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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八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已由中华人

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于 2013 年 12 月 28 日通过，现予公布。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对《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所作的修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对《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所作的修改，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3 年 12 月 28 日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

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等七部法律的决定(节录)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

定:

三、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作出修改

(一)删去第十条第二款中的"并向国务院计量行政部

门备案"。

(二)将第十四条中的"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修改为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

本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烟草专卖法》所作的修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对《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所作的修改，自 2014 年 3 月 1 日起施

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机《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品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

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

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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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1985 年 9 月 6 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 2∞9 年 8 月 27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

《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

2013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目录

第一章总 则

第二章 计量基准器具、计量标准器具和计量检定
第三章 计量器具管理

第四章 计量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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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计量监督管理，保障国家计量单位制

的统一和量值的准确可靠，有利于生产、贸易和科学技术的

发展，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维护国家、人民的利

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建立计量基准器具、

计量标准器具，进行计量检定，制造、修理、销售、使用计量器

具，必须遵守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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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为国家

法定计量单位。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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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的办法由国务院

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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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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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计量基准器具、计量

标准器具和计量检定

第五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负责建立各种计量基准

器具，作为统一全国量值的最高依据。

第六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

地区的需要，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上级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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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同级

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八条 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建立本单位使

用的计量标准器具，其各项最高计量标准器具经有关人民政

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合格后使用。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社会公用

计量标准器具，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使用的最高计量标

准器具，以及用于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环境监

测方面的列入强制检定目录的工作计量器具，实行强制检

定。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实行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目录和管理办法，由国务

院制定。

对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计量标准器具和工作计量器

具，使用单位应当自行定期检定或者送其他计量检定机构

检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进行监督检

查。

第十条计量检定必须按照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进行。

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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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检定必须执行计量检定规程。国家计量检定规

程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没有国家计量检定规程

的，由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分别制定部门计量检定规程和地方计量检

定规程。

第十一条计量检定工作应当按照经济合理的原则，就

地就近进行。

第三章计量器具管理

第十二条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

须具备与所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相适应的设施、人员和

检定仪器设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

格，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

证》。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未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

证》或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

办理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制造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生产本单

位未生产过的计量器具新产品，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对其样品的计量性能考核合格，方可技人生

产。

第十四条未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计量行

政部门批准，不得制造、销售和进口国务院规定废除的非

法定计量单位的计量器具和国务院禁止使用的其他计量

器具。

第十五条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

对制造、修理的计量器具进行检定，保证产品计量性能合格，

并对合格产品出具产品合格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应当对制造、修理的计

量器具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六条 进口的计量器具，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

计量行政部门检定合格后，方可销售。

第十七条 使用计量器具不得破坏其准确度，损害国家

和消费者的利益。

第十八条 个体工商户可以制造、修理简易的计量器

具。

制造、修理计量器具的个体工商户，必须经县级人民政

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发给《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或

者《修理计量器具许可证》后，方可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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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由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制定。

第四章计量监督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

设置计量监督员。计量监督员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计量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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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制定O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可以根据

需要设置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授权其他单位的计量检定机

构，执行强制检定和其他检定、测试任务。

执行前款规定的检定、测试任务的人员，必须经考核合

格。

第二十一条处理因计量器具准确度所引起的纠纷，以

国家计量基准器具或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检定的数据

为准。

第二十二条 为社会提供公证数据的产品质量检验机

构，必须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其计量检定、

测试的能力和可靠性考核合格。

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未取得《制造计量器具许可证》、《修理计

量器具许可证》制造或者修理计量器具的，责令停止生产、

停止营业，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四条 制造、销售未经考核合格的计量器具新产

品的，责令停止制造、销售该种新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可以

并处罚款。

第二十五条 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器具不合格的，没

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六条 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未按照规
10 

定申请检定或者检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可

以并处罚款。

第二十七条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或者破坏计量器

具准确度，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没收

计量器具和违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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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以罚款;情节严重

的，并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制造、修理、销售的计量

器具不合格，造成人身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的，依照刑

法有关规定，对个人或者单位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

任。

第三十条计量监督人员违法失职，情节严重的，依

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轻微的，给予行政处

分。

第三十一条 本法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决定。本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行政处

罚，也可以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

第三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

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对罚款、没收

违法所得的行政处罚决定期满不起诉又不履行的，由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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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附 则

第三十三条 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防科技工业系统计

量工作的监督管理办法，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

法另行制定。

第三十四条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根据本法制定实施

细则，报国务院批准施行。

第三十五条本法自 198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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