互认可，

就无法进行经济往来，就无法开展国际经济活动。国际法制计量组

织(。工冈L)作为世界各国政府间的组织，在其起草的《国际计量法》

(2012年修订后重新发布)中指出:“法制计量活动由政府或者政

府代表来履行，是为了保证在一国法制规定的环境下，测量结果有

一个合适的可信度。”目前，英国、美国、法国、俄罗斯、韩国、

日本等国家都通过计量立法确定了计量器具型式批准、计量检定、

校准、商品量计量管理等制度。我国现行计量法由于制定的较早，

新发布的国际计量法中的许多新理念在现行计量法中没有体现。因

此，必须在研究、参考、借鉴国外计量监督管理制度和国际上普遍

接受的通行规则，并充分考虑我国具体国情的基础上修改我国的现

行计量法。修订草案借鉴了国际上通行的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方

式，即检定制度和校准制度并行，但鉴于此前我国现行计量法对校

准活动未作任何规定，而市场又需要校准活动的存在，因此，校准

市场在若干年前便应运而生，但由于缺乏法律规范、缺乏游戏规则，

当前，我国校准市场无序发展，校准机构良芬不齐，校准机构出具

虚假证书、人员缺乏自律等现象十分严重，计量器具的校准质量很

难保证，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校准工作在国际上的形象，实践中就曾

发现安徽省某计量校准机构在给一个单位出具的20余份校准证书

里竟有多达16份的证书有错误，校准市场的混乱状态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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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快规范校准行为，促进校准市场良性健康发展，及时汲取近

几年校准市场混乱所带来的管理上的教训，修订草案对计量校准活

动作出了明确规定。

第三，体现计量器具监管与测量结果监管的有机结合。由于

计划经济时代的局限性，我国现行计量法及其配套法规侧重于对计

量器具的调整，而对目前消费者普遍关心的测量结果的规范和管理

相对欠缺，特别对现实社会中大量存在且迫切需要规范的商品量的

计量管理基本未作规定。目前，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过程中，计量过程不诚实、计量结果不准确的计量违法行为时有发

生;由于测量结果不准确引起的问题愈显突出，严重损害国家、经

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经济全球化

的出现，使测量结果的准确和互认也成为市场经营者相互信任，确

保资本、商品跨地区、跨国界流动的支撑性和基础性制度。为此，

修订草案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将调整范围从单纯的调整计量器具变

为既调整计量器.具又调整测量结果并重，一方面对计量器具的制

造、使用和进口等环节纳入计量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也要把测量

结果的产生、使用等方面纳入监管范围，如增加了商品量和能源计

量一章，对商品量和能源计量数据做出相应的规定。

三、修改的主要内容

《计量法》修订草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按照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

有关要求，草案在保留必要的行政许可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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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经营活动、一般投资项目和资质资格等的许可、审批。主要

包括:一是取消制造、修理计量器具许可。为了充分激发市场活力，

草案将制造、修理许可取消，通过规定计量器具生产者和修理者的

义务来控制制造、修理环节。二是取消部门及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备

案。考虑到计量法修改对量传方式进行了调整，检定的范围将进行

缩减，只限定在涉及公众利益的部分计量器具，同时增加了校准方

式的管理，因此取消了部门和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只保留了国家计

量检定规程。三是取消进口计量器具销售前检定。现行计量法对进

口计量器具实施销售前逐台检定，涉及范围太宽，实践证明也不易

操作。四是取消制造、进口、销售非法定计量单位计量器一具审批。

刀、这一审批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效果看，可以通过明确非法定计量单

位的使用领域加强监督检查的方式进行规范，不再通过一事一审批

的方式进行管理。同时草案在监管体制方面增加了其他有关部门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的规定(第五条)。

(二)完善计量基标准等量值传递溯源体系。现行计量法规

定了计量基准装置、计量标准装置、工作计量器具的基本的量值传

递模式。根据量值传递和溯源的需要，为了解决计量基准、标准装

置的重复建设问题，草案规定了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负责

统一规划社会公用计量标准的建立，作为统一本地区量值和实施计量监

督的依据(第九条)。明确计量基准和计量标准的建立条件(第十二

条);规定计量基准和国家计量标准的量值应当与国际上的量值保

持等效，其他计量标准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通过计量检定、计量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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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计量比对等方式保证其量值的溯源性(第十三条)。

(三)改革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现行计量法对在用计

量器具只规定了单一的检定制度，给企业带来极大的不便，也与国

际通行做法不一致。因此，草案对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进行了

相应改革，规定了对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

测、资源管理、司法鉴定、行政执法方面并列入目录的计量器具，

组织实施计量检定;实施检定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采用计量校准方

式进行溯源(第二十条);计量校准应当执行计量校准规范(第二

十三条);向社会提供计量校准服务的机构，应当根据开展的计量

校准服务项目建立相适应的计量标准，并有与其开展的计量校准服

务项目相适应的场所、环境、设施和人员，其各项最高等级的计量

标准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并能独

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第三十八条);开展计量校准服务应当在

平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受行政区划限制，计量校准服务机构

和委托方应当以合同、协议或者其他约定的形式确定校准的有关事

项以及不得出具虚假数据、报告等禁止性行为等(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四条)。

(四)新增商品量和能源计量的管理。现行计量法只调整计

量器具未调整测量结果，为了规范预包装商品的净含量管理，有效

解决由此引发的计量纠纷，草案主要规定了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

当使用与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量器具、并以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作

为贸易结算依据、保证商品量的计量准确(第二十七条);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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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缺量不得大于国家规定的允许值，商品量不符合要求的补救措

施以及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的计量要求等(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

条)。为了加强能源计量方面的管理工作，有效地与《节约能源法》

进行衔接，修订草案增加了能源计量内容。草案规定了用能单位应

当在进出用能单位、消费及库存环节对各类能源资源进行分类计

量，并同时配备、使用符合法定要求的能源资源计量器具(第三十

条);建立完善的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管理制度，按照规定开展能源

资源计量数据在线采集和监测(第三十一条);建立能源资源计量

审查制度，生产商和进口商应当保证产品能源效率和用水效率实际

值与标注值相符(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

(五)提高处罚金额，增大违法成本。现行计量法规定的处

罚力度太轻，计量违法成本过低，对目前的计量违法行为根本起不

到威慑作用，修订草案加大了处罚力度，提高了罚款的处罚金额，

增加了违法成本。对经营者的商品短缺量大于国家规定或者合同约

定的允许值范围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可

并处一千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条);用能产品能源效

率、用水效率实际值与标注值不符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五万元以

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第六十四条);向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

质量检验机构未经计量认证的，责令改正，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等(第六十六条)。

(六)其他内容。此外，草案还加强了省级计量行政部门对法

定计量技术机构的规划设置，明确了法定计量技术机构的职能(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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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条)，新增标准时间的规定(第四条)等有关内容。

四、关于计量法的修改过程

我局自2000年即启动了修改《计量法》的研究、起草工作，

并按照国务院立法计划的要求，先后于2005年、2007年、2010年

3次报请国务院立法审查。国务院法制办两次大范围的征求了国务

院有关部门、地方人民政府以及计量研究机构、行业协会意见，我

局已对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对修订草案进行了适当调整，于

2011年12月再次上报国务院法制办。2013年n月，结合国务院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需要，计量法的第十条、第十四条进行了相应

修改。2015年，根据国务院法制办的要求对修订草案作进一步的

研究和调整。目前，认为修订草案已基本成熟，可以提请审议。

从征求意见的情况看，各方面普遍认为，现行计量法制定时间

较早，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有必要修改完善。经

过协调，目前已不存在大的难点问题，各方面所提意见大都属于技

术性、完善性意见，我局都进行了认真研究，在本法各章节的有关

具体条款中尽可能地采纳了各部门及有关单位所提意见，尤其是进

一步明确赋予了各有关部门相应的职责，充分发挥各有关部门在计

量管理工作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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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

第三条国家采用国际单位制。
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

第三条国家实行法定计量单位制度。

位，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国家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
国家选定国际单位制计量单位和其他计量单位为法定计

符号由国务院公布。
量单位。法定计量单位的名称、符号由国务院公布。

非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应当废除。废除的办法由国
因特殊需要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的，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

务院制定。
管部门做出相应规定。

第四条国家实行统一的标准时间。
国家标准时间的产生、发播和使用的有关规定由国务院制

定。

第五条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计量活动实施统

第四条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对全国计量工作实
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
域内的计量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一监督管理。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依照本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 对有关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 内的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其他有关 部门依照本法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有关计量活动实施监督管

理。

第六条国家鼓励、支持计量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推广
先进的计量科学技术和计量管理方法，加强国家计量基础设施
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统筹规划和组织领
导，将计量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所需经费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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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个体工商户，必须经县级; 、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发给《制造计量器 妻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后，方可向 二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

  个体工商户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范围和管理办 :，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I匕浏沐.寸刁争月卜!月这行曰夕资三匕.弄、 “人71石L
滩淮又足教釜正)，厘白具

甲.少、.产J，与厄二       /、伏宕

          、/一rj，若人/、夕峨升只，     (二)有样机测试报告。其中申请标准物质定级鉴定的，有 k准物质样品、完整的研制报告、与国内外同种标准物质主要特 .对照比较报告、用户试用情况报告，其定值方法具有溯源性;



l乡习早莱位水息兄稠

、六少们满足王户器妥阴仪不人员和位坂人负;
、七)钧必妥明项重1禾址制厦和甘重官理市U授。兵甲甲请

具有爆炸、易燃、每否、锡理、放射，王寺符1王阴厄阿而尖怀准
阴质足教鉴足明，迁恤白付甘国琢相大官埋规正。

泪浦进日计重需具型式批淮，胜白付甘glJ裁弟戈一八又四夕
叹规足的杀1午。共甲甲喃进曰标准秘项正驭釜正俐，迎白付石
丽款弟(一夕、仁一)坝以坟弟戈七夕坝规正阴余仟。

、珑行甘重活头施细则弟卞七、二.丫余)

第十五条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卑
位必须对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进行检足，保证产品
计量性能合格，并对合格产品出具产品合格证。

弟十几杀甘重器共阴制道有胜白盯共制造四井里器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对制造、修
的严品质重负贡，休址广品甘重牲能甘裕。

理的计量器具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J才



七尹b且J/乙人 I学刘单莱址求慈见祸

牙亏/L列比伦文刁人彬人一工一/又「又止岁又月劝日，里住JJ够义碑护IJ办U叹且一户泛犷 、l奋理上尸、Z各匕匕曰卉汀、、弓才一人、t.气生二、汾习心，七/J一卜性.，I比1

Z认‘/TJ川月兰/!小子阵石合少女，叫，IJ布尸二且丁，二月二、.甲户少匕一千‘工l义j刘口习耳又 廿犷、l任过工吧钾、Z各匕月曰，、矛拐7.卜亡1目T一1戈心仁寸大」卜人占‘护妻，人/匕1么竹呼

刊曰月兰门小了片币食夕七，贬人才人jTJJ护只多口乡口夕寻一、了不乞U’!不认厂、1五 亡写，，叮，L工7~1立l专左之招八一千一二五二人石公，1、口毕庄，l上人卜卜七」兰主吸么乙，I才‘“1

门一匕户七七‘、万!b沉J」立1撰场/了仕月口丫少场/、7生下姗门互2(口刊性口V一J一!卜川 基王以口曰户3，才二二J早庄，)未人矛进，丰寿升口刀山井户，卜妇、士上人扮三，一4)，如冲上人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

里石合少勺，乡气〕J习上以甲U门丝产之几。刀、1又汽伏力为勺声(.甲卜目门址/忆戈蜀有介址 盛，.写广人丰合占八一7声乙曰关士l工1十3，才二口草庄，1工人卜‘，么乙，/不~、t注1匕口

人几门、‘口/!仕目刁，门’‘I寸1夕乙/TJ。夕勺qJ7上匕甲幼月址产仁订U一L!卜日.里.石汗 曰占二匕了匀洲了从人达二甲妇口上、本d~t二不1方甘健，库、、户，

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测、资源管理、 司法鉴定、行政执法方面并列入目录的计量器具，组织实施计

犷丈.月7卜J叼、，J尸乒，忆生二夕护’J八，目Jl二二翎夕7矛7U甲甘广弋，。         叫土决斗任理，丰口十扮1、幸石t占乙决十/、匕)仁奋邀一工二、六种t

、谜日U可人犬灼j产戈叼人7、口丫步七1.匕卜1上巨门小子比石资少女牢拼一七!卜日』巴     关七l工1刀fZj卜卜斗、11色与刁二卜书，升廿上人尸，一p.47、立4碑一/、七j、扮注r上人

里刁互2戈。     对本法第十三条及本条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器具，使

珍少弋，!夕几/TJ月尸一1工产生习目qJ产仁夕们月吐产忆戈为旧j乏.步女’!也日旦乳门互 兰，华口丰加丰入七勺目寿亿金、IL之下李丫寿卜沂立上些王乙二丫乙卉汁户州卜升、11、其

月者应当采用自行或者委托计量校准等万式进行量值溯源。

弋刃匕门划门匹广戈，，玄七习沁坏人二一/又氏卫久.力丁川里.IJ招义刊J!J乃竺曰卫工 :二林夯丰7上人争长

JJ月上乒J‘(止又阴，上已，0

有二十一条本法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的计量器具的使

月者，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省级行政区域内经授权的计量技 长机构申请计量检定。所在地不能检定的，应当向其他经授权

习计重坟不刃L树甲喃计重位正。
亩款用于贸易结算方面的计量器具的使用者为经营者。

现行计重法买施细则弟卞一余)

行一T一喇反卜!里门互2弋详了刀丈J义抓长曰阅队卜!里八址产(尔习乙刁又一     匕二了匕扮，“!乍习.上人十粉夕弓大十日匕J一t二月J属少沈4，、令乍习才代，L卉口户州井、.一

工」J。士J‘习队卜1玺巴门业2弋刀丈习七碑耳凌，国!洲刁戈广口乙日月盈qJ男人脚尸J巾U 听

食二十二条计量检定应当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
了，计量检定应当执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系统

、如户U

{里4叹/丸火双幼儿钊日里门吐/弋7九门王。曰月队川里有址产仁
定和国家计量检定规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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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 学刘单莱扯求蕙见稿

第十七条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 、四)制适、下肖售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重器具岑配
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件、软件、装置，1更用残次或者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

件、软件、装置组装、改装、修理计量器具;
;五)制适、销售、1更用以欺瞩涌费者为目的的计重器具;
、六)伪适、变适、冒用、柑货、1首用或者以具他万式转

让型式批涯(足级鉴足)、计量检足、计量权淮等相天址书。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与计量沽动有天的仃为。

第四草 向品重、育邑腺计重

第二十七条经营者应当1更用与其经营项目相适应的计
量器具，开以计量器具显示的量值作为员易结算依据。

对川复现计量结果的商品，商品交易场所的王办者应当在
商品交易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经计量检足台格的复验用计量器
具。国家鼓励商品交易场所的主办者统一配备计量器具提供给
入场经宫者1更用。

第二十又条经营者应当保证商品量的计量淮确。商品量
的短缺量小得大十国家规足的允许值。没有国家规足的，可以
通过台同约足。

蔺品量的短缺量大十国家规足或者台同约足允许值的，销
售者应当向消费者补足短缺量或者赔偿损失。属十生产者、供
货者责仕的，销售者补足短缺量、史换、退货或者赔偿损失后，
可一以问生严看、供货者遏1尝。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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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刊早菜位水息光徜

书立草订重.筋.瞥

    第十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第三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邵日应当 居需要设置计量监督员。计量监督员管理办法，由国依法对制造、修理、销售、进口、使用计量器具，商品量和能 各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源计量等相关计量活动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中涉及计量检                                                   定、校准、检验、测试等技术活动的，可以指定有关计量技术                                                   机构按照有关国家计量技术规范等进行。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第三十五条国务院计量行政主管部门设置国家计量技                                               !术机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需                                                 一要并按照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划设置地方计                                                                                                                                           注丈1月口.，、土洲土肠

                                                                                                        :，兰邑J夕心/l、/UU‘刃勺。i                                                 一国家计量技术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保存和维护计量基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准和国家计量标准。地方计量技术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研究、保一 乏据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计存和维护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参检定机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各级计量技术机构应当依法进行量值传递，开展计量科学一     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研究，为实施计量监督、促进科学和经济社会的创新发展提供: 黔核合格。技术保证。                                                       第三十六条执行计量检定、计量器具型式评价等任务的                                                 ’计量技术机构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授                                                                                                                                                                         】.讨

‘U
边行本条前款规足仕务的人员，应当按照规足经有夭人民   〔兰互，一，侧上.生沪七声r抢犯，口少~，J尹L卜人上与

几月可习一蓝亘1丁二以二二’目’百p!」专门欺/己今分。





霖靡{蒸潺蒸漱挪州     (一)对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实施现场检查;一     (二)向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和其他有关人 只;国杏7食刀右单l噜刀.

    (三)查阅、复制当事人有关的合同、票据、账簿以及其 h右至名尽扒1.

    (四)查封、扣押涉嫌违法的计量暑 户才生高只
淇以及有天友奋臀一

一戈井一





李工」与色乡决1止水思光摘

    弟四十/、杀目然人、)云人或者具1也组织对计量违法行为 可以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主管部门申诉和举报。

书气奋与熟2去1手亏可’l士

    弟四十九杀违汉本法规足，便用非法足计量卑位的，责 争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火花光j呀T可里夕亥六刀匕于肖义幼矛U封下二二荀r)     第五十条违反本法规定，制造、销售和进口非法定计量 氢位的计量器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销售和进口，没收计量 暑具和全部违法所得，可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气习七叮丁可里为片六万也于肖义幼矛让等丁枯导月r)   第五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其 二止使用有关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 乏所得，可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I去目2本t」.人‘少，尸刁宁

  卜】刁一l卜刁口产、、民‘‘.IJ，     (一)未经批准改变计量基准或者计量标准的计量性能

    ，     (二)使用未经考核合格的计量基准、国家计量标准、社 ，公用计量标准或者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的最高计量标准开展 Id匕才」卜卜兰亡，曰，才声一丙人

  IJ:乳l气沪心占二~J‘.Ir卜闷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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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法 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停止使用，可以并处罚款。 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其中使用单位为个体工商户的，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
以下的罚款。

违反本法规定，属于计量检定范围以外的计量器具，未按
照规定进行量值溯源的，责令停止使用，可并处一千元以上一
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 第五十六条违反本法规定，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破
量器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坏计量器具计量性能或者伪造数据的，没收计量器具，有违法
偿损失，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七条违反本法规定，制造、销售残次或者带有作
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软件、装置，使用残次或者带有作
弊功能的计量器具零配件、软件、装置组装、改装和修理计量
器具的，责令其停止制造、修理、销售，没收相关计量器具零
配件或者装置、，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万元以
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
其营业执照。

(现行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
第二十八条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费者为目

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处以罚
第五+八条违反本法规定，制造、销售、使用以欺骗消

款;情节严重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按
费者为目的的计量器具的，没收计量器具，有违法所得的，没

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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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f丁)太
沪护J.十ee奋甲灭I.JJ了J、，.己二J产压J夕扭I口J 一I、，，护叫一‘一，龟.‘，，一

      另勺.上上!/L习汉沐二已户户气叫卜，八人力二声匕，口UJ乏三、二乙月己、目厂门、门生1多食、一 参用或者以其他方式转让计量器具型式批准(定级鉴定)、计 叠检定、计量校准等相关印、证的，没收非法印、证和全部违 安所得，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代闭山勺J夕1.耳乙护了闷夕;d口卫匀，因人切万;J上.1，、丫片，         l滩7、d匕亡亡~去一介刁丰m尸人，人1:村甲」，人I.，之

    为，\’不足认.+~/么从儿’江昌旧只”’刊口口应叭里八J曰纵{ 〕窿逻覆摆逃崔黛澎鬓一

      月，/、l刀丈人刁己廿‘苏圣、/八沪认二产透二，l川口口曰又.多刁决刃rjl目U口匕夕J、砂臼刁陈j工 菊品交易场所显著位置设置经计量检定合格的复验用计量器 熟的，责令改正，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全宫.~之一卜一多乙之全耳;流甲之到匕土m心当.幸t里里食1习士认装.口月，已亡d比.二匕子r二丈一

        洲，/、!—刃味人一已户户‘叫协/八力边二人匕，声七兰巨匕二刁丈!司口口二〔)户白2卜叹工!句 洁包装上正确清晰标注净含量的，责令改正;逾期不改的，可 牛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刁，〔三日进，」士二台二【勺山人名上娜.甲，日丫州卜十上Jee，六，声、I，走主二占‘尸‘，住曰声，，l月~一六，尸，上‘

        人仁月巨仁匕刁屯l七」目目目，J二〔).曰，.少七口已)、下日扭三目U人匕呈里匕二习丈l句口口PU 争含量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责令改正，可并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的罚款。

        月勺/、!—叉沐j二己沙户气科入/八尹夕七声七，厂门日匕之杯.’!立乙沙目!、)lJ一!月了工少洲七— 均，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 粥款:

    //是、J，笋、八钱户人奋人〔二目匕日月、l洲端月〕日匕幼卜夕又矛万卜卜l兰旦月有日步青;



见了丁法
多月与色乡决1止刁帐J惬孰夕已个同

一夕木连止去月已祝贯你详更鳅姑归杀;

二二j少显一丁仅、1月〕亘、悬以月已弥员祝订更鳅姑;

四用已你员你习.里歹汉叮占小付百目纵月大规正双百小能溯
尔王lJ月双日，tJ育E刁尔贡弥丁r更一奋只.目，tJ。

书不卞四余迁汉小法规正，用能广品能棍双攀、用水双
攀头际1且勺怀迁1且刁、付日，tJ，贡专以止，刊升处立力兀以上卞力
工七人l、口U宝.J示天。

书不卞Jl余迁汉本法规正，计重仪不利L恻木笠甘重仃以
上官首!5!J寸叉仪升L仃计重恒正、计重命县型式伴1”寺1士穷明，贡

竿以止，月迁法肌侍日，tJ，汉收迁法肌侍，处一力兀以上上力兀
认l’口，，J诩示天。

乖不卞入余迁汉本法规正，恒牺位泌U刁L恻木芝计重认址
aJ杠云捉1兴公习上鳅姑日，tJ，贡专以止，处一力兀以上卞力兀以卜
划润裁。

、习七才了仃盲犷》云头万邑细则弟j‘卞，九荀舒)

弟不卞七余迁汉本法规正，计重坟不刁L浏、计重仪胜习L
倒、laJ杠云捉1开公址鳅姑日习位粒位沙U刁L树山具湿1成戮循或省于坟

言，月迁)太肌侍日，，J，汉H父违沽肌侍，处一力兀以上卞力兀以卜
幼，tJ初就。

弟入卞/、余迁汉本沽规正，甘重坟不刁L构、计重仪淮刁L
州口，，J二~1丰2火贝月卜夕U下丁刀又二一明，贡令1景土仁」1乍，处一十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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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兮于;去 学刊单莱址不蕙见丰局

上一力兀以卜日勺莉款:

、一)伪适数据日勺;

、二夕出具错误戮据，给要孔万适厩顶天的;
、三)违汉国家计重检足规桂进竹计重检足的:
四夕1史用禾经考孩台裕的计重标涯升展检足的;
、五)禾取得考核台格址件执行计量检足、计量器具型式

滓价等1士劳的。

违汉本法规足，觉全U升lJ事处罚或者升除处分的计量技木人
员，目州l罚执行冤毕或者处分决足1故出之日起十年囚小得从事
f目夭计量技术沽动。计重技木习L构、计重权涯习L构聘用小得从
事计量技木沽动的人员的，于散销其柑厘资格，处一力兀以上五
勺兀以卜日勺罚款。

;现行计重法买施细则弟五十九余)
弟六十九杀违汉本法规足，拒绝、退碍计量行政王首司玉

一」组织升展的监昔检查的，责谷改正;‘清节产重的，由工商行
收首理司SIJ吊销宫业执照。

弟七十杀计重竹收执法入员禾取得竹叹执法让件升展
第三十条计量监督人员违法失职，情节严重的，{行政执法工作的，以及计量行政执法人员在开展行政执法工作

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 中监用职权、玩忽职开、询私舞弊、泄漏在检查过程中知悉的
给予行政处分。 当事人向业秘密的，给子直接贡仕人员处分;‘清节产更的，吊

毛肖其考丁收执乡去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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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牛抓分
I乡卜」三砰岁隆IJ工刁又口悠三夕匕个同

十量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第七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七照《开弓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对个人或者单责任。 立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蕾云露百擎、票豁、黔飞窘晕鲜幸肇，、、芥警士云参。套洁弩香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曰一，，，一，，，一，一、、，、一/一，，肤~卉。、、。、上内妈义力丁川里.介J隽次.创匕’目一刊JJJ巾戈/弋。 见走的仃坎处切，也叫以田工同仃双官理司岛lj代及。                   第六章附则第八章附则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沪r六曰.耳一决，一冬一、刁~r~1全。口rl，、二二人人洲心、叭、，

      万万一匕l二二.列陌叫卜/吞I、7，J月1沙口只，J曲夕、:   计量器具，指单独地或与一个或多个辅助设备组合，用于 l行测量的仪器、系统和用于统一量值的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指具有足够均匀和稳定的特定特性的物质，其 护性被证实适用于测量中或标称特性检查中的预期用途。   计量检定，指为评定计量器具的计量性能，确定其是否合 Z‘阵之生t嵘二占八Z卜立口门才七

  ，11沪心‘盆砚J护，J月曲J口.卜闷招‘~.J‘.口l「~甘   计量校准，指在规定条件下的一组操作，其第一步是确定 测量标准提供的量值与相应示值之间的关系，第二步则是用 ，信息确定由示值获得测量结果的关系，这里测量标准提供的 :值与相应示值都具有测量不确定度。   型式批准，指根据文件要求对测量仪器指定型式的一个或 个样品性能所进行的系统检查和试验，并将其结果写入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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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布丁乡云 !多刊早杀位水愿孔光个同

理J仃甘重厌头万邑细贝lJ弟六下一宋)

韦七卞七余勺头她平夕去伺大阴写毯刃、7去、币卜才甲即、址、

阵志以及国琢计重仪不规汇寺，田曰分阮订夏仃双土冒郁jJ三且
菊三十四条国务院计量打政邵J根循本法制足织制走。

关施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双J仃甘重厌头刀邑细贝lJ矛六下二宋)

第三十五条本法目1986年7月1日起施打。 书七卞八余平法日千月口越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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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计量司，存档(2)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