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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给予浙江
援菲应急医疗队荣记集体一等功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４〕１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菲律宾遭受台风“海燕”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按照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向菲律宾派遣中国政府应急医疗队开展医疗救援工作的要求，以我省医

务人员为主组建的中国政府应急医疗队，于 １１ 月 ２１ 日赴菲律宾执行医疗救援任务。

在菲律宾期间，应急医疗队连续奋战，克服天气恶劣、水土不服、条件艰苦等困难，出色

地完成了紧急医疗救援任务，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也得到了我驻菲使馆、相关国际组

织、菲律宾政府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肯定和赞扬，展示了良好的国家形象、浙江形象。

为弘扬人道主义精神，激励无私奉献、为国争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省政府决定给予浙

江援菲应急医疗队荣记集体一等功。

希望浙江援菲应急医疗队珍惜荣誉，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医疗服务领域发挥更

大的作用。全省医务工作者要向他们学习，立足本职，爱岗敬业，为人类健康事业作出

应有的贡献。

附件：浙江援菲应急医疗队队员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

附件

浙江援菲应急医疗队队员名单

叶　 真 陈正方 俞新乐 王　 臻 龚震宇

吕华坤 王晓峰 陆　 烨 凌　 锋 罗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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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文伟 金　 涛 严建平 樊一斌 黄海军

吕　 军 赵小峰 杨广飞 黄丽燕（女） 俞苗杰

姚　 钧（女） 章聪婕（女） 郑维维（女） 文　 阳 王卫忠

侯春杰 钭晓帆（女） 方俊标 夏　 燕（女） 洪　 敏（女）

凌　 磊 徐　 兵 杨益大 徐三中 陈水芳

张芙荣 沈倩云 章　 宏 卫建华（女） 盛　 迪（女）

王　 萍（女） 俞　 超（女） 罗　 洁（女） 张卫宁（女） 陈晗倩（女）

汪　 伟

浙江省人民政府
关于发展民办养老产业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４〕１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５ 号），结合我

省实际，现就发展民办养老产业提出如下意见：

一、发挥社会力量的主体作用

（一）发挥市场在养老服务领域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

发展养老产业，为老年人提供方便可及、价格合理的各类养老服务和产品。

（二）建立公开、透明、平等、规范的养老服务业准入制度，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养老服务领域，都要向民间资本开放。

（三）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程序，简化审批手续，及时发布机构设置和规

划布局调整等信息，为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做好指导和服务工作。有条件的地方应

将养老机构设立许可纳入当地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实行窗口统一受理。

简化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以及康复医院、老年病医院、护理院等老龄型医疗机

构的立项、开办、执业资格、医保定点等审批手续。

（四）以县（市、区）为单位，编制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机构指南，推出一批带动性强、

示范性好的优质项目。有条件的地方应采取招标等方式确定举办或运行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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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切实保障民办养老机构用地

（五）优先优惠供应民办养老机构建设用地。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社会力量举办

养老机构建设用地优惠政策。对省政府确定的以划拨方式供地的非营利性养老服务设

施示范项目，确需新增用地的，省在年度用地计划中重点予以保障。对民间资本参与投

资并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的示范项目，按规定给予计划指标奖励。

民间资本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与政府举办的养老机构享有相同的土地使用

政策，可以依法使用国有划拨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

设用地，参照成本逼近法或收益还原法进行地价评估后，采取租赁、招标拍卖挂牌出

让方式供地。通过招拍挂出让有偿方式取得的民办养老机构用地，可确定为商服用

地———其他商服用地（养老机构用地）。原以行政划拨方式供地的，可依法办理土地

出让手续，经评估确定后，以补缴土地出让金或以租赁、作价出资（入股）等方式处

置。核发划拨决定书、签订租赁合同或出让合同时，应当规定或者约定建设用地使用

权不得分割转让（转租），不得改变土地用途。对擅自改变养老设施用地用途、容积

率等土地使用条件搞房地产开发的，由市县国土资源部门依法依约收回建设用地使

用权。

鼓励社会力量对闲置的医院、学校、企业厂房、商业设施、农村集体房屋及其他可利

用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改造后用于养老服务。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相关城乡

规划前提下，允许利用村集体建设用地建设农村养老机构。对利用集体所有的山坡荒

地或其他不影响城乡规划的建设用地建设并用于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应当优先

办理土地审批手续。

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停办后，其通过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由政府收

回或经批准后转由其他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使用。

三、加大资金扶持力度

（六）加大财政投入和扶持力度。省财政对用房自建、床位数达到 ２０ 张及以上、符

合相关文件规定资质条件的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按核定床位一次性给予每张床位

６０００ 元补助；对租用用房且租用期 ３ 年以上、床位数达到 ２０ 张及以上的民办非营利性

养老机构，按核定床位给予每张床位每年 １０００ 元补助，连续补助 ３ 年。属于护理型民

办养老服务机构，待其护理老人入住率达到 ６０％及以上，在一次性床位建设补贴的基

础上，按核定床位每张额外增加 ２０００ 元补助；租用用房床位每张额外增加 １０００ 元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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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各地要建立财政资金扶持制度，加大社会筹资力度，配套安排相应的建设和购买服

务资金，支持民办养老服务发展。

要充分利用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和引导资金，支持发展居家养老服务业。中小企

业发展专项资金要对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企业给予积极扶持。

（七）建立向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制度，省财政对服务失能、失智老年

人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按一定标准购买服务。

（八）对民办养老机构接收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对象、农村五保或城镇“三无”对象入

住的，老年人原享受的养老服务补贴及各类补助经费应予转入。

（九）加快培育连锁化、规模化、集团化的养老服务机构。对其中的示范性机构，地

方政府根据财力，可给予一次性奖励。

四、积极支持融资信贷需求

（十）进一步加大财政贴息、风险补偿等政策扶持力度，支持和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加大对养老服务业的信贷投入。充分利用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创业投资等方面的扶

持资金，发挥福彩公益金、医疗卫生资金投入合力，引导民间资本加速进入养老服务领

域。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养老服务机构及其建设项目信贷支持力度，合理利

率定价，满足养老服务业信贷需求。对招用毕业 ２ 年以内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

员、就业困难人员、城镇复退军人等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人员达到机构现有在职

职工总数 ２０％（超过 １００ 人的机构达到 １０％）以上，并签订 １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的

民办养老服务机构，根据招用人数，可给予最高不超过 ２００ 万元的贴息贷款，贷款期

限不超过 ２ 年，并可享受 ５０％贷款利息的贴息，贴息所需经费从促进就业资金中列

支。

拓展市场化融资渠道，支持养老服务企业上市融资。支持采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等形式发展养老机构，探索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建设养老机构模式。

（十一）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不断创新金融服务品质与方式，积极改进信贷担保方

式，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可持续发展。允许养老机构利用有偿取得的土地使用权、产权明

晰的房产等固定资产办理抵押贷款，国土资源、房产管理部门应予办理抵押登记手续。

支持养老机构以包括股权融资在内的各种方式筹集建设发展资金，各级财政出资的融

资性担保机构应优先为符合条件的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担保。对产权明晰、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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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度高、偿债能力强的民办养老机构及其建设项目，银行业金融机构应通过多种方式

给予信贷支持。

五、落实税费优惠政策

（十二）鼓励有条件的养老服务机构兼并重组、做大做强，对其在合并、分立、兼并

等过程中发生实物资产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债权、债务和劳动力一并转让涉及的不动产、

土地使用权转移行为，不征收营业税。进一步落实国家扶持小微企业相关税收优惠政

策，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养老服务企业，按照《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小型微利

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７ 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３〕５２ 号）和《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暂免征收部分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９ 号）规定，给予相应扶持。

中小型居家养老服务企业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确有困难的，可按有关规定报经当

地地税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的照顾；因有特殊困难，不能

按期缴纳税款的，可依法申请在 ３ 个月内延期缴纳；对符合条件的员工制居家养老服务

企业在政策有效期内按规定给予免征营业税的支持政策。

（十三）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依法享有与公办养老机构同等的税费优惠政策。

营利性养老机构提供养护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营利性养老机构取得的养老服

务收入直接用于改善养老条件的，其后 ５ 年缴纳的税收地方留成部分由同级财政给予

减半补助。

（十四）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个人通过具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的公益

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向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的捐赠，在计算所

得税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定扣除。民办营利性养老机构通过具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

资格的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支出，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时按规定扣除。

（十五）民办养老机构免缴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对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免征

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营利性养老机构建设减半征收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对民办

养老机构免征水利建设基金，接纳残疾老年人达到一定比例的免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民办养老机构和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用电、用水、用气（燃气）等与居民用户实行同价，并

免收相应的配套费；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达标污水、按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

—７—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 期



的，不再征收污水排污费。

除法律法规明确的收费项目外，不得对民办养老机构另行收费。凡收费标准设置

上、下限的，按有利于民办养老机构发展收取。

（十六）实行积极的价格政策。在统一收费项目基础上，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

构的收费标准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民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的收费标准由其自主确

定。

（十七）对集中研发、生产养老服务用品的养老服务产业园区，经有关部门审核批

准，享受相关优惠政策。

（十八）居家养老服务企业、进行社区服务业登记或到社区备案的居家养老服务组

织和机构，享受家庭服务业相关扶持优惠政策。

（十九）境内外资本举办养老机构享有同等的税费等优惠政策。

六、确保投资者权益

（二十）凡捐资举办的非营利性养老机构，所有净资产归社会所有，机构停办后，由

行政许可部门负责统筹，继续用于养老服务事业；其余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居家养

老服务组织，出资者拥有实际出资额（含存续期间追加投资额）的财产所有权。

（二十一）对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在扣除举办成本、预留单

位发展基金以及提取其他有关费用后，如当年仍有收支结余，经养老服务机构决策机构

同意并经审计符合规定的，可以从收支结余中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奖励举办人，年奖励总

额不超过以举办人累积出资额为基数的同期银行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 ２ 倍利息额；投

入满 ５ 年后，在保证不撤资、不影响法人财产稳定的前提下，经单位决策机构同意，出资

人产（股）权份额可以转让、继承、赠与。

（二十二）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机构、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经依法清算后，其资产增值

部分主要以捐赠形式纳入当地政府养老发展专项基金，经养老服务机构决策机构同意

并经审计符合规定的，可对举办人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总额不超过资产增值部分的

１０％。

七、扶持老年社区和老年地产建设

（二十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老年住宅、老年公寓等老年生活设施建设。对按老年

人居住建筑设计标准建设、有相应的护理服务团队、配有一定规模的养老护理机构的新

开发老年住宅和老年公寓项目，各地要积极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并在收取城市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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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费等方面给予适当优惠，其配套的养老护理机构独立登记后享受相应的扶持政策。

对老年地产涉及的物业开发、持续运营、护理服务、市场培育、资本运作等方面，给予鼓

励引导。

八、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和保障

（二十四）鼓励引导高校和中职学校老年服务与管理、老年护理等专业或专业方向

的毕业生到民办养老服务机构就业。从 ２０１３ 年起，上述专业方向的毕业生进入非营利

养老服务机构就业满 ５ 年，省财政按相关规定给予一次性入职奖补。各地财政要建立

相应的入职奖补制度。

（二十五）将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人、养老护理员及其他各类提供养老服务的组

织从业人员纳入政府培训教育规划，在培训名额、培训经费等方面给予保障。符合条件

的民办机构可认定为培训基地。

（二十六）探索在民办非营利性养老服务机构中设立公益性岗位，吸引有就业意愿

的城乡就业困难人员从事养老服务工作。

（二十七）鼓励公办养老机构从业人员到民办养老机构中任职。公办养老机构正

式在编在岗的从业人员经组织批准，选派到民办养老机构工作的，应签订劳动合同，人

事关系及个人档案转入当地的人才服务中心。合同期满，在编制许可、岗位空缺情况

下，经民政、人力社保部门批准后可重新聘用为公办养老机构正式在编人员，任职工龄

予以连续计算。

（二十八）建立多领域的养老服务人才联动机制。鼓励专业医师到民办养老机构

规范开展多点执业。将民办养老机构纳入护理类专业实习基地范围，鼓励高校和中职

学校学生到民办养老机构实习实训，并按照所在地有关政策给予实习实训补贴。鼓励

民办养老机构引入社会工作人才。对在民办养老机构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公办

机构相同的执业资格、注册考核政策。

（二十九）对各类民办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按现有政策给予社保补贴。各类创业孵

化基地要优先吸纳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创业营业用房和相关政策扶持，并根据其吸

纳就业情况，给予一定数额的种子资金和一定期限的房租补贴。

（三十）提高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薪酬待遇。人力社保、民政部门在每年 ６ 月底前

向社会公布当地护理人员职位工资指导价位，督促指导民办养老服务机构落实护理人

员待遇。建立护理员特殊岗位津贴制度，对取得《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并从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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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护理岗位工作的人员，按照初级、中级、高级、技师不同等级，由当地财政给予一次性

奖励或相应补贴。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
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的决定

浙政发〔２０１４〕１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０９ 年以来，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省人民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

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实施“八八战略”，

锐意进取，扎实工作，以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投身我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

践，各行各业涌现出一大批成绩显著、贡献突出的先进个人和集体。为表彰先进，树立

典型，省政府决定，授予詹海建等 ５００ 名同志“浙江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授予杭州金

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等 ９８ 个集体“浙江省模范集体”荣誉称号，授予我省 ２０１３ 年以来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顾旭东等 ６１ 名同志“浙江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

希望受表彰的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珍惜荣誉，谦虚谨慎，再接再厉，继续在我省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模范表率作用，不断激发和传递社会正能量。全省广大干部

群众要以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为榜样，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为干好“一三

五”、实现“四翻番”，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１．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名单

２．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浙江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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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劳动模范和模范集体名单

一、劳动模范（５００ 名）

杭州（７１ 名）

詹海建 杭州市西湖区文新环境卫生管理所驾驶员

邵长岭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卷烟厂车间副主任

朱佳龙 杭州汽轮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工

郦　 强 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焊工

葛国荣 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华玉强 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灵隐管理处（杭州花圃）郭庄养护班班长

张慧勤（女） 杭州联华华商集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

殷霞红（女）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汽车分公司驾驶员

王健伟 杭州市市政设施监管中心科长

何相之 杭州市水务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付　 强 杭州长运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潘绍海 杭州市富春强制隔离戒毒所大队长

程晓霞（女） 杭州市中医院肾病科副主任

魏　 巍 杭州市陈经纶体育学校游泳教练

丁依群（女）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教师

倪子元 浙江省杭州第四中学教师

吕文红（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庭长

杨旭东 杭州市公安局看守所副大队长

高　 波（女）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杭州供电公司培训专员

陈效忠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网络运营部经理

苏循志 杭州九阳小家电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应晓荣 杭州纸友科技有限公司课题组长

朱　 伟 浙江华日实业投资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许　 斌 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电气设计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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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革文（女） 杭州市时代小学教师

阮建军 杭州市下城区天水武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放射科医生

徐宝庆 杭州市公安局下城区分局武林派出所社区民警

郑长峰 杭州灯塔养殖总场副场长

朱学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法官

李东华 杭州市江干区彭埠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

柴彩珠（女） 杭州市江干区闸弄口环境卫生管理所保洁班长

许荣根 浙江建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吉永林 杭州中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承莉（女） 杭州市拱墅区大关上塘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治医师

王爱明 杭州宝荣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喷漆主管

林俊波（女） 浙江新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户南 杭州"龙农机专业合作社社长

许　 航（女） 杭州市西湖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赵礼敏 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许　 彪 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公司车队队长

杨　 波（女） 杭州（火炬）西斗门膜工业有限公司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许慕典 杭州电魂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策划

戚建尔 富丽达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韩雪芳（女） 杭州市萧山区戴村镇中心小学教师

韩屹丽（女） 杭州宗兴齿轮有限公司设计员

方国平 万向集团公司项目工程师

全仁夫 杭州市萧山区中医院院长

陈文翔 杭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副科长

缪庆忠 杭州市萧山区所前镇缪家村党委书记

任建华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若天 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刑侦大队信息中队政治指导员

修慧敏（女）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

宋锡强 华立仪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

周海东 杭州红通樱桃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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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刚 杭州春溢联合蔬菜专业合作社总经理

李睿萍（女） 杭州腾宇光电有限公司仓库主管

刘庆华 桐庐县广播电视台记者

吴约木 淳安千岛湖红枫林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管金德 淳安县临岐镇仰韩村党总支书记

王建坤 建德市建坤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雷振平 建德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法医

于建云（女） 杭州佳旖工艺品有限公司会计

羊少剑 浙江正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大明 富阳市银湖街道洪庄村党委书记

蒋玉根 富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站长

盛女琴（女）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富阳支行客户经理

郎建平 富阳市万市镇新民村党总支书记

胡道根 临安市湍口桐坑有机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汪　 军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分厂总经理

应金玉（女） 杭州天恒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邱　 云 杭州华旺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机械设备主管

宁波（６６ 名）

宋长洪 宁波长振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总支书记

翁巧琴（女） 余姚市科农獭兔场场长

叶　 青 余姚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小修队队长

高德丰 浙江朗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车间工段长

钱海军 国家电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社区经理

胡引飞 慈溪市惠农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宋佰春 宁波恒康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庆朕 先锋电器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创新中心主任

竺荣高 奉化市江口街道竺家村党支部书记

刘铭刚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研究所主任

龚金川 奉化市岳林街道城东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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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培华 宁海县力港果蔬专业合作社社长

葛明霞（女） 宁海县跃龙中学教师

李　 强 浙江卫信生物药业有限公司生产部长助理

鲍英钱 象山县泗洲头镇墩岙村党支部书记

吴喜海 宁波骏嘉重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铆焊车间主任

陆振一 象山县第一人民医院普外科主任

徐嘉勇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教科室主任

董雅琴（女） 宁波市江东区家院互融服务中心主任

朱　 笑（女） 宁波市海曙区望春街道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办公室项目负责人

李伟明 宁波市江东区福明街道明一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社长

陈国云 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李家村党支部书记

张　 焱 宁波蓝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葛依君 宁波市镇海区九龙湖镇依君花木场场长

冯　 闯 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装配组长

李　 雅（女） 摩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办公室主任

沃绵康 宁波北仑亿润花卉有限公司经理

马洪炎 宁波市北仑中学副校长

胡朝霞（女） 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分局出入境管理科科长

刘　 华 浙江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装备工程部副部长

蔡成球 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山下村党支部书记

高泽普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穆亚红（女） 宁波奥克斯空调有限公司总装分厂装配组长

郑福龙 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爱中小学教师

涂安阳 宁波中集物流装备有限公司人事行政部经理

刘　 达 宁波大榭招商国际码头有限公司副主任工程师

孙德智 宁波均胜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经理

严华菊（女） 宁波雅戈尔动物园有限公司育幼员

徐旭锋 宁波科鑫腐蚀控制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黄世廷 宁波杭州湾世纪城置业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王剑浩 中银（宁波）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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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华 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船用动力研究院副院长

徐善彬 宁波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副处长

姚志坚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夏　 天 宁波港股份有限公司北仑第二集装箱码头分公司桥吊维修班班长

王建平 宁波市海洋与渔业研究院研究员

叶　 甍 宁波送变电建设有限公司输电电缆安装队副队长

邱众杰 宁波市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分公司项目经理

程忠平 宁波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毛家坪水厂职工

饶小鹏 宁波市慈城古县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职工

潘国芬（女） 宁波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客房部经理

王刚强 宁波海洋纺织品有限公司总经理

潘武杰 中国建设银行宁波市分行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

王　 江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营业区经理

黄培建 宁波广播电视集团网络新媒体中心主任

陆才德 宁波市医疗中心李惠利医院普外科主任

邹建红 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干部

陈　 叶（女） 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线路班组长

褚新法 宁波交通工程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部常务副经理

王龙国 宁波市交通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检测管理科科长

施曲菲（女） 宁波市慈湖中学年级组长

干伟忠 宁波工程学院重点实验室主任

俞　 毅 宁波外事学校校长

卢元铭 宁波海关缉私局海上缉私处轮机长

仇晓峰（女） 宁波市养老保险管理中心科长

吴　 鹏 宁波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行政审批窗口受理员

温州（５４ 名）

潘卧虎 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南郊派出所中队长

柯长瑜（女） 温州市第四幼儿园园长

李逸萱（女） 温州市鹿城区教师培训和科研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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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绍钦 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坦头村党支部书记

张积贵 浙江温兄机械阀业有限公司技师

项忠祥 浙江温州龙湾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新支行行长

郑金莲（女） 温州市龙湾区计划生育宣传技术指导站站长

黄大成 温州市宏源铜业有限公司设备维修钳工

徐协春 温州市协春园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邱素萍（女） 温州金州集团有限公司幸福工委主任

吴庆海 温州市公安局瓯海区分局娄桥派出所副所长

裴　 军（女） 浙江省瓯海中学教师

杨　 汤 浙江森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研发总监

刘逢燕 民扬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宋仙水 浙江铁枫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　 晓 乐清市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郑晓丹（女） 乐清市第三中学教师

黄跃东 兴乐电缆有限公司挤塑主档工

林建华 瑞安市华忠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虞爱萍（女） 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副主任

吴月民 瑞安市公安局玉海派出所副所长

胡永启 瑞安市人民医院急诊科主任

刘海彬 浙江人本鞋业有限公司人事部经理

陈志俭 永嘉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林小群（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综合柜员会计

林忠民 浙洞渔 １４５１ － １５４２ 船长

许战勇 洞头县政府北岙街道办事处办事员

侯合丽（女） 洞头县教育第二幼儿园教师

韩宝国 文成县殡仪馆火化班班长

陈三柳（女） 浙江省文成中学教师

黄兆进 奋起皮业有限公司总裁

杨瑞军 国网浙江平阳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班长

李　 兵 平阳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副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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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丽君（女） 浙江省平阳中学教师

彭尚进 泰顺县尚进农林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王潘萍（女） 泰顺县罗阳镇环境卫生管理所所长

蓝　 光 浙江省泰顺中学政教处副主任

杨平庭 苍南县东魁水果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沈爱芬（女） 苍南县金乡高级中学教师

王贤理 浙江伊利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吴来红 温州中淳高科桩业有限公司设备维修主管

余腾忠 浙江正康实业有限公司开发部经理

肖　 枫 温州机场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景福 温州交通运输集团有限公司城西公交第一分公司驾驶员

曹　 辉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温州供电公司检修分公司变电检修工

陈　 艳（女） 温州市经济建设规划院院长

陈　 亮 温州市公路管理局副处长

林　 炼 温州市建筑工程管理处科长

李海鹰（女） 温州市工业科学研究院工业设计研究所所长

柴一秋（女） 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

王宝# 浙江省温州中学教师

谢智勇 温州市文化馆馆长

高　 峰 温州市人民检察院副处长

徐文新 温州市安监局安全生产宣教中心副主任

湖州（２８ 名）

李林生 德清县莫干山大酒店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根源 湖州松华橡塑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沈连初 德清县乾元镇运河特种水产养殖场场长

张国华 湖州市技师学院教师

张天任 天能集团董事长

臧峻月（女） 长兴县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

邵荣益 长兴县荣耀鹅业有限公司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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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孝伟 超威集团技术研究院主任

郑云法 安吉县灵峰旅游度假区横山坞村党支部书记

温兴德 湖州炜业锅炉容器制造有限公司焊工

李晓生 安吉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大队长

吕师德 安吉县交通运输局工程师

林顺春（女） 湖州市吴兴区东林镇南山村党支部书记

钱英士 浙江飞剑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

李伟民 湖州市公安局吴兴区分局朝阳派出所民警

曹水翔 湖州市南浔区善琏镇水祥龟鳖合作社社长

李郑周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销售部经理

曹美凤（女） 南浔环境卫生管理所技工

梅兰英（女） 浙江石井富兴针织品有限公司职工

沈　 琼（女） 湖州市浙北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女装部经理

倪黎鸣（女）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行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张海荣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应美凤（女） 湖州市民政局救助管理站站长

潘建平 湖州市中兴建设开发公司党支部副书记

黄义成 湖州市港航管理局直属分局机务管理员

平金良 湖州市中心医院病理科主任

冯新江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湖州供电公司变电运维工区主任

凌建勤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接入维护中心主任

嘉兴（３８ 名）

陈彦飞 嘉善县第一人民医院外三科主任

吴雪军 嘉善县公安局姚庄派出所所长

王爱荣 嘉兴市善通运输（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宋大夫 嘉善县干窑镇干窑村党委书记

黄德荣 伴宇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盛喜华（女） 浙江金丝娘水果专业合作社副社长

韩其芳 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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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晓 平湖市公安局独山港派出所民警

赵其芳（女） 恒锋工具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吴张平 嘉兴繁荣电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陆志华 海盐县人民医院院长

万福祥 海盐县秦万芦荟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吴　 英（女） 海宁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贾维国 海宁市丁桥镇新曙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谭建新 海宁市大元运输有限责任公司驾驶员

鲍风华 海宁市龙洲印染有限责任公司电工班长

庄奎龙 新凤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

张永根 桐乡市董家茭白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钟耀权 桐乡市恒泰精密机械有限公司生产技术部部长

顾娟文（女） 桐乡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崇福信用社副主任

陆晨阳 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中学校长

胡　 燕（女） 嘉兴市南湖区解放街道菜花泾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沈福良 嘉兴市潜福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

高明慧（女） 嘉兴市秀溢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洪福珍（女） 上海外国语大学秀洲外国语学校校长

张　 军 欣悦印染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张益平 嘉兴市乍浦港口经营有限公司集装箱作业队队长

谭霄红（女） 嘉兴市委组织部公务员管理处处长

沈霞芳（女） 嘉兴市地方税务局第一税务分局主任科员

王　 勤（女） 嘉兴市第一中学英语教研组组长

沈志光 嘉兴市秀州中学校长

刘加良 嘉兴市第一医院大内科主任

康一强 嘉兴市港航管理局城郊科科员

魏建铭 嘉兴市园林绿化工程公司苗木站站长

张汉良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陆龙泉 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冯晓科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嘉兴供电公司副总工程师

—９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 期



余存钦 嘉兴市公安局主任科员

绍兴（４６ 名）

石晓勤（女） 绍兴市越城区委统战部主任科员

沈越超 绍兴市越城区北海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院长

陈成松 绍兴市越城区孙端镇皇甫庄村党支部书记

胡月祥 绍兴市越城区东浦镇袁川村党总支书记

李传海 浙江永通染织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葛兴杰 浙江宝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锦高 绍兴市柯桥区小百花越剧艺术传习中心主任

和锡琼（女） 绍兴市柯桥区福全镇福全山村妇女主任

丁卫松 绍兴柯桥排水有限公司维修分公司技术总监

骆左强 浙江上百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范国伟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造部副部长

黄国东 上虞新和成生物化工有限公司研究所所长

杭兰英（女） 绍兴市上虞区崧厦镇祝温村党总支书记

李培明 浙江春晖中学校长

姚新义 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朝晖 浙江朝晖种猪有限公司场长

陈维芹（女） 诸暨市暨阳街道江新社区党委书记、主任

杨守和 诸暨市人民医院特检科主任

陈　 超 诸暨市公安局枫桥派出所民警

张玉沣（女） 浙江宏达制衣有限公司针织缝补工

马真喜 嵊州市马寅初中学校长

尹晓民 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王正辉 新昌县公路管理段拔茅公路站站长

吕银祥 新昌县人民医院院长

俞春国 新昌县沙溪镇董村党总支书记

苏淑娟（女）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主任

齐陈泽 绍兴文理学院化学化工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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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蘅瑾（女）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网络传播学院副院长

朱　 雯（女） 绍兴市稽山中学校长

安　 华（女） 绍兴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场负责人

沈军海 浙江漓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　 军 绍兴市汽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驾驶员

童仙敏 浙江环宇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陈国强 绍兴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城区交警大队大队长

曹连荣 绍兴日报社派驻农村指导员

徐立红（女） 绍兴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总工程师

周国卫 绍兴市政府防汛防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

颜　 艳（女） 绍兴市第六人民医院护士长

郭航远 绍兴市人民医院院长

龚福权 绍兴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单国刚 绍兴市燃气有限公司维修班班长

施洁净（女） 浙江绍剧艺术研究院演员

郦　 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公司网络部副经理

宋卫国 浙江嘉绍跨江大桥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金关华 绍兴市铜都铜材有限公司生产经理

陈关贤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绍兴供电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金华（４０ 名）

单卫东 金华供电公司送变电工程公司质安部主任

江青祥 浙江通济交通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车管员

蒋国敏 金华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政委

吴月华（女） 万里扬集团有限公司总裁

章静钢 金华市仙源山铁皮石斛种植基地有限公司业务技术经理

成彩琴（女） 金华市第四中学政教处主任

吴樟春 金华市金东区审计局科长

顾金芳 浙江开尔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陈永刚 浙江真爱时尚家居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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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龙 浙江金徕镀膜有限公司车间主管

汪燕飞（女） 金华市婺城区江南街道南苑社区居委会党委书记

李冬梅（女） 金华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丁丽英（女） 浙江兰溪巨化氟化学有限公司班长

董红旭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溪市支行综合业务部经理

应国新 浙江欧宝塑业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

毛国忠 兰溪市诸葛镇厚伦桥村党支部书记

林　 江 义乌海关关长

周晓光（女） 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伟东 浙江道人峰茶叶有限公司农艺师

朱俭勇 华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　 敏（女） 义乌市绣湖小学教师

吴亚艳（女） 东阳市吴宁江滨幼儿教育园园长

徐文财 横店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黄小明 浙江新东阳木雕有限公司总设计师

王世明 东阳市江北街道猴塘社区王峰小区党支部书记

刘国梁 浙江永康农村合作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俞健宁 永康市旺吾农庄油茶种植专业户

胡华东 浙江四方集团公司研究所所长

童跃锋 永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王　 艾（女） 浦江县毛阳岗生态养殖场专业户

汪建平 浦江欧妮雅化妆品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石有趣 浦江县蔬菜办公室干部（县科技特派员）

曹龙水 浦江县黄宅镇曹街村经济合作社社长

俞学文 武义县金茗茶叶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赖玉姣（女） 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

傅薇莉（女） 武义县河道堤防管理所所长

占林喜 浙江三美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陆天富 磐安县妇幼保健院医技科主任

张威平 磐安县尖山镇管头村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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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芳（女） 浙江奥特王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外贸开发组组长

衢州（２６ 名）

叶兰花（女） 衢州市柯城区兰花热线工作室主任

焦维清 浙江弗莱制冷剂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程辉武 浙江民心生态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杨红卫 衢州市衢江区东丰粮油专业合作社社长

黄美芳（女） 浙江蓝天废旧家电回收处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吴柏林 龙游县林业技术推广站总工程师

劳光荣 龙游县大街乡贺田村党支部书记

王　 燕（女） 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局峡口电站副站长

徐爱建（女） 江山市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周建明 纪元电气集团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陆承江 江山市峡口镇枫石村党支部书记

饶祖华 常山县人民医院院长

曾　 君（女） 浙江润发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

彭国方 常山县东案乡朝阳村村委会主任

陈德水 浙江华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方的荣 开化县池淮镇芹源村党支部书记

郑校平 开化县农作物技术推广站站长

余卫兵 浙江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工段长

王志强 浙江巨化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焊工负责人

朱　 健 浙江巨化热电有限公司班长

苏永强 红五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金建文 衢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王　 瑛（女） 衢州市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副总监

王　 炜 衢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结核病防治科科长

钱冬良 浙江电瓷厂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副主任

毛志浩 衢汽集团衢州江城通衢城际公交有限公司客车驾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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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２３ 名）

杨亚萍（女） 舟山市定海大田白鹅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陈佳颖（女） 舟山市定海区农林与海洋渔业局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王伟彬 森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部经理

袁永祥 舟山市定海区龙腾渔业专业合作社社长

林松定 舟山市普陀区虾峙镇庙湾社区灵和村党支部书记

吴素月（女）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街道茶湾社区党委书记

朱江兵 舟山市普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共事业科副科长

李科平 舟山市华鹰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郑德伟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台门学校校长

夏永祥 岱山县岱东镇龙头社区（村）党支部书记

洪传坤 岱山县第一人民医院院长

高志琴（女） 岱山县环境卫生管理处职工

郑国存 舟山市嵊泗绿岛深海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

吴建国 舟山海光明电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毛建峰 普陀山客运索道有限公司索道站站长

包炳军 舟山市新城土地与房屋征收指挥部副总指挥

罗海忠 舟山市水产研究所所长

黄永平 舟山港海通轮驳有限责任公司顾问

李志康 中国水产舟山海洋渔业公司船长

江杰来 浙江弘禄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丁兆冈 浙江舟山启明电力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金　 芳（女） 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定海分局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秘书长

贝红雁（女） 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

台州（４５ 名）

林　 敏 浙江水晶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徐肖杰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项目负责人

蔡海红（女） 台州市椒江区洪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内科主任

张云生 台州市椒江区林业特产总站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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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启正 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总工会专职副主席

王志敏 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杨文杰 浙江新菱电机有限公司电工组长

彭莉萍（女） 台州市黄岩区财政局主任科员

胡才谦 台州市黄岩桔都柑橘植保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陈丹红（女） 台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路桥大队城区中队副中队长

曹仁福 台州市路桥超腾葡萄专业合作社经理

戴月萍（女） 台州市路桥区卫生局党委委员

应宣方 台州市路桥区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

章卡鹏 浙江伟星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元明 浙江宏海水产专业合作社技术顾问

费少标 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钣金组经营长

郑小平 临海市邮政局东洋支局投递员

叶金仙（女） 临海市永丰镇政府党政办副主任

金松涛 浙江省台州中学副校长

杨冬娇（女） 温岭市兴合禽业合作社主任

金　 吉（女） 温岭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法医

韦桂花（女） 温岭市市容环卫管理处环卫工人

戴冬春 温岭市邮政局横峰支局局长

陈福春 温岭市中医院院长

陈文娟（女） 玉环县广播电视台台长

陈潘顺 玉环县市容环卫管理处副主任

陈文荣 玉环县人力和社保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大队长

郑青松 玉环县水产技术推广站站长

陈　 超 浙江绿播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植大户

陈　 峰 天台县城区环境卫生管理处渣土办主任

戴银杏（女） 天台县外国语学校教师

奚尊士 天台县政府赤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

胡锦生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亚琴（女） 仙居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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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浩军 仙居县福应街道县前社区党总支书记

刘风强 浙江仙琚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实验员

郑有印 三门县亭旁镇郑家村党支部书记

全丽英（女） 三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外贸部经理

黎　 吉 三门县国土资源局驻县政府行政审批服务中心国土窗口办事员

何赛君（女） 浙江省三门中学教研组长

王　 寅 浙江省台州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社会发展局局长

潘海娃（女） 台州市气象局气象服务中心副主任

王　 盛 台州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一处副处长

林荣海 浙江省台州医院重症医学病区主任

叶道林 台州市殡仪馆业务中心主任

丽水（２４ 名）

朱　 刚 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实施处副处长

邵黎明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丽水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

吴一鸣 浙江省丽水中学党总支书记

熊金平 丽水碧湖绿源长豇豆专业合作社社长

纪旭红（女） 丽水市莲都区 ９６３４５ 市民服务中心主任

孙黎明 丽水市莲都区安监局科长

朱志伟 龙泉市档案局局长

梅红玲（女） 浙江天丰陶瓷有限公司艺术总监

陈冬妹（女） 青田县陈冬妹来料加工经营部经纪人

吴淑莲（女） 青田县安监局行政审批科科长

叶林军 青田县公安局高湖派出所副所长

周文斌 缙云县人民医院外科主任

王琼瑛（女） 缙云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文物科科长

王国华 缙云县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室主任

郑宗长 遂昌县云峰街道长濂村党支部书记

毛卫华 遂昌育才中学执行校长

程良清 云和县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科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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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龙 浙江新云木业集团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吴建新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庆元县供电公司党委书记

张继礼 庆元县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雷刘东 景宁畲族自治县大均乡李宝村党支部书记

叶玉珠（女） 景宁畲族自治县林业局总工程师

翁凤英（女） 松阳县委党校教务科科长

郑素芝（女） 松阳县长运有限公司计财部经理

省部属（３９ 名）

朱利中 浙江大学农业生命环境学部副主任

高　 玉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毛建卫 浙江科技学院生物与化学工程学院院长

徐祥燕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石油分公司总经理

黄志军 省粮食局直属粮油储备库主任

陈旭辉 浙江省二建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经理

王建民 浙江省建筑科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分公司总工程师

王　 剑 省行政中心餐务管理处主任

郭伟华 机械工业第二设计研究院院长

叶有林 杭州钢铁集团公司转炉炼钢厂班组长

张宗军 东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技术总监

方　 伟 浙江省农村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农都现代农产品物流中心筹建办

公室主任

周智修（女）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茶叶技能培训中心主任

潘东浩 浙江运达风电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卢亦愚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点实验室主任

董明生 浙江物产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马锋辉 浙江美术馆馆长

周金友 浙江工人日报社记者

屈百鸣 浙江省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

赵永河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浙江销售分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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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微微（女） 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法医支队政委

陈爱娣（女） 省级机关武林门幼儿园园长

王健敏 勿忘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毛晓俊 浙江省送变电工程公司施工队队长

裘愉涛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继电保护处处长

杜振东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经济技术研究院设计中心副总工程师

周坚骏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企业信息化部副经理

严丽萍（女）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政企客户中心经理助理

李　 娜（女） 浙江省报刊发行局运维主管

孔令勇 上海铁路局杭州供电段工区长

应献新 上海铁路局金华车务段站长

李志胜 省交通运输厅工程质量监督局局长

王芳芳（女） 浙江宁波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宁海收费管理所所长

陈升立 浙江省第七地质大队矿勘一院院长

周利生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五研究所重点实验室主任

于永龙 浙江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管理部副科长

张彩霞（女） 浙江省第五监狱行政装备科科长

武高路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部门经理

吴日根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室主任

二、模范集体（９８ 个）

杭州（１４ 个）

杭州金鱼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西湖博物馆

杭州市市区河道整治建设中心

杭州市港航管理局

杭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

杭州利群环保纸业有限公司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街道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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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采荷实验学校

国网浙江杭州市萧山区供电公司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凤凰村村民委员会

浙江铁流离合器股份有限公司

富阳市湖源乡窈口村村民委员会

浙江帝龙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１２ 个）

余姚阳明税务师事务所

宁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

国网浙江奉化市供电公司

宁海县蔬菜果品市场有限公司

象山县定塘镇沙地村村民委员会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宁波市北仑区新?街道大港社区服务中心

宁波鄞州农村合作银行

银亿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分行

宁波市公共交通总公司

温州（１０ 个）

浙江温州瓯海农村合作银行

浙江乐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洞头县东屏街道寮顶回族村村民委员会

文成县公路管理局

浙江一鸣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国营浙江省苍南县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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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铁路与轨道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湖州（７ 个）

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超威集团

安吉县山川乡高家堂村经济合作社

珀莱雅化妆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州分公司

巨人通力电梯有限公司

湖州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中心

湖州市交通规划设计院

嘉兴（８ 个）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３１６ 平湖市为农服务中心

张元济图书馆

浙江美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桐乡市屠甸镇汇丰村村民委员会

嘉兴市明星牧业有限公司

浙江禾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所）

绍兴（８ 个）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支行

绍兴市上虞区丰惠镇西湖村村民委员会

诸暨市城东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

嵊州市小华粮食产销专业合作社

国网浙江新昌县供电公司

浙江省邮政公司绍兴市分公司

绍兴市排水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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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仲裁委员会秘书处

金华（７ 个）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

金华市婺城区财政局会计核算中心

兰溪市黄店镇上包村村民委员会

东阳市南马镇花园村村民委员会

浦江县邮政局

浙江骏达联酒店有限公司（武义清水湾沁温泉度假山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磐安支行

衢州（６ 个）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

衢州市衢江区全旺镇楼山后村村民委员会

龙游县公安局

浙江省衢州第二中学

浙江甲壳虫动漫产品有限公司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电化厂

舟山（４ 个）

舟山市定海区干■镇新建社区管理委员会

浙江舟山普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舟山市公安局普陀山分局

舟山海关

台州（９ 个）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椒江分公司

台州市黄岩地方税务局

九鼎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临海市哲商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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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箬横镇贯庄村村民委员会

天台县行政服务中心

仙居县第一小学

国网浙江三门县供电公司

台州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丽水（４ 个）

浙江固驰电子有限公司

云和县国家税务局

丽水市信访局

丽水市莲都区大港头镇利山村村民委员会

省部属（９ 个）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玉环电厂

国网浙江省电力公司物资分公司

浙江省电力设计院

上海铁路局杭州北车辆段

浙江台州甬台温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浙江省金华监狱

附件 ２

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浙江省劳动模范”荣誉称号名单

顾旭东 嘉兴市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主任

潘伟民 宁波市第一医院心内科主任

—２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２ 期



项香女（女） 台州市第一中学副校长

金卓杏（女） 丽水市中心医院妇产科主任

练素香（女） 浙江双枪竹木有限公司企管部经理

吴棣梅（女） 玉环县海山乡卫生院院长

唐爱英（女） 嘉兴嘉诚动能设备有限公司焊接组组长

张　 虹（女） 海宁市华联大厦有限公司柜组长

周　 勇 嘉兴振禾出租汽车有限公司老兵爱心车队队长

阮燕萍（女） 杭州民生药业有限公司工厂总监

傅　 勇 杭州汽车高级技工学校计财处主任

唐水林 杭州市上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副所长

苟述荣（女） 杭州佳骏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片长

许友云 杭州宝井钢材加工配送有限公司代理作业长

赵永红 桐庐县万里长运有限公司客运分公司经理

陈　 静（女） 浙江新安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组长

吕义聪 浙江金刚汽车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员

米　 勇 浙江东音泵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部经理

周大岗 宁波世茂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安朝香（女） 宁波维科丝网有限公司穿综工

杨兴富 宁波通途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征地拆迁部经理

樊立新 国家开发银行宁波市分行行长

苏秀榕（女） 宁波大学海洋学院教授

方　 明 浙江科惠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董事长

董　 礼（女） 兰溪市裕欣纺织有限公司车间主任

徐玲玲（女） 浙江新华建设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组长

刘昌勇 康奈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徐聪琴（女） 永嘉县人民医院院长

陈林钢 温州市科星电子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

刘中山 英博双鹿啤酒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

陈　 茜（女） 中国民生银行温州分行公司部经理

邢一均 浙江特种电机有限公司技术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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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慧琴（女） 绍兴市鲁迅小学教育集团党总支书记

陈招妹（女）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设计部部长

童康祥 衢州市衢江区总工会主席

陈敏学 绍兴市水上运动训练中心副主任

卢礼成 浙江青风律师事务所律师

陈　 锰 浙江天泽水电建设有限公司施工员

王　 维 杭州华东医药集团康润制药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陈雪琴（女） 浙江洪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女工委主任

沈嘉伟 湖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务处副处长

杨晓翔 浙江湖州电力技术培训中心技能鉴定科科长

张信大 岱山吉博力洁具有限公司钳工

陈　 （女） 嵊泗县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

韦金炎 中天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经理

段晓鹏 宁波市公安局海曙分局巡特警大队科员

苏为科 浙江工业大学教授

吴国潮 浙江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李家彪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所长

陈美芳（女） 上海铁路局杭州客运段列车长

金龙林 浙江交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邱　 萍（女） 中国烟草总公司浙江省公司总经理

陆建良 嘉兴市南湖区政协副主席、总工会主席

洪东海 浙江金鹰集团有限公司亚麻分厂厂长

施　 晓（女） 舟山医院主任医师

江旭华（女） 浙江富丹旅游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唐瑞云 舟山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垃圾滚装船操舵工

崔荣苗 浙江省建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项目经理

韩晨洪 杭州园林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唐志海 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技术员

蒋卫东 浙江金华电业局检修公司输电运检工区带电作业班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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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进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５０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转变农资经营服务方式，增强综合服务功能，帮助农民发展现代农业，经省政府

同意，现就推进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服务农民、助推现代农业发展为宗旨，按照市场主导、政府

推动、主体多元和经营服务专业、优质、高效的要求，完善农资连锁经营网络，创新服务

方式，丰富服务内涵，增强服务能力，推动农资经营企业从单一经销商向综合服务商转

型，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农资连锁经营、物流配送、农技服务等实

体经营服务网络与“智慧农资”服务平台线上线下有机结合、覆盖全程、便捷高效的现

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努力保障农资市场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质量可靠、服务配套。

二、主要任务

（一）提升农资连锁网络经营服务水平。各地要顺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将农资经

营服务纳入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建设范畴，新建和改建的基层农业公共服务中心特

别是示范性农业公共服务中心应设立专门的农资供应场地；尚未具备条件的基层农业

公共服务中心应设立农资供应宣传窗口，并尽可能在附近设立农资供应站（点）作为指

定服务点。引导农资经营门店提升规范化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连锁配送率。从 ２０１４ 年

起，通过改造门店基础设施、引进农技服务专业人才、购置病虫检测专用设备等途径，每

年改造提升 ２００ 家连锁经营门店，使其成为集农资商品供应配送、农民培训咨询、农技

服务等功能于一体以及经营高效、服务优质、管理规范的示范店；同时，要引导乡镇农资

示范店配设庄稼医院。

（二）推进农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建设。按照现代农业发展趋势和城乡商业网点

布局，建立健全农资现代物流配送体系。在主要农资商品集散地和铁路沿线建立省级

农资配送中心和仓储物流中心、县级建立区域性配送中心、乡镇示范店建设配送点，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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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农资商品配送率。加强与现代农业园区、粮食生产功能区内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

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经营服务主体的对接，开展直接配送服务，减少流通环

节。

（三）完善“智慧农资”服务平台。支持供销社系统以现有农资经营服务网络和“中

农在线”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为依托，利用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移动通信终端等现代

信息技术，打造集在线庄稼医院、农技培训、市场信息发布、智能化农业生产设施示范推

广、优质农资商品展示展销、农资商品质量追溯于一体的“智慧农资”服务平台，为农民

提供质优价平的农资商品和快捷高效的服务。智慧农资服务平台要与农业、工商、质

监、物价等部门建设的有关信息化平台有效对接、互联互通，实现农产品价格和农资市

场供求及价格、病虫测报、农资商品质量等相关信息共享。

（四）培育农资经营服务龙头企业。支持农资经营服务龙头企业以收购、兼并、联

合合作等方式实行跨区域发展，做大做强经营服务；通过控股、参股等方式，与上游农资

生产企业开展合作，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积极开展与农业生

产密切相关的农机具、农药供应以及粮食、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购销业务，延伸产业链。

有条件的农资龙头企业要积极探索农业金融服务，使其成为农资供应、农业社会化服

务、农产品购销、农业金融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商。

（五）创新服务组织和方式。支持农资经营服务企业创办领办农作物病虫害统防

统治、测土配方施肥、农机耕作、农村金融服务等专业合作社或公司，为农业生产经营提

供便利的全程服务。支持农资经营服务企业与农产品生产基地、种养大户、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建立紧密合作关系，组织开展直供配送、新品种试验示

范、技术承包、全程托管等服务，促进农资先进适用技术入户到田。支持农资经营服务

企业围绕农业主导产业和当地特色优势产业，直接参与建设产品特色鲜明、品牌效应突

出、经济效益明显、体制机制创新的现代农业项目，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队伍建设。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和高校毕业生到县以下农资经营企业工

作，解决基层农资科技人员断层问题。对吸纳就业的单位，按相关规定给予社保补贴和

税费减免等政策支持。经学校正式录取并属于农业种养范围的农学、植物保护专业的

学生免缴学费。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农资经营服务人员的培训，提高从业者的专业技能

和服务水平，属于农村“两创”实用人才培训范围的，享受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补助

政策。经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可的中华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的庄稼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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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以及按规定取得职业技能鉴定证书的农业植保工，可申领农药经营许可证。

（二）加强政策扶持。经认定的农资经营服务龙头企业，可享受农业龙头企业的相

关扶持政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农资经营服务龙头企业参与农业公益性

服务。财政部门要加大对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在“智慧农资”服务平台建

设、农资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基本农药集中配送和废弃农药包装物回收处理、农化车

辆配备、科技示范基地建设等方面予以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农资检测、装卸等设施配备

列入农机具购置补贴范围。金融机构要对农资经营服务企业参与土地流转、现代农业

项目建设给予贷款、授信、担保、结算等支持，降低门槛和费用，拓宽农资龙头企业多元

化融资渠道。推动有实力的农资龙头企业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争取上市挂牌融资。

探索农资龙头企业创新相关农业金融的方式和途径。积极支持农资物流配送中心建

设，切实落实建设用地指标，作为经营性商业用地的，土地招拍挂出让前，所在区域有工

业交易地价的，可参照市场地价水平、所在区域基准地价和工业用地最低价标准等确定

出让底价，土地出让后严禁擅自改变用途；确需改变用途、性质或者进行转让的，应当符

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经依法批准。对农资物流配送中心自有的（包括自用和出租）

大宗商品仓储设施用地，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前可减按所属土地等级适用税额标准的

５０％计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农业项目区内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或直接辅助农产品种

养业生产的设施用地，按农用地管理。

（三）简化办证程序。农资连锁经营企业设立非公司企业法人或非法人分支机构，

可持总部出具的文件，直接到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登记注册，免办工商登记核

转手续。农资连锁经营龙头企业下属连锁分部（含控股及参股的连锁公司、直营门店、

加盟门店等），经营与连锁经营龙头企业相同范围、品种的农资商品，可由连锁经营龙

头企业统一到相关安监部门办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各连锁分部不再重复办理。

（四）加强市场监管。各地要建立健全公安、农业、工商、质监、供销等部门协调联

动机制，加强联合执法，避免多头、重复检查。着力推进农资信用体系建设，健全农资商

品质量溯源体系，完善农资经营企业诚信档案和进货索证索票制度，实施信用等级分类

监管，促进农资经营服务企业依法诚信经营。

（五）加强组织领导。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建设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服务农民、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各地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采取有力政策措施，加大支持力度，落实用地等保障。各有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优

化服务，共同推进我省现代农资经营服务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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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农资连锁经营网络建设的若干意见》（浙政办发

〔２００７〕５８ 号）同时废止。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０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
浙江省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５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加强对良渚遗址保护利用及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的领导，省政府决定成立浙

江省良渚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

下：

组　 长：郑继伟（副省长）

副组长：李云林（省政府副秘书长）

金兴盛（省文化厅厅长）

徐文光（杭州市委常委、余杭区委书记）

成　 员：龚吟怡（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明办主任）

焦旭祥（省发改委副主任）

陈石春（省公安厅副厅长）

金慧群（省财政厅副厅长）

马　 奇（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方　 敏（省环保厅副厅长）

顾　 浩（省建设厅总规划师）

王德宝（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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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如华（省水利厅副厅长）

王建跃（省农业厅总农艺师）

陈　 瑶（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陆国灏（省外办副主任）

方敬华（省旅游局副局长）

张建庭（杭州市政府副市长）

朱　 华（杭州市余杭区区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文物局，陈瑶兼任主任，朱华兼任副主任。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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