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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是立足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支撑我国经济、社会、生态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开展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战略研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生态环境质量以及社会治理水平具有
重要的基础性、引领性、战略性作用，对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系统分析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
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内涵及特征，研究了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与现有标准体系的区别，聚焦农业、制造业、服务业、
社会治理、生态文明等重点领域，以 2025 年和 2035 年为时间节点，研究梳理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建设阶段性主攻方
向及实施路径，并从顶层设计、标准化政策、标准化能力提升和标准化人员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农业、制造业、
服务业、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发展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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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andards system for suppor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green, openness, and sharing” and supports the all-rou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society, and
ecology. Conducting strategic research on this standards system plays a basic and leading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quality, and social governance level, and is significant for meeting people’s needs for a better life. In this
article, we analyze the concept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ndards system
for suppor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stud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system and
existing systems. Moreover, this study presents the main direction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he standards system by 2025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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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5, focusing on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services, soci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other key areas. Furthermore,
we propos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aspects of top level design, standardization policies, standardization capability
improvement, and standardization personnel training,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forementioned key
areas and for the decision making of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andards system; agricul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service industry; social governanc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一、前言

（一）内涵
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是立足于“创新、协

标准是全球通用的技术语言，在推动高质量发

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支撑我国经济、

展中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标

社会、生态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高质量

准化与新发展理念之间的系列重要论述，揭示了标

发展的标准体系是标准与创新相互促进，是提升市

准与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联系，为开展支撑高质量发

场自主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水平、加速科技成果转

展标准体系战略研究指明了方向 [1]。

化的标准体系；是促进区域协调、产业协调、市场

为落实中央对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

协调的标准体系；是支撑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体系的部署，需要分阶段、有步骤统筹推进重点领

动可持续发展的标准体系；是推动我国标准体系与

域标准体系建设，不断健全标准体系，提升标准总

国际兼容，提升贸易便利化和国际产能合作水平的

体水平，以高标准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决策部署。自

标准体系；是使各项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

2017 年始，中国工程院接连启动了“中国标准 2035

人民的标准体系。

战略研究”和“国家标准化战略研究”重大咨询项目，
均将“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设为重点研究任务， （二）特征
旨在进行顶层设计，制定面向 2025 和 2035 的高质

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标准体系。支撑

量发展标准体系战略，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高

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是强化市场导向的标准化工

质量发展提供咨询建议。本文为项目研究主要成果

作主体地位，加强政府支持、引导和保障的二元

综述。

标准体系。
与科技创新互动发展的标准体系。标准的研制

二、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内涵及特征

应与技术创新同步、领先于产业发展；及时将先进
适用的科技创新成果纳入技术标准，加快科技成果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

转化为标准。
开放兼容的标准体系。推进标准的广泛公开、

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 [2]。由于高质量发

协调通用，提高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建设与

展的内涵非常丰富，而且在实践中不断拓展，至今

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体系兼容的标准体系，支

社会各界仍然未给出一个各方认可的统一表述。

撑双循环发展格局。

本研究认为，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生态

质量效益优先的标准体系。提升标准体系的系

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是体现创新、协调、绿色、

统性、科学性、规范性、适用性，更加注重成体系

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建设，更加注重综合标准的作用，更加注重标准的

生活需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高效率、公平和

实际效果。

绿色可持续的发展。基于以上理念，本研究对支撑

数字智慧的标准体系。标准的制定、实施应用

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的内涵和特征进行了研究，并

和对标准化工作的监督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机器

分析了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相较于现有标准体系的

可读标准和开源标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以个性化、

优势。

多元化为主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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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与现有标准体系的区别

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

对现有标准体系的梳理、整合和精简。在现有

和引领性作用，有力支撑化解生产发展不平衡不充

标准体系的基础之上，能够系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

分的问题，推动产业体系高级化和现代化，支撑满

对标准的需求，形成覆盖产业链、满足产业链发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增强人民群

展需求的标准体系。梳理整合各产业不同领域标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参与国际标准

准体系，精简老化滞后、重复交叉、相互矛盾的

制定，提升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为实现国内国际

标准体系。

“双循环”提供重要支撑。

对现有标准体系的补齐和完善。党的“十九大”
以前，在乡村治理方面尚未有系统化标准，乡村治

（二）主攻方向和实施路径
1. 面向 2025 年的主攻方向及实施路径

理手段主要依靠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因此亟
需构建乡村治理标准体系。
更好适应经济发展新形势。服务“双循环”发

（1）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支撑转型
升级

展格局，各领域标准化工作首先要支撑好国内大循

逐步建立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构

环发展，其次统筹好国内国际标准化工作；急需制

建适应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

定“补短板”的产业标准，如操作系统、芯片、新

有度的经济建设标准体系。逐步建立横跨一二三产

材料、基础制造工艺等；建立工业基础软件的开源

业的单系列产品标准体系，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

体系；加强集成电路、工业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标

农业、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标准体系中，注重跨

准研制，支撑产业变革；构建实现设计、制造、服

行业、跨部门基础通用标准的制定。逐步建立三大

务高度协同的全产业链、全方位智能化生产标准体

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逐步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标

系，推动工厂制造模式从刚性形态向高度柔性的智

准体系，三大产业标准实施有效，基础能力有效提

能制造发展。

升，国际化水平明显提高。

更好适应社会治理新变化。加强行政管理和服

农业领域。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

务型政府建设标准化，重点推进营商环境、行政审

全等重点领域，建立健全适用于现代农业全产业链

批、政务公开、智慧监管、审判执行领域标准的制

发展的标准体系。以农业投入质量安全及其风险评

定与实施，规范政府行政行为；构建智能治理、虚

估等标准为重点，开展农业全产业链安全标准研制；

拟空间治理等新型治理模式标准体系，规范建立网

以农产品质量分级、加工等标准为重点，结合各地

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结

特色和优势，开展农业全产业链质量标准研制，建

合应对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时对标准化工作快速响

立完善农业标准示范推广体系 [3]；以农产品流通、

应的需求，开发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标准动态

农资供应管理评价、农产品交易等标准为重点，开

数据库。

展农业全产业链服务标准研制、标准指标验证等标
准化服务；以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机械、农业气

三、支撑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战略目标、
主攻方向和实施路径

象等标准为重点，开展农业全产业链支撑标准研制。
制造业领域。在工业基础和高端装备、先进基
础材料、传统消费品领域，加强基础理论、共性技

（一）战略目标

术研究和关键技术标准制定 / 修订，结合质量评价

建立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健全覆盖

工作，探索建立产业链维度的标准体系；在智能制

一二三产业、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满足经济社会

造、关键战略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建设

发展需要的高质量标准，全面支撑推动高质量发展

基础共性标准体系，根据市场需求，加快技术标准

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

研制，推进创新与标准化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绩考核。构建应对国家重大卫生、安全事件的标准

在超材料等前沿领域提前布局，加快技术标准前瞻

体系。推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大力推动标准的

性研究，探索建立标准体系框架，加强术语定义、

有效实施，充分发挥标准对创新发展、协调发展、

基础方法标准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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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领域。以产业升级需求为导向，促进电

应对气候变化等的标准化，初步建立资源节约型社

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知识产权服务、商务服务、

会标准化体系。提前布局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绿色

信息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

生产和消费标准化，在国家层面实现生态产品分类

端延伸；以服务质量需求为导向，推动商贸旅游、

和核算常态化，推动绿色消费模式基本形成。以

健康服务、养老服务、体育健身、家政服务等生活

“生态 +”的农业产业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强生态

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积极开展服务业领

有机绿色农业体系、集约高效的绿色服务业体系的

域标准研制以及开展服务标准、服务认证示范，建

标准化理论研究，推动地方政府实施生态文明和绿

立健全服务认证制度体系，加强服务团体标准制定 /

色发展标准化战略；以提升农村生态环境质量为导

修订工作。充分发挥社会服务对提升人的生存质量

向，开展制定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标准

和发展能力的重要作用，在政府保基本、兜底线的

体系，标准化养殖场创建，农业废弃物无害化集中

基础上，充分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增加服务有效供

处理标准体系建设、认证和示范；以生态文明考评、

给，更好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均等化需求。

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管理、生态补偿、环境保护管理

（2）建立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保障
改善民生
逐步构建契合社会治理实践需要的标准体系，

等为立足点，加强能源资源节约与利用，绿色生产
与消费等重点领域国家标准的制定 / 修订，推动和
完善农业农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标准化体制机制

逐步建立适应社会治理基层化、精细化、智能化特

与法律法规。农业农村生态文明标准化体系初步完

征的标准化体制机制，使标准化工作成为社会治理

善，示范项目布设区域和建设类型更加广泛。

的重要手段，有力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2. 面向 2035 年的主攻方向及实施路径

现代化，推动区域协同发展，提高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

（1）完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助推经济
快速发展

进一步完善公共安全标准体系，加快跨灾种基

基本建成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大

础通用、安全生产、减灾救灾、应急管理、公共卫

力推动经济建设标准化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生和社会安全等领域的标准研制 [4]；以社区政务

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新业态、新模式和新

服务、环境治理、组织建设为切入点推动城乡综合

技术应用场景的标准制定、标准应用、标准推广，

治理标准体系建设；大力推进指挥政务服务和行政

成系统化、体系化，三大产业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基

执法监管标准研制；建立支撑分区域、分层级、分

本完善。基本建成横跨一二三产业的单系列产品标

产业的营商环境评价技术标准。以乡村治理实践为

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能较好的融入到农业、制造

基础，以村级事务公开、村级议事协商、农村公共

业、服务业等产业标准体系中。全面促进基本公共

法律服务等为切入点，以乡村治理中的社会、经济、

服务均等化，标准覆盖率明显提升，标准供给质量

科技应用为创新点，加快乡村治理领域标准体系构

基本满足经济发展需要，标准整体达到强国水平，

建及标准研制，推动乡村治理向规范化、精细化方

优势领域标准达到全球引领水平。

向发展，不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5]。
（3）建立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服务
绿色发展
结合国家战略文件中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部署，

农业领域。围绕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
安全等重点领域，加强农业标准实施监督、信息反
馈和实施效果评价机制，建立农业标准实施应用报
告制度，进一步完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安全标准体

初步建立支撑国家生态安全标准化体系，综合提升

系。以农产品质量分级、初加工、贮藏保鲜、保鲜

环境质量、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

配送等为重点，完善农业标准示范推广体系，强化

生态环境监测和国土空间规划能力。

农业标准化人才队伍和技术组织建设，推动标准与

综合提升环境质量、环境污染防治、生态系统

科研协同发展，完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质量标准体

保护与修复、生态环境监测和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

系。以农业生产服务、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等为重点，

能力，初步建立支撑国家生态安全标准化体系 [6]。

完善农业标准化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生态服务能力，

大力发展资源节约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新能源、

完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服务标准体系。以农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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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耕地质量等级等为重点，加强标准支撑
农业可持续发展研究力度，完善现代农业支撑标准
体系。
制造业领域。加强工业基础和材料领域产业链
上下游标准化联动，选择关键领域开展标准化项目

（3）完善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实现
美丽中国目标
基本建立多层次国家生态安全的标准体系，环
境承载和优质生态产品供给的标准化保障能力明显
提高，基本满足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的总目标。

试点，从产业链维度建设标准体系；建设评价、表

完善环境质量、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生态

征、标准一体化服务平台，建立新材料技术成熟度

环境监测等重点领域标准，全面构建多层次国家生

划分标准评价体系；结合行业开展智能制造标准化

态安全标准化体系。健全资源节约利用、资源循环

研究；加强机器人高端领域标准研制力度，推进机

利用、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标准化，建立资源环

器人标准产业化规模性示范应用；加大高端消费品

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管理标准化长效机制，建

团体标准、企业标准供给力度，开展消费品分级评

立资源友好型社会标准化体系。重点完善保障优质

价标准化工作；完善前沿新材料标准体系，加强标

生态产品持续供给的标准体系，推动生态产品经济

准研制力度和国际标准化工作。

价值实现的可持续性，健全绿色交通体系标准，保

服务业领域。构建以服务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

障绿色出行。以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体理念，在农

融合型产业标准体系；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差

田、河流、森林、草地、湿地的生态修复与保护中，

异化需求为导向，开展养老、旅游、家政等生活性

构建区域联动的乡村生态文明标准体系 [8]；农村

优质服务标准化工作，引导居民向服务体验转变；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生态系统养护修复、农村人居

加强数字经济发展，推动物流、科技服务、信息技

环境和生态保护监测等领域标准体系初步完善 [9]；

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智能化、模块化、标准化工作，

以生态文化为载体，营造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

创建一批高价值服务品牌，形成交叉渗透、交互作

环境，通过生态文化、生态文明意识、绿色生活

用、跨界融合的产业生态系统；完善公共服务标准

方式等为内容制定的乡村生态文明标准体系基本形

体系，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增强非基本公共服

成；开展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标准评价指

务弱项，推进建设优质公共服务示范区，创新公共

标体系研究，建设起覆盖全国的农业农村生态文明

服务标准监管技术。

与绿色发展试点示范基地 [10]。

（2）完善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引领
时代进步
基本建立满足新时代需要，适应中国国情、与

四、推动高质量发展标准体系建设的对策
建议

国际接轨的社会治理标准化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
治理、网络空间、政务服务和公共安全领域标准体
系，城乡区域协同发展标准化能力显著提升。

（一）加强顶层设计，成立国家标准化战略实施专
家咨询委员会

重点构建应急装备标准认证体系，建立以能力

加强顶层设计，成立国家标准化战略实施专家

需求为导向的应急装备标准数据库 [7]；重点研制

咨询委员会，加强战略研究和战略部署，建立新业

社区治安管控、社区文化、社区志愿服务、智慧社

态、新技术、新模式的实时、动态、创新的标准化

区等方面的标准；重点开展网络空间治理标准实施

建设机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审评、监督、检查。

快速评估模型和评估指标体系建设；为构建全国统

适时开展国家标准化战略规划实施的效果评估和监

一的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提供关键标准支撑；加快

督检查，跟踪分析规划的实施进展，根据外部因素

研制营商环境评价配套的通用标准。以实现乡村善

和内部条件变化，对规划进行中长期评估和调整、

治为目标，加强农村基层党政组织建设，充分发挥

优化，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多元治理主体作用，创新集体经济制度与村民自治
制度相互交织下的基层管理机制，加快乡村治理的
数字化应用，促进乡村治理标准体系与法律法规体
系的协同发展。

（二）加强标准化相关政策及法规体系研究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标准化具有特异性，建议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基础上出台相应
005

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标准体系战略研究
的地方标准化管理办法 [11]；建议完善支持农业农

各领域坚持标准化基础人才培养和标准化教育

村、制造业、服务业、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国家

的推广。探索建立企业和高校、标准化科研机构联

质量基础设施（NQI）标准化发展的体制机制建设，

合培养人才的机制，为农业农村、制造业、服务业、

巩固标准化法治的基础，充分发挥法律法规与标准

社会治理、生态文明、NQI 领域发展提供具有标准

的互相支撑作用。出台《加强企业标准化工作的指

化和质量工程技术专业背景的学历或非学历教育；

导意见》
，修改《企业标准化管理办法》，对加强企

在国内院校中开设各领域标准学科专业，从本科阶

业标准化体系建设和管理提出要求，对企业负责人

段培养精通各领域知识和标准，掌握技术的专业储

和企业经营的年度绩效考核提出标准化指标考核要

备人才。

求，对相关的财税减免政策予以保障。出台《关于

各领域国际人才的引进。为了提高各领域的标

进一步加强标准化能力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

准化人才培养效率，可以对口相关专业，提供研究

导意见》和《标准化专业人才培养管理办法》。完

平台和资金支持等优惠政策，吸引具有专业背景、

善标准化法配套的规章制度，制定 / 修订管理办法，

熟悉标准的高端人才。

如《标准宣贯实施管理办法》《标准制定、实施监
督管理办法》《标准实施情况调查评估办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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