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 3：前两届优秀社会共治案例名单

首届市场监管领域十大社会共治优秀案例（政府类）
1
2
3
4
5
6

新形势下网络市场治理的杭州实践
创新电子商务监管模式 构建消费者权益保护政企合作
平台
部门协作促共治 联动调解提效能
厦门市“食安斗阵行”系列活动
“八双五联”全闭环市场监管新模式
南明区“智慧共治 社会共享”平台

7

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川探索

8 运用“互联网+”实现社会共治户外广告监管新模式
9 广州市“人工智能+机器人”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
10 深圳市电梯安全社会治理试验小区创建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汉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
四川省民营经济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
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深圳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
员会

首届市场监管领域十大社会共治优秀案例
（企业类）
1
2
3
4
5
6
7

阿里巴巴打假联盟（AACA)打造知识产权保护健康社会
神鸮大数据市场监管平台助力政府职能机构提升监管能
力
打造食品安全“天网”“天眼”系统构筑坚强的食品安
全防线
互联网+政务服务创新助推政府转型
运用数据驱动引领二手车行业变革
政务百家号助力政府机构构建良好政务环境
智能化手段推动明厨亮灶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创新

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
司
美团点评

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车好多集团
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
华宇金信（北京）软件有限公
司
8 多元互动构建产品品牌立体打假维权体系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9 “天鹰”网络交易商品质量监管系统构建良好网络营商 厦门美亚商鼎信息科技有限公
环境
司
10 运用“互联网+”模式及大数据技术推动“五跨”市场 无锡博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监管

首届市场监管领域社会共治政府类优秀案例
（提名类）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组建天通苑企业信用自律联盟 打造地区诚信自信
营商环境
充分发挥信用协会职能作用 引领促进各行业信用
体系建设
构建“政府+商会协会+企业”共建共治模式 同创
守信营商环境
电梯应急与公众微信监督平台
打造“食力营”，营造“食无忧”
推进地方成品油零售终端品牌联盟建设 探索规范
社会加油站监管新路径
餐饮环节创建“明厨亮灶”社会共治智慧监管平
台实现食品安全共治共享
制定行业公约 规范互联网招聘、婚恋交友行业经
营行为
深化“彩虹”共治品牌 撑起消费维权蓝天
依托餐饮行业协会自治 助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强化联动机制 打击违法向老年人推销医疗器械和
保健食品不法行为
开展“商品无假冒、服务无欺诈、投诉无障碍”
主题放心消费创建活动
建立格式条款公示监督机制推动社会共治
以“互联网+”为技术支撑的南宁“诚信经营 放
心消费”创建模式
将工商职能融入社区治理 实现“共建、共治、共
享”全覆盖
研发“体检报告”构建生产型企业社会共治大格
局
设立“安华调解室”打造纠纷调解第一线服务质
量
政企合作保护“蒲江猕猴桃”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知识产权
搭建电梯事务社区治理平台 探索电梯安全监管新
模式
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渠道强化消费投诉公示效果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昌平分局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信用协会
福建省漳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市场监督管理局
济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湖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青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强区南宁市工商局行政管
理局
湖南省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上海市青浦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
四川省成都市蒲江县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西城分局

第二届市场监管社会共治十大优秀案例（政府类）
1

4
5

全面引入“吹哨人”制度 “e 治理”让网络订餐“易治理” 福建省福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
首创电梯“养老”综合保险 纾解老旧电梯安全监管困境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政产学研检用”六方联合 打造“广州定制”国际知名品 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牌
网罗多方消费评价意见 推动长三角电商平台高质量发展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品一码”数据驱动
食品安全信息全链条可追溯
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6

打造“饭米粒”社会共治品牌

2
3

推动食品安全教育从小抓起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
7 推动园区信用管理专业化市场化 仙桃数据谷自主管理模式 重庆市渝北区市场监督管
见成效
理局
8 “五个强化”支撑社会共治 破解农村集体聚餐监管难题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小作坊集中集约化生产 社会共治升级食品安全监管
青海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0 市县乡村四级联动
创建全省首个电梯安全管理示范城市 贵州省六盘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第二届市场监管社会共治十大优秀案例（企业类）
1

已“技术赋能+多元共治”为内核，“营商保”构建数
字经济治理新体系
2 构建全过程居住服务信用体系，推进形成共治良性行
业生态
3 “新餐饮”线上线下活动融入食品安全共治
4 合力打击网络黑灰产业链，维护出行生态安全
5 AI 赋能政务小程序，服务政务一网通办
6 “四以四为”探索餐饮安全社会共治途径
7 探索商家信用评价体系，践行新电商社会共治
8 商标品牌网络智慧保护监测，政企携手网络打假
9 “宁聚计划”市场监管协作平台，助力政企协同精准
打假
10 “一体化”监管模式，提升市场治理能力

阿里巴巴集团
贝壳找房
美团点评集团
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
百度集团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上海寻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厦门美亚商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苏宁易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博盾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届市场监管领域社会共治优秀案例
（政府提名类）
1 多方共建食品药品科普站 科普宣传融入市民生活
2 社会共治推进企业反垄断合规的浙江实践
3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1+3+N”荔城模式
4 气瓶安全社会共治的福州实践
5 监管引入第三方评估 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
6 “食安山东会客厅”搭建食品安全共治共享新模式
7 “江宁督督”——从政务新媒体走向社会共治
8 食品安全 6S 标准化现场管理

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莆田市荔城区食品安全委
员会
福建省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河南省郑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9 “五个聚焦”构筑放心消费环境社会共治生态圈
10 职业检查员贡献食品监管新力量
11 “大数据+食品安全”促进食品安全社会治理现代化
12 以实施“五个转变”为抓手

广东省佛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创新餐饮外烩食品安全监 福建省泉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3 “营商通”掌上“政务+金融”服务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14 创新质量管理小组活动
推动区域质量提升
广州市黄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15 不断捋顺社会共治体制机制 打造高效多元维权环境
16 创新电梯安全监管 多元共治防事故

长春市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
深化“最多跑一次” 浙江省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17 搭建“特种设备信息集成平台”
改革
18 “法律进商会”优化营商环境
19 成立反诈维权联盟 推动平安放心消费
20 智慧监管+社会共治 偏远山区食安监管迈入新时代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青岛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