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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绍兴市部分行政区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同意浙江省调整绍兴市部

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２０１３〕１１２ 号）精神，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撤销绍兴县，设立绍兴市柯桥区，以原绍

兴县（不含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的行政区域

为柯桥区的行政区域，柯桥区人民政府驻柯桥街

道群贤路 １６６１ 号。

二、撤销县级上虞市，设立绍兴市上虞区，以

原上虞市的行政区域为上虞区的行政区域，上虞

区人民政府驻百官街道市民大道 ９８７ 号。

三、将原绍兴县的孙端镇、陶堰镇、富盛镇划

归绍兴市越城区管辖。

上述行政区划调整涉及的各类机构要按照

“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设置，涉及的行政区域

界线要按规定及时勘定，所需人员编制和经费由

绍兴市自行解决。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３ 年度
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

位：

为表彰对我省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激励广大专业技术人才

积极投身我省现代化建设事业，省政府决定，授予

马胜林等 ５０ 位同志 ２０１３ 年度“浙江省有突出贡

献中青年专家”荣誉称号，并给予每人 ２ 万元奖

励。

希望受表彰的中青年专家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争取更大成绩。全省广大专业技术人员要以

先进为榜样，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实施

“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开

拓创新，扎实工作，为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

番”，加快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代化浙江

作出应有的贡献。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进一步确立人才是第一

资源的思想，牢固树立科学人才观，按照省委关于

加强科教人才强省和创新型省份建设的决策部

署，加快完善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加大人才开发投

入力度，健全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充分激发各类人

才创造活力，为推动我省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

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附件：２０１３ 年度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

家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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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３ 年度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名单

　 　 马胜林　 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林肃浩　 杭州第二中学
叶　 钟　 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吴　 晖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
马荣荣　 宁波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周文华　 宁波市微循环与莨菪类药研究所
朱瑶宏　 宁波市轨道交通工程指挥部
黄兆信　 温州大学
丁金昌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胡赓熙　 浙江我武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张瑞标　 天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邵　 斌　 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
蒋晓萌　 浙江尖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徐国明　 捷马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陈海啸　 台州恩泽医疗中心（集团）
金爱武　 丽水学院
卢敦基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郑　 斌　 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
刘　 斌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陈顺伟　 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郜海燕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曹立勇　 中国水稻研究所
陶春辉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
单治钢　 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
潘东浩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

王树华　 巨化集团公司
郭杭锋　 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王云路　 浙江大学
吴晓波　 浙江大学
李伯耿　 浙江大学
庄越挺　 浙江大学
刘　 承　 浙江大学
张国平　 浙江大学
王　 赞　 中国美术学院
姚建华　 浙江工业大学
汪鹏君　 宁波大学
王春琳　 宁波大学
陈本永　 浙江理工大学
陈建勇　 浙江理工大学
方剑乔　 浙江中医药大学
宣　 勇　 浙江农林大学
吕　 帆　 温州医科大学
徐　 辉　 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吕杭军　 浙江省血液中心
陶厚权　 浙江省人民医院
葛明华　 浙江省肿瘤医院
王伟林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舒　 强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姚玉峰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吕　 宾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进

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若干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３〕
８３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
实施支持跨境电子商务零售出口有关政策意见的

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３〕８９ 号）精神，稳定全省外贸
增长，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经省政府同意，现

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支持企业加强营销拓市场。注重分类指

导组织企业参加境内外各类展会，调整优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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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展会目录和扶持比例，推动企业“走出去”建设

境外营销网络，加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

开拓力度，加快出口商品市场多元化步伐。取消

企业赴国外开展商务活动审批，进一步下放对外

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权限，做大做强外贸主体队

伍。

二、推进市场采购贸易发展。进一步完善与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适应的海关、检验检疫、税

务、外汇、工商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和监管措施，建

立市场采购商品质量综合管理机制，加快推进贸

易便利化、规范化。依托浙江电子口岸平台，建设

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适应的市场综合管理系

统，采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市场采购商品认定体系，

实现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推动市场

采购贸易向更大区域拓展。

三、培育跨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支持企业

利用第三方跨境电子商务平台或自建跨境电子商

务销售平台开展电子商务出口业务；推动跨境电

子商务平台、电子商务企业、支付机构、服务商和

仓储配送等环节标准化工作，实现业务流程有效

衔接；推进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区和浙货售后服

务咨询中心建设，逐步完善跨境电子商务业务体

系。

四、创新跨境电子商务管理机制。建立完善

电子商务出口报关、检验检疫、收结汇、支付服务、

税收、退税等管理机制，允许电子商务出口企业申

请设立外汇账户，凭海关报送信息办理货物出口

收结汇业务，鼓励银行机构和支付机构为跨境电

子商务出口企业提供支付服务；积极构建可信交

易环境，完善电子商务出口信用体系，严肃查处商

业欺诈、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行

为。

五、强化进口政策支持。落实好国家进口促

进政策。调整完善省级鼓励进口产品和技术目

录，加大省商务促进资金对进口的支持力度。重

视进口与产业发展相结合，鼓励企业引进先进技

术、装备、关键零部件和紧缺资源原材料。推进进

口全申报，创新检验检疫监管模式。重视进口与

扩大消费相衔接，积极试点进口信用保险，降低企

业进口风险。

六、加快进口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进一

步加大对“省级进口平台”的培育力度，发挥好集

散、展示、交易、物流等方面的龙头作用和功能。

支持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进口业务

的发展，加强海关和检验检疫监管场所和设施建

设。进一步完善和推进宁波、舟山大宗商品交易

所的运营。积极培育有影响力的进口商品展会。

鼓励专业市场和电子商务企业拓展进口贸易。

七、大力发展外贸综合服务企业。发挥传统

外贸流通型企业优势，推广供应链管理模式，为广

大中小型民营企业产品出口提供通关、融资、退税

等服务，推进中小型民营企业加快发展。

八、推进自主出口品牌建设。支持企业开展

境外商标注册和品牌推介，进一步做好“浙江出

口名牌”建设工作，提升出口产品附加值。加强

对各地出口品牌建设工作的督促检查，不断提高

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产品出口比例。

九、推进出口基地和出口质量安全示范区建

设。以提升外贸公共服务平台的服务能力和水平

为重点，加大国家级、省级出口基地和出口质量安

全示范区的培育和建设力度，加快建设一批出口

工业品、食品、农产品、生态原产地保护产品、地理

标志保护产品等质量安全示范区，在转变外贸发

展方式、优化外贸结构、提升产业发展水平等方面

发挥好示范、带动和引领作用。

十、加大财政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专项性一

般转移支付力度。围绕稳增长、调结构目标，整合

省级促进外经贸发展各专项资金，按各市、县

（市）一般贸易出口额及其增量等因素将一部分

外经贸促进资金切块下达。各地要管好用好切块

资金并结合实际出台相应政策，安排专项资金，支

持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十一、加大出口信用保险支持力度。继续采

取积极承保政策，提高承保规模，扩大保险覆盖

面。调整国别承保政策、放宽国别业务受理条件

以及创新国别承保模式，加大对巴西、印度、俄罗

斯、南非等主要新兴市场的承保力度。积极落实

大型成套设备出口融资保险专项安排政策，重点

支持电力、船舶、钢结构等竞争激烈且我省具有一

定优势的行业，为我省企业承揽海外大型工程承

包项目及大型成套设备出口提供综合性金融支

持。

十二、加大信贷政策支持力度。引导金融机

构优化信贷资源配置，保持外贸企业贷款规模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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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适度增长，重点支持进出口贸易融资，支持自主

创新、自有品牌、自主知识产权、高附加值产品出

口，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加大对重要

资源、关键设备进口及核心技术引进的信贷支持

力度。积极开展中资企业境外担保项下境内贷款

试点，鼓励金融机构灵活运用信贷等贸易融资工

具，大力发展境外人民币业务，支持企业开拓国际

市场、转型升级以及“走出去”发展。积极推动符

合条件的跨国经营企业利用多样化的债务融资工

具拓展融资渠道，对获得“浙江出口名牌”的外贸

企业给予优先信贷支持。

十三、优化海关监管。完善监管查验工作机

制，提高海关监管查验作业效能和口岸通关效率。

完善税收征管方式，降低企业通关成本。继续推

广分类通关、通关作业无纸化改革，进一步落实扩

大“属地申报、口岸验放”适用范围的政策。积极

推进进出口企业分类管理，加强企业“升类引导”

工作，推进进出口企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电子

商务出口新型海关监管模式，对通过跨境电子商

务零售方式出口并以邮寄、快递等形式送达的出

口商品进行集中监管，并采取清单核放、汇总申报

的方式办理通关手续，降低企业报关费用。

十四、大力推进检验检疫便利化。严格落实

暂免出口商品法检费用和法检目录调整等政策措

施，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免
收出口商品法检费用，自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对
原目录中 １５０７ 个海关商品编码项下的一般工业
制成品不再实施出口法检。对电子商务出口企业

及其产品进行检验检疫备案或准入管理，利用第

三方检验鉴定机构进行产品质量安全的合格评

定；实行全申报制度，以检疫监管为主，一般工业

制成品不再实行法检；实施集中申报、集中办理相

关检验检疫手续的便利措施。积极推动关检“一

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分步在全省口岸

实行，争取早起步、早探索、早见效。

十五、加快出口退税进度。推行出口退税无

疑点申报，提高出口退税审核效率，加快出口退税

进度；完善大型交通运输设备和机器设备“先退

税后核销”管理办法；对符合条件的电子商务出

口货物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免税或退税政策；开

展出口退税税库银联网试点工作，探索出口退税

无纸化退库，争取尽早实现退库信息在国税、国库

和银行间的实时传递。

十六、推进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改革。取消对

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备案等前置审批文件的审核

要求，对单笔 ５ 万美元以下的服务贸易交易，原则
上金融机构可以不审核交易单证，进一步便利企

业办理服务贸易项下外汇收支手续。

十七、帮助企业规避汇率风险。鼓励金融机

构充分运用外汇衍生产品，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商

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运用合作办理远期结

售汇业务产品，为外贸企业提供汇率避险服务。

十八、支持企业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强

对重点出口国家和地区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信息

的采集、跟踪和分析，积极组织开展对有关通报的

评议，及时发布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预警信息，指

导、帮助出口企业有效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规范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民银行监察部

等部门关于规范商业预付卡管理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１〕２５ 号，以下简称《通知》）和《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２０１２
年第 ９ 号，以下简称《办法》）精神，规范全省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管理、促进商业消费、防范金融风

险、加强反腐倡廉，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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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意见：

一、提高思想认识，加大工作力度。近年来，

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小额支付服务创新的背景下，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发展迅速，已成为继信用

卡之后的第二大信用支付工具。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具有提前锁定客户、促进商品销售、提高结算效

率、降低运营成本、客户使用便利、可享受折扣和

返点等特点，成为商业企业推动销售、单位发放职

工福利、居民小额支付交易的重要手段。同时，单

用途商业预付卡市场存在重大突发性事件风险、

涉卡腐败、监管困难和缺乏风险防控机制等问题。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做

好规范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各项工作，加强风

险防控，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保障和引导居民消

费，防止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发生。

二、加强资金监管，防范金融风险。集团发卡

企业、品牌发卡企业、规模发卡企业（以下简称

“发卡企业”）要按照《办法》有关规定，确定一家

商业银行作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预收资金存管银

行，并开设资金存管账户，同时与存管银行签订资

金存管协议，接受存管银行对存管资金使用情况

的监督。预收资金只能用于发卡企业主营业务。

发卡企业可使用保证保险、银行保函等方式冲抵

全部或部分存管资金。存管银行要按照《办法》

规定履行对发卡企业存管金监管责任，并及时向

备案机关提供发卡企业资金缴存情况以及相应的

风险提示；发卡企业发生涉卡重大突发性事件时，

存管银行要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及时办理冻结和扣

划资金。商务主管部门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备案企

业资金存管情况进行审核、监管，防范资金风险。

三、明确企业责任，落实备案制度。各发卡企

业对发卡行为承担主体责任。发卡企业总部要设

立统一发卡账户，加强对子公司、分公司、门店、加

盟商等分支机构的监管，有效防范发卡风险；品牌

发卡企业开展特许经营活动，要按照《商业特许

经营管理条例》要求，与被特许人签订书面特许

经营合同，并明确约定预付卡发行、销售、使用及

违约责任等事项。商务主管部门要建立预付卡发

卡企业备案登记制度，统一备案登记样式和备案

程序，及时在相关媒体公示备案登记情况。发卡

企业要按有关规定定期报送预付卡发行、销售、使

用等信息。要积极推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行业组

织建设，加强行业内发卡企业自律，开展培训和宣

传，提供咨询服务，反映行业诉求。

四、加强风险防控，保护持卡者权益。各地、各

部门要认真落实《通知》和《办法》要求，加强单用

途商业预付卡重大突发事件的防范、应对工作，建

立应急机制，维护持卡人合法权益。要建立健全各

项制度，强化发卡人管理、规范发卡行为，严厉打击

涉卡违法犯罪活动，维护良好的市场秩序。要抓紧

制订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应急预案，明确各部门

工作职责，建立部门协作配合机制，做好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重大突发性事件防范工作，妥善处理重大

突发性事件，防止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

五、明确责任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涉及部门多、涵盖范围广、管理难度

大。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各负其责，加强协调配

合。监察部门要加强对监管部门履行监管责任情

况的监督，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对违纪

违法行为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查处。公安部门要配

合相关部门开展执法检查，依法查处涉卡违法犯

罪案件。财政部门要加强财务管理，严厉查处挪

用预算资金、利用购卡进行公款消费等行为，保障

预付卡管理工作经费。商务部门要按照《办法》

的规定，加强对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备案管理，强

化发卡行为监督检查，确保实名登记、转账支付、

限额购买“三项”制度落到实处，完善业务管理规

章制度，保障存管资金安全。工商部门要进一步

加强监督检查，加大消费维权力度，严厉打击侵犯

消费者权益的不法行为，及时开展相关消费提示，

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税务部门要加强发票管理

和税收稽查，坚决依法查处发卡人在售卡环节出

具虚假发票、购卡单位在税前扣除与生产经营无

关支出等行为。人民银行要配合商务部门加强对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存管资金账户开立和使用的监

管，督促存管银行履行监管责任。

建立由省商务厅牵头的全省单用途商业预付

卡管理工作部门会商协调机制，加强对单用途商

业预付卡管理工作的协调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

研究解决相关重大问题。各地可参照成立相应工

作机制，切实加强本地区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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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沿海防护林
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省

委、省政府关于推进沿海防护林建设的决策部署，

按照沿海基干林带、平原农田林网、山地防护林三

道防线的总体布局，以增强防灾减灾综合能力为

核心，以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为重点，扎实推进沿

海防护林体系建设，为建设森林浙江和推进生态

文明作出了积极贡献。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杭

州市等 ２０ 个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和郭新保
等 １００ 名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个人予以通报表
彰。

希望受表彰的集体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再创佳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先进为榜

样，大力实施沿海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加快改善

沿海区域生态环境，努力构筑结构稳定、功能强

大、效益突出的沿海绿色生态屏障，为干好“一三

五”、实现“四翻番”，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现

代化浙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１ 全省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名单
２ 全省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个人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附件 １

全省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名单

　 　 杭州市、杭州市江干区、杭州市西湖区、杭州
市萧山区、富阳市、宁波市北仑区、宁波市鄞州区、

余姚市、慈溪市、奉化市、瑞安市、永嘉县、海盐县、

绍兴市、上虞市、舟山市定海区、舟山市普陀区、台

州市椒江区、临海市、玉环县。

附件 ２

全省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个人名单

杭州市

郭新保　 　 杭州市林水局
陆贺!　 　 杭州市财政局
叶绍存　 　 杭州市江干区林水局
楼艺华　 　 杭州市江干区水利推广站

姚立新　 　 杭州市西湖区林水局
邵建平　 　 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人民政府
徐　 !　 　 杭州市滨江区林水局
高振华　 　 杭州市滨江区河道江堤管理所
金久宏　 　 杭州市萧山区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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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伟东　 　 杭州市萧山区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冯虎根　 　 杭州市余杭区乔司街道办事处
周君刚　 　 富阳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刘跃平　 　 富阳市新桐乡林业站
陶晓兵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农村发展局
虞　 红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城市建设发展中心
宁波市

张冠生　 　 宁波市林业局
陈亚丹　 　 宁波市绿化委员会办公室
唐小明　 　 宁波市镇海区农业局
吴甬明　 　 宁波市镇海区遚浦镇人民政府
李宏辉　 　 宁波市北仑区森防站
林　 凯　 　 宁波市北仑区春晓镇林业站
赵　 绮　 　 宁波市鄞州区农林局
杨浩律　 　 宁波市鄞州区瞻岐镇人民政府
陈　 高　 　 余姚市农林局
阮伟建　 　 余姚市泗门镇农办
周和锋　 　 慈溪市林业推广中心
胡志刚　 　 慈溪市农业投资发展公司
江龙表　 　 奉化市林特总站
童岳云　 　 奉化市财政局
何贤平　 　 宁海县林特总站
周善彪　 　 象山县农林局
郑富华　 　 象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
温州市

陈余钊　 　 温州市林业局
叶俊杰　 　 温州市鹿城区农林水利局
徐锦琪　 　 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人民政府
王永元　 　 温州市龙湾区委农办
朱　 哲　 　 温州市瓯海区农林局
蒋秋杨　 　 乐清市林业局
王文光　 　 瑞安市林业局
王文光　 　 瑞安市塘下镇人民政府
叶银强　 　 永嘉县林业局
王长江　 　 永嘉县鹤盛镇人民政府
泮小允　 　 洞头县林业局
彭海滨　 　 文成县林业局
陈庆虎　 　 平阳县林业局
蔡胡敏　 　 泰顺县林业局

林宣灵　 　 苍南县林业局
湖州市

徐东方　 　 湖州市林业局
丁笑章　 　 湖州市吴兴区农林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陈金根　 　 湖州市南浔区农林发展局
石　 坚　 　 德清县林业局
嘉兴市

刘丽月　 　 嘉兴市林特技术推广总站
李　 洁　 　 嘉兴市南湖区农经局
鲁建栋　 　 嘉兴市秀洲区林业果蔬特产技术推广站
徐富荣　 　 嘉善县农经局
张秀玲　 　 平湖市农经局
顾雅芳　 　 平湖市独山港区农业发展局
王金明　 　 海盐县林果特产技术推广站
王爱民　 　 海盐县澉浦镇人民政府
陈文海　 　 海宁市林业果树技术服务站
金　 凯　 　 桐乡市林业工作站
绍兴市

徐　 彪　 　 绍兴市袍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楼望旦　 　 绍兴市越城区农林水利局
张　 帆　 　 绍兴县林业局
吴林平　 　 绍兴县滨海工业区管委会
钱　 明　 　 上虞市农林渔牧局林技中心
何　 萍　 　 上虞市园林管理中心
蔡天军　 　 诸暨市次坞镇人民政府
何德汀　 　 嵊州市林业局林技中心
赵锡成　 　 新昌县林业局
阮火祥　 　 绍兴市滨海新城农业农村办公室
舟山市

高大海　 　 舟山市林业工作站
刘博文　 　 舟山市定海区农林局
吴夫高　 　 舟山市定海区双桥镇农办
陈　 浩　 　 舟山市普陀区农林局
王德海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人民政府
郁庆君　 　 岱山县农林局
柴忠雪　 　 岱山县长涂镇人民政府
胡存定　 　 嵊泗县农林水利局
台州市

王冬米　 　 台州市林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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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依会　 　 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办事处
郭　 亮　 　 台州市椒江区林业特产总站
戴云喜　 　 台州市黄岩区林特局
吴才华　 　 台州市路桥区林特总站
陈传友　 　 台州市路桥区蓬街镇农办
陈雨彬　 　 临海市林业特产局
陶学竹　 　 临海市杜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颜福彬　 　 温岭市林业技术推广站
池方河　 　 玉环县林业特产局
颜贻剑　 　 玉环蓄淡围垦开发有限公司
施灵栋　 　 天台县赤城街道林业站

项云飞　 　 仙居县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谢相林　 　 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总站
丽水市

吴丽锋　 　 丽水市林业局
厉　 淼　 　 青田县林业局
省级单位

楼赛令　 　 省发改委
袁　 萍　 　 省财政厅
杨　 华　 　 省林业科学研究院
金祖达　 　 省森林资源监测中心
李庆荣　 　 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管理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中介服务行

为，提高服务效率，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根据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精神，经省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

加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以下简称中介服务）管

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市场导向、加强

管理、规范运作、提速提效”的原则，着力推进政

事、政企分开，打破区域、部门和行业垄断，建立健

全公平公正的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快培育中介服

务市场，强化以信用和自律建设为重点的监管体

制，建立“市场主导、行业自律、政府监督”三位一

体的运行机制，逐步形成公开公平、竞争有序、收

费合理、服务高效的中介服务市场秩序，促进我省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二、清理规范中介服务项目及收费行为

（一）清理规范服务项目。中介服务项目是

指与行政审批（含行政许可，下同）相关联的技术

审查、评估、鉴证、咨询等有偿专业技术服务事项。

各地、各部门要对中介服务项目进行一次全面清

理，没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各地政府和部门自行

设立的项目一律予以取消；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

由行政审批部门办理的事项，不得交由中介服务

机构（以下简称中介机构）办理；能通过事中事后

监管的，行政审批时不得设置前置条件。在全面

清理的基础上，由省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领导

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省审改办）牵头编制全省

中介服务项目目录，明确中介服务事项的名称、设

置依据、收费标准、办理时限等。各市、县（市、

区）政府也应编制本地的中介服务项目目录。没

有纳入目录的中介服务事项，行政审批机关不得

作为行政审批的前置条件。各级政府应将中介服

务项目目录及时向社会公布。

（二）清理规范收费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和国务院有关收费管理规定，下列

收费行为一律予以取消：

１ 行政机关擅自将行政审批职责范围内的
事务交由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其他机构办理，变

无偿服务为有偿服务的；

２ 利用（借用）行政权力和垄断地位强制服
务并收费、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多收费的；

３ 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强制企业到指定机构
接受检测、代理、查询等服务并收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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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行政机关及其下属单位违反规定以有偿
方式提供政府公开信息的。

中介服务收费项目和标准应当按规定向社会

公布。具体办法由省价格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三）建立健全收费管理制度。对保留的中

介服务项目，价格主管部门应根据行业发展情况，

分别制定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市场调节价

的项目目录，并及时向社会公布。价格主管部门

要在开展服务成本、市场供求、社会承受能力调查

的基础上，制定或调整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的中

介服务收费标准，并充分听取有关方面意见；专业

技术性较强的中介服务收费标准，应当聘请专家

进行论证；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实行听证制

度。各行业主管部门、各中介行业协会要积极协

助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相关收费情况调查。价格主

管部门要定期对服务收费执行情况进行政策评估

和调查，调整完善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同时

加强对服务收费的监督检查，督促中介机构按规

定公示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服务内容和时限、服

务承诺以及价格举报投诉电话等内容，自觉接受

社会监督。

三、加快市场化运作步伐

（一）积极稳妥推进转企改制、脱钩改革。各

地、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

开、政府与行业协会及中介机构分开的要求，分类

推进中介机构在人、财、物等方面与行政机关或挂

靠事业单位脱钩改制。已划为生产经营类并从事

中介服务的事业单位，必须实行转企改制；为市场

竞争较为充分、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政审批中介

服务项目提供中介服务的事业单位，应剥离中介

职能，不再提供中介服务，不能剥离中介职能的，

应予以转制；对市场不成熟或市场承接能力有限，

特别是提供科技含量较高技术服务的事业单位，

一时难以剥离中介职能的，其主管部门应提出整

改方案，并明确剥离期限；法律法规规定与行政审

批相关联的某项中介业务由特定中介机构提供

的，从其规定。各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配套

措施，确保中介机构改革稳步推进。

（二）建立健全公平公正的市场准入机制。

除涉及国家机密、公共安全等重要领域外，应按照

“非禁即入”的市场准入原则，允许具备资质的中

介机构进入市场开展业务。各地、各行业主管部

门要清理、取消各种行业性、区域性的中介服务市

场保护政策，特别是要取消部门规范性文件设置

的准入门槛，不得利用职权指定或变相指定中介

机构提供中介服务，中介机构不得通过划分服务

区域等形式变相垄断中介服务市场。

（三）加快培育发展中介服务市场。各地、各

行业主管部门要鼓励和支持各类资本进入法律法

规规章未禁止的中介服务行业，鼓励民营资本参

与中介机构脱钩改制和资产重组。积极引进国内

外资质等级、执业水平、资信度高且本地紧缺的中

介机构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加快形成同一性质中

介机构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在充分竞争的前提

下，鼓励优势中介机构以多种形式实施行业内或

跨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的兼并重组，开展连锁

经营和网络化经营，引导和扶持中介机构扩大规

模、提高水平，培育一批实力强、信誉好、水平高的

中介机构。

四、进一步完善监管体系

（一）加快信用体系建设。制定出台中介机

构信用评定办法，按照行业分类的原则，建立信用

评价指标体系，对各类中介机构进行信用评级，并

建立行业诚信档案。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诚信

状况与登记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理、银行授

信额度、政府招投标等挂钩。完善执业资格管理

制度，定期公布失信中介机构和被吊销执业资格

或营业执照的中介机构名单，对严重违法违规的

中介机构，除依法予以惩戒或处罚外，对其执业人

员也要依法惩处并实行执业禁入。要依托全省统

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设中介机构信用信息平台，

定期向行业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采集并公布中介

机构的基本情况、资质等级、服务时限、服务流程、

收费依据、收费标准、服务承诺和信用记录等信

息，中介机构信用信息平台不得向中介机构和执

业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二）加强行业监管。各行业主管部门要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制定本行业中介机

构监督管理制度及考评实施细则，依法加强对本

部门管理范围的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的监督管

理。要建立对中介机构及从业人员违法执业的举

报投诉制度，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并

将有关信用记录、处理结果通报中介机构信用信

息平台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中介机构的业务指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1026 期)12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导，积极开展相关业务培训，提高中介机构从业人

员的业务素质。要结合行业特点，会同工商行政

管理部门分类建立中介服务合同示范文本，督促

指导中介机构建立并严格执行服务承诺、执业公

示、一次性告知、合同管理、依规收费、执业记录等

中介服务制度，积极探索运用电子监察系统加强

对中介服务情况的实时监督，提高中介机构服务

效率和服务水平。

（三）强化行业自律。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从

实际出发，积极引导中介机构建立行业协会。中

介机构应当加入行业协会，自觉接受行业协会的

监管。行业协会不得设置门槛，限制中介机构加

入。行业协会要逐步实施会员制度，从低收取会

费，减轻中介机构负担。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行

业协会的关系，按照政社分开的原则，加快行业协

会在职能、人员、财务、机构等方面与行政机关分

离，实行协会自我运作、自我决策、自聘人员、自理

会务。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工作人

员，不得在协会兼任职务。中介机构行业协会要

切实履行自律、服务、指导、协调等职能，加强职业

道德教育，完善行业执业标准、自律规范和惩戒规

则，规范收费和竞争行为，建立健全自律性监督管

理机制。

五、积极探索服务创新

（一）积极探索建立综合审查机制。对涉及

多部门、多环节的中介服务事项，应探索建立统一

的综合性审查平台，统一监管标准，杜绝多头管

理、行业分割和部门垄断，将多道分散的审查环节

整合为综合性审查。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矿

产压覆评估、地震安全性评价等具有区域共性特

点的中介服务事项，应建立区域性综合评估（评

价）机制，实行同一区域一次评估（评价）、共用结

果。

（二）积极探索开展“形式审查制”试点。为

提高审批效率，可按照试点先行、风险可控的原

则，在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中探索开展“形式审查

制”试点。中介机构可按照国家规范、标准对审

批事项进行初审并承担法律责任；行政审批机关

可对经中介机构初审的符合要求的审批事项实行

“先批后审”，并建立复审、处罚等监管制度，强化

批后监管，切实改变“重审批、轻监管”的审批模

式。

六、认真抓好工作落实

（一）明确职责分工。各级审改机构要会同

法制机构、价格主管部门负责规范管理中介服务

项目；人力社保部门要会同编制管理、财政等部门

负责中介机构的转企改制、脱钩改革；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具体负责中介机构信用监管；价格主管部

门要监督和规范中介机构的收费行为；民政部门

要会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中介类行业协会建

设和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要发挥各自职能，认真

落实中介机构改革发展各项任务，加强协同配合，

形成整体合力。

（二）抓好责任落实。各级政府要加强对中

介服务规范管理工作的统筹领导，按照“属地管

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工作责任

制。要加大考核力度，将中介机构改革发展工作

列入行业主管部门年度工作目标的重要内容。各

级监察机关要加强对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

对工作不落实、执行相关规定不得力的单位和个

人，应依法依纪予以问责。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浙江省第十九届
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优胜单位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年，各地、各有关部门深入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快水利

改革发展的决策部署，积极开展水利“大禹杯”竞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1026 期) 13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书书书

赛各项活动，深入实施“强塘固房”工程，大力开

展农田水利标准化建设，大力推进水环境改善和

水生态修复工程，加快实施水资源保障百亿工程

和其他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

发展。为弘扬大禹治水精神，促进我省水利事业

更好地发展，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对杭州市萧山区

等 １２ 个浙江省第十九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动
优胜单位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单位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

更大的成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优胜单位为

榜样，认真总结今年抗御高温干旱和洪涝灾害的

经验教训，牢固树立“大灾促大干”的思想，发扬

大禹治水精神，以“重整河山”的雄心壮志，以“砸

锅卖铁”的精神状态，加大资金投入，强化水利建

设，认真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治好洪水之

患，治好内涝之患，解决干旱之苦，为促进经济转

型升级和广大群众安居乐业提供更加有效的保

障。

附件：浙江省第十九届水利“大禹杯”竞赛活

动优胜单位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５ 日

附件

浙江省第十九届水利“大禹杯”

竞赛活动优胜单位名单

　 　 一、水利“大禹杯”金、银、铜杯奖
金杯奖：杭州市萧山区、诸暨市。

银杯奖：淳安县、永嘉县。

铜杯奖：金华市婺城区、台州市椒江区。

二、水利“大禹杯”提名奖

慈溪市、瑞安市、平阳县、嘉兴市秀洲区、云和

县、遂昌县。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调整公布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名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块状

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若干

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０〕４４ 号），省经信委会同省级
有关部门对原有 ４２ 个试点单位和新申报试点的
块状经济进行了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上按照“总

量稳定、动态调整”的原则，重新确定了 ４２ 个块
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试点。经

省政府同意，现将试点名单予以公布。

列入试点的块状经济所在市、县（市、区）政

府要加强组织领导，把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

集群转型升级工作，与建设工业强县（市、区）、创

建高新区及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信息化和工

业化深度融合国家示范区、推进产业技术创新综

合试点、实施“名企名品名家”培育工程、推动“机

器换人”和“腾笼换鸟”、建设特色工业设计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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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发展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和协同制造等工

作紧密结合，统筹推进，综合施策，抓实抓细，抓出

更大成效。各市和其他县（市、区）政府要围绕工

业强市、工业强县（市、区）建设，深入抓好重点块

状经济区的转型升级工作。省级有关部门要继续

加大指导、服务和支持力度，加强评价考核，落实

和完善各项扶持政策，合力助推块状经济向现代

产业集群转型升级，促进工业强省建设。

附件：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

范区试点名单（２０１３ 年）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附件

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

试点名单（２０１３ 年）

　 　 １ 杭州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
２ 萧山化纤纺织产业集群
３ 余杭家纺产业集群
４ 富阳造纸产业集群
５ 建德精细化工产业集群
６ 慈溪家电产业集群
７ 余姚节能照明及新光源产业集群
８ 温州鞋业产业集群
９ 温州服装产业集群
１０ 乐清工业电气产业集群
１１ 瑞安汽摩配产业集群
１２ 永嘉泵阀产业集群
１３ 长兴蓄电池产业集群
１４ 南浔木地板产业集群
１５ 安吉椅业产业集群
１６ 德清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１７ 湖州织里童装产业集群
１８ 海宁皮革产业集群
１９ 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
２０ 桐乡濮院秀洲洪合针织产业集群
２１ 嘉兴港区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

２２ 嘉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２３ 嘉兴光伏产业集群
２４ 柯桥纺织产业集群
２５ 嵊州领带产业集群
２６ 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
２７ 新昌轴承产业集群
２８ 金华汽车和零部件产业集群
２９ 永康五金产业集群
３０ 兰溪棉纺织产业集群
３１ 武义特色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３２ 衢州氟硅产业集群
３３ 舟山海洋生物与海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
３４ 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
３５ 台州医化产业集群
３６ 黄岩模具产业集群
３７ 温岭泵业产业集群
３８ 路桥金属资源再生产业集群
３９ 临海休闲用品产业集群
４０ 玉环汽摩配产业集群
４１ 缙云机床产业集群
４２ 遂昌金属制品产业集群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来文目录
国发〔２０１３〕３８ 号 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

国发〔２０１３〕３９ 号 国务院关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

收发文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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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２０１３〕４２ 号 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批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军人随军

家属就业安置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３〕９６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３〕９７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卫星导航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３〕９９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国办发〔２０１３〕１００ 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提升政府公信力的

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份省政府、省政府办公厅发文目录
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标准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５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给予省公安消防总队和罗军等同志记功表彰的决定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４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保安服务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７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浙江省 ２０１４ 年度政府采购目录及标准的
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８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旱粮生产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２９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稳定国有粮食购销企业管理体制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０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行政规范性文件清理

结果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１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２０１２ 年度浙江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奖的
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２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增长、调结构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４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水质保护管

理考核办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１３５ 号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沿海防护林建设先进集体和个人的通报

收发文目录



全省各地邮局订阅
全年定价 10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