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市监标函〔2022〕24号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2022年
第六批江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省市场监管局决定下达2022年第六批江西省地方标准

制修订计划。本批计划共计39项，详见附件。

请项目提出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江西省标准化条

例》要求，组织起草单位抓紧落实计划，深入调查论证，广泛征求意

见，保证标准质量和水平，按时完成标准制修订任务。

附件：1.2022年第六批江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

2.地方标准制修订流程图

江西省市场监管局

2022年12月28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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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2年第六批江西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汇总表
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标准性质 提出单位 起草单位

DB36-2022-6-01
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第6部分：
沙地风力侵蚀防治技术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水利厅 江西省水利科学院

DB36-2022-6-02
经果林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
生态果园水土保持建设技术导则

制定 推荐性 省水利厅 江西省水利科学院

DB36-2022-6-03 农业用水定额 修订 推荐性 省水利厅 江西省灌溉试验中心站

DB36-2022-6-04 中小学校教室LED照明技术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教育厅

南昌大学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
昌硅基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江西省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中心（南昌大学附属眼科医院）、

江西煜明智慧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DB36-2022-6-05 力敏推拿技术操作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06 力敏针刺技术操作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07 椎针技术操作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08
中医优势病种 中风 第1部分：中医预

防技术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09
中医优势病种 中风 第2部分：中医临

床诊疗技术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10
中医优势病种 中风 第3部分：中医康

复技术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11
热敏灸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技术操作

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DB36-2022-6-12
经筋手法松解术治疗膝骨关节炎技术

操作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局

江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江西省热敏灸学
会、江西省针灸学会、江西中医药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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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标准性质 提出单位 起草单位

DB36-2022-6-13 企业食品安全总监培训管理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江西省

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DB36-2022-6-14 标准化试点示范项目效果评估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检测认证技术发展

研究院

DB36-2022-6-15 检验检测数据资产评估认证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江西省检验检测认证总院检测认证技术发展
研究院、北京大学南昌创新研究院数字经济研
究中心、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信

用研究中心

DB36-2022-6-16 赣菜莲花血鸭烹饪技艺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商务厅
江西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江西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

DB36-2022-6-17 赣菜宁都三杯鸡烹饪技艺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商务厅
江西省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江西省质量和标准

化研究院

DB36-2022-6-18
地下水环境监测点位布设技术规范

（试行）
制定 推荐性 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东华理工大学、江
西省地质调查勘查基础地质调查所、中国瑞林

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DB36-2022-6-19 固定污染源排气湿度的测定阻容法 制定 推荐性 省生态环境厅 江西省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DB36-2022-6-20 公路桥梁高墩检测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天驰高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西交通
咨询有限公司、江西交通工程开发有限公司、
江西省嘉和工程咨询监理有限公司、江西省交
通工程质量监督站试验检测中心、江西赣粤高

速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DB36-2022-6-21 水运工程大临建设标准化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港航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江苏中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DB36-2022-6-22 水运品质工程建设管理指南 制定 推荐性 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港航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
公司、江苏中路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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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标准性质 提出单位 起草单位

DB36-2022-6-23 高延弹超薄罩面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交通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江西省
交通投资集团路网运营管理公司、南方高科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DB36-2022-6-24 水运工程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交通运输厅

江西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港航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交第四航务工程局有限公
司、中交第一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武汉理工
大学、中交天津港湾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江

西省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DB36-2022-6-25
黑斑蛙米尔伊丽莎白菌分离鉴定技术

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南昌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DB36-2022-6-26 绿茶车色机械化作业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业工程研究所、婺源五岳

茶叶木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DB36-2022-6-27 桑蚕一代杂交种质量检验检疫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

所）、江西井冈蚕种科技有限公司

DB36-2022-6-28 1-3龄家蚕人工饲料饲育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经济作物研究所（江西省蚕桑茶叶研究

所）、江西井冈蚕种科技有限公司

DB36-2022-6-29 茶园低温冻害防控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红壤及种质资源研究所

DB36-2022-6-30
大叶蕹菜良种繁育及早熟高产栽培技

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吉安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江西省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DB36-2022-6-31 辣椒水肥一体化栽培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

DB36-2022-6-32 木薯种茎越冬贮藏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DB36-2022-6-33 红壤旱地饲用木薯生产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与资源环境研究所

DB36-2022-6-34 旱地“甘薯—油菜”轮作生产技术规程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农业大学、九江市农业科学院、宜春市硒

资源开发利用中心

DB36-2022-6-35
“早春红芽芋—晚粳稻”轮作周年栽培

技术
制定 推荐性 省农业农村厅

江西农业大学、江西省江天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铅山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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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编号 项目名称 制/修订 标准性质 提出单位 起草单位

DB36-2022-6-36 林长制工作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林业局
江西省林长办公室、吉安市林长办公室、吉安

市林业局

DB36-2022-6-37 数字化中医药康养基地评定标准 制定 推荐性
省中医药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

江西中医药大学

DB36-2022-6-38 稀土湿发冶炼行业物料采样技术规范 制定 推荐性
省稀土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江西省钨与稀土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定南
大华新材料资源有限公司、吉安鑫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DB36-2022-6-39 村级议事协商规范 制定 推荐性 九江市市场监管局 九江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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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地方标准制修订流程图

注1：平台路径：省市场监管局网站-服务-网上办事-江西省标准化业务管理平台；

注2：办理机构：江西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办公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金沙二路1899号（江西省标准

化研究院13楼1312室），联系电话：0791-86350089（审评中心），邮箱：jxbzhy@126.com；

注3：投诉电话：省市场监管局标准化处 0791-86355033；

投诉邮箱：xuj@amr.jiangxi.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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