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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城乡居民收入
持续普遍较快增长的若干意见

浙政发〔２０１４〕４１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确保完成党的十八大和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作出的城乡居民收入翻番目标任

务，促进我省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围绕干好“一三

五”、实现“四翻番”目标，把富民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教育优先、就业为基、创业

带动、政策兜底，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的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

入，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促

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

（二）目标任务。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可比价计达到 ４００００ 元

左右。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５００００ 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２２０００ 元左右。

（三）基本思路。

———坚持教育优先。把发展教育放在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的优先

位置，加大教育投入，统筹发展各类教育，着力提高全社会劳动者素质和就业创业致富

能力。到 ２０１７ 年，高中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９５％以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５６％以

上，全省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１０ ５ 年以上。

———坚持就业为基。提升工业化，加快城市化，积极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就业，努力

创造数量更多、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促进企业职工工资持续较

快增长。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全社会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 ６００００ 元左右。

———坚持创业带动。在全省各地普遍建立创业服务体系，鼓励更多的城乡居民特

别是科技人员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吸引更多的海内外人才到浙江创业，努力把浙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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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创业环境最优、政策最好的创业高地。到 ２０１７ 年，全省各级各类孵化器在孵企业

达到 １００００ 家以上。

———坚持政策兜底。全面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财政对教育、医疗、社会

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提高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政策扶

持力度，加大对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到 ２０１７ 年，欠发达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达到每人每年 ５０００ 元以上。

二、着力提高工资性收入

（四）努力创造收入更高的就业岗位。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做大做强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高端装备等产业，不断提高就

业比重。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全面推进“机器换人”，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低端用

工。加强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与高新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对接，加强高校

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与龙头企业、品牌企业、科技型企业等优势企业的对接，加强农

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和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努力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再就

业。

（五）逐年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建立健全最低工资标准与经济增长联动机制，按照

最低工资增长高于经济增长原则，每年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 ２０１７ 年，四档最低工资

标准平均达到每月 ２０００ 元左右。

（六）健全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每年定期发布上年度全省全社会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及增长率等有关信息。按照平均工资增长不低于经济增长的要求，

每年定期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线。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力争覆盖面达到 ８０％以

上。

（七）逐步提高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收入。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

资福利的政策规定。健全机关单位工作人员津贴补贴奖金制度。深化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制度改革，强化按劳分配、优绩优酬的政策导向。完善机关事业单位住房公积金、住

房补贴制度，建立正常增长机制。

三、稳步提高经营性收入

（八）加快提高农村家庭经营水平。大力推广高效、生态循环的新型种养模式，加

强农产品质量建设，加快发展绿色农业。积极培育家庭农场等现代农业主体，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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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子商务，推动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化、网络化、品牌化。加快发展休闲观光农业，鼓

励和支持农民利用特色资源发展农家乐、乡村民宿、休闲农庄等乡村旅游，鼓励有条件

的地方加快推进乡村旅游景区化。积极发展新型农村家庭工业，重点支持以来料加工

为主体、以手工制作为特色的零排放、低能耗家庭工业发展。

（九）大力发展个体经济新业态。抓住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机遇，大力发展电商网

店、软件编程等适宜个体经营的互联网经济新业态。适应市场需求个性化、多样化、高

端化发展新趋势，进一步放宽政策，鼓励和支持专业技术人员创办创意设计、管理咨询、

家庭理财等个人工作室或者从事健康顾问、依法提供法律顾问等服务。积极利用互联

网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个体服务业，推动个体经济业态创新。

四、努力提高财产性收入

（十）拓宽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加快“三权到人（户）、权跟人（户）走”改

革，切实保障农民对承包地行使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入股

等权利，对集体资产股份行使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对宅基地行

使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着力增加农村居民财产

性收入。

（十一）拓展城乡居民投资渠道。鼓励支持金融机构和第三方支付企业不断开发

收益稳定、风险适度的理财产品，鼓励支持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券、

中小企业集合票据等直接融资工具。规范民间金融运行，探索发展民间融资服务中心、

民间资金管理企业。积极发展地方资本市场，支持和鼓励更多的企业到浙江股权交易

中心挂牌和进行股权、债券融资，实现民间小资本与大企业、大项目的对接。

（十二）鼓励投资创业。降低创业门槛，对新办企业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取消

最低限额、筹建登记等新政。放宽住所（经营场所）登记条件，允许“一址多照”“一照多

址”，鼓励商务秘书企业提供住所托管服务。完善创业服务体系，支持创办创业服务企

业，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创业培训、创业指导、创业咨询等创业服务的机制。加强税收扶

持，全面落实国家有关小微企业税收减免政策。

五、持续提高转移性收入

（十三）完善农业补贴制度。加大农业补贴资金整合力度，调整优化涉农专项资金

支出结构，建立农业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研究完善耕地保护、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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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流转、粮油生产等直补办法。完善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逐步扩大农业保险保费补

贴范围，适当提高保费补贴比例。

（十四）积极推进社会保险扩面提标。加强社会保险制度整合衔接，逐步提升统筹

层次。进一步完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整合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构建城乡

统一的失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大病保险制度，努力实现应保尽保，不断扩大各类社会

保险覆盖面。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稳步提高企业退休人员

基本养老金水平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适时调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

次，适时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补助标准。鼓励和支持企业建立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制

度。

（十五）加大扶贫帮困力度。创新扶贫办法，整合扶贫资金，建立健全扶贫工作与

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联动机制。健全特困人员供养制度，完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救助

制度及临时救助制度，完善残疾人、困境儿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健全优抚对象抚

恤补助标准调整机制。

六、保障措施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城乡居民增收工作，围绕重点任

务，明确工作责任，落实政策措施，加大推进力度。各市、县（市、区）要结合本地实际抓

紧制订具体实施办法。

（十七）健全工作机制。建立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牵头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分析

问题，统筹协调重大事项。加强对各地居民增收工作的督查考核，切实把最低工资制

度、工资指导线、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社保扩面提标、财政民生投入等工作落到实

处。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民增收的财力支持，重点支持欠发达地区完善农村最低生活

保障制度。完善统计制度，改进统计方法，确保数据统计的准确性。

（十八）加强舆论宣传。大力宣传各级政府促进居民增收的政策举措，宣传企业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落实增收政策的好做法好经验，宣传勤劳致富、创业致富的先进典型。

定期发布全省及各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情况，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居民增收工作的良

好氛围。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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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二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和

第二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４〕４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公布第二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二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

护单位。

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保护古籍的重要性，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第二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１９７ 部）

００２２９　 周易象述不分卷　 （清）黄璋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３０　 周易古义三卷附一卷　 （清）姜丹书撰　 清王玩芳草堂抄本　 清王批校并

题记　 佚名题签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２３１　 周礼补亡六卷　 （元）丘葵撰　 明抄本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存三卷（一、

三、六）

００２３２　 井田图解不分卷　 （清）徐兴霖撰　 清道光乃赓书屋活字印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３３　 礼记集解六十一卷　 （清）孙希旦撰　 稿本　 清孙锵鸣批校　 温州市图书馆

存三十八卷（一至十四、十八、十九、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五至四十二、四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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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３４　 孙氏礼记集解校注一卷　 （清）王注　 稿本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２３５　 礼堂集义十六卷　 （清）王绍兰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２３６　 张太史手辑左传词坛六卷　 （明）张溥撰　 明崇祯刻本　 佚名批　 中国美术学

院图书馆

００２３７　 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　 （元）赵禤撰　 元至正二十四年（１３６４）休宁商山义塾

刻明弘治六年（１４９３）高忠重修本　 杭州图书馆　 存三卷（一至三）

００２３８　 经籍!诂不分卷　 （清）阮元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３９　 字学类辨四卷　 （明）徐与稽撰　 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刻本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０　 隶辨八卷　 （清）顾蔼吉撰　 清康熙五十七年（１７１８）项氏玉渊堂刻本　 周祖琛

跋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００２４１　 埤雅二十卷　 （宋）陆佃撰　 清康熙刻本　 清陈其荣批校并跋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２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武英

殿刻二十四史本　 清孙尔准校　 沈衍纯题记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３　 资治通鉴纲目荦观四十卷首一卷　 （明）吴震元撰　 明崇祯邮云堂刻本　 海宁

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４　 金陵野抄一卷附南都死难纪略一卷　 （清）顾苓撰　 清抄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５　 历代帝王统系二卷　 （明）夏洪基撰　 明崇祯尚友斋刻本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６　 憨士列传不分卷　 （明）屠本纂辑　 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人伦堂刻本　 宁波

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４７　 永嘉学案不分卷　 （清）孙衣言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４８　 ［浙江嘉善］曹氏族谱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曹鉴咸纂修　 清乾隆三十年

（１７６５）刻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２４９　 ［浙江平湖］张氏家乘十卷附录一卷　 （清）张诰纂修　 清乾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

耜洲山庄刻本　 清张元善题签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２５０　 ［浙江杭州］朱氏族谱不分卷　 （清）朱世荣纂修　 清同治十年（１８７１）抄本　 朱

蟳跋并过录清朱学勤跋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００２５１　 ［浙江平湖］沈氏家乘十二卷　 （清）沈问青等纂修　 清雍正五年（１７２７）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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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５２　 自号录一卷　 （宋）徐光溥撰　 别号录九卷（清）葛万里撰　 清抄本　 嘉兴市图

书馆

００２５３　 明遗民族祖楚屿先生家传不分卷　 （清）朱衍绪撰　 清同治稿本　 余姚市文物

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５４　 先府君述略一卷例赠太孺人显继妣林太孺人行状一卷例赠太孺人亡母朱太孺

人述一卷　 （清）项傅霖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５５　 朱子年谱四卷考异四卷　 （清）王懋撰　 附朱子论学切要语二卷　 （清）王懋

辑　 清乾隆十六年（１７５１）王氏白田草堂刻本　 清莫棠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２５６　 陈文节公年谱一卷　 （清）孙锵鸣编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５７　 杜清献公年谱一卷　 （清）王撰　 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稿本　 佚名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２５８　 舜水先生年谱稿不分卷　 （清）朱兰撰　 清光绪手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

所

００２５９　 黄梨洲先生年谱三卷　 （清）黄炳篨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６０　 补读室自订年谱不分卷　 （清）朱兰撰　 清咸丰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６１　 补读斋日记不分卷　 （清）屠仲芬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存清咸丰八年五月

至同治十二年五月

００２６２　 客杭日记不分卷附续记不分卷　 （清）朱衍绪撰　 清同治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　 存清同治十二年七月十二日至十月初四日

００２６３　 朱镇夫先生日记不分卷　 （清）朱衍绪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６４　 研精覃思室日钞不分卷　 （清）王譑撰　 清光绪三年（１８７７）稿本　 台州市黄岩

区图书馆　 存清光绪三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日

００２６５　 大统平议一卷首一卷附一卷附录一卷大礼平议四卷明大礼驳议二卷　 （清）王

撰　 清光绪稿本　 佚名批点　 佚名批　 佚名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

馆

００２６６　 庙制考义一卷图一卷　 （明）季本撰　 明嘉靖二十五年（１５４６）刻本　 宁波市天

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６７　 中外和战议十六卷　 （清）王撰　 清光绪十五年（１８８９）稿本　 佚名题签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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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２６８　 季汉官爵考二卷　 （清）周广业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６９　 移鄞荛略不分卷　 （明）王章辑　 明崇祯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７０　 谏垣奏议不分卷　 （明）李维樾撰　 清瑞安项氏水仙庵抄本　 佚名题签、校并

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７１　 ［乾隆］余姚志四十卷 　 （清）唐若瀛修 　 （清）邵晋涵纂 　 清乾隆四十六年

（１７８１）刻本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００２７２　 东瓯郡县建置沿革考一卷附方国珍乱郡始末一卷　 （清）叶嘉蓌撰　 清孙锵鸣

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７３　 幽溪别志十六卷　 （明）释传灯撰　 明刻本　 清杨晨题记　 临海市博物馆

００２７４　 蜀有闻八卷　 （清）金之翰撰　 清抄本　 清李如棂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７５　 校录四明志征□□卷　 明抄本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存二卷（二十六、二十

七）

００２７６　 云台山志八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崔应阶辑　 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研露楼

刻本　 清郁洲山人题记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２７７　 校补金石例四种　 （清）李瑶编　 清道光十二至十三年（１８３２—１８３３）李瑶泥活

字印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７８　 集古印谱一卷　 （明）顾从德辑　 明隆庆刻钤印本　 清巢胜题签并跋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２７９　 顾氏集古印谱四卷　 （明）罗王常辑　 明隆庆六年（１５７２）刻钤印本　 清语冰、

清崖师、褚德彝、张鲁?、叶丰题跋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２８０　 汉铜印丛十二卷　 （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十七年（１７５２）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００２８１　 古铜印丛四卷　 （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

社务委员会

００２８２　 汉铜印原十六卷　 （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刻钤印本　 西泠印

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２８３　 仙居金石补一卷　 （清）王编　 清光绪稿本　 佚名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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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００２８４　 题跋二卷　 （明）毛晋撰　 清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　 鸣野山房抄本　 清沈复粲

校并跋　 周大辅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８５　 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十卷 　 （汉）扬雄撰 　 （晋）李轨、（唐）柳宗元、

（宋）宋咸、（宋）吴秘、（宋）司马光注　 明嘉靖十二年（１５３３）顾春世德堂刻六

子全书本　 杨绍廉批　 杨宰纲题记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８６　 老老恒言五卷　 （清）曹庭栋撰　 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曹氏刻本　 嘉善县图

书馆

００２８７　 信摭一卷　 （清）章学诚撰　 清道光八年（１８２８）山阴沈复粲抄本　 清沈复粲题

签并跋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２８８　 辨章三卷　 （清）王撰　 稿本　 清孙诒让、清王批　 清王彦威、丁立诚观款

　 徐元钊校并题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２８９　 补修宋金六家术六卷四十六家日法朔馀疆弱考一卷　 （清）李锐撰　 清抄本　

清孙诒让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９０　 新编九章金鉴十三卷首一卷　 清抄本　 何章陆跋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００２９１　 扬子太玄经十卷　 （汉）扬雄撰　 （明）赵如源辑注　 说玄一卷　 （宋）司马光

撰　 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武林书坊赵世楷刻本　 清陈撰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９２　 地理启玄订误粹裘编二卷　 （明）范有学撰　 明万历十七年（１５８９）山阴陈汝元

得一斋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９３　 广艺舟双楫六卷　 康有为撰　 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　 南海康氏万木草堂刻本

　 清黄绍箕批　 梅冷生题记并题签　 温州市图书馆　 存三卷（一至三）

００２９４　 圣朝名画评三卷　 （宋）刘道醇撰　 明万历十八至十九年（１５９０—１５９１）王元贞

刻王氏书画苑本　 杨绍廉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２９５　 丛珠馆印谱二卷　 （明）曹一鲲篆刻　 明万历刻钤印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９６　 学山堂印谱八卷附学山记一卷学山纪游一卷学山题咏一卷　 （明）张灏辑　 明

崇祯刻钤印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９７　 赖古堂印谱四卷　 （清）周亮工辑　 清康熙六年（１６６７）周氏赖古堂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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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９８　 锦囊印林四卷　 （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汪氏香雪亭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２９９　 西京职官印录二卷　 （清）徐坚辑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徐氏刻钤印本　 西泠

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３００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乾德三年

（９６５）吴越国王钱?刻本　 浙江省博物馆

００３０１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开宝八年

（９７５）吴越国王钱?刻本　 邹安跋　 陈锡均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０２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开宝八年

（９７５）吴越国王钱?刻本　 浙江省博物馆

００３０３　 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一卷　 （唐）释不空译　 宋开宝八年

（９７５）吴越国王钱?刻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３０４　 禅门锻炼说一卷　 （清）释戒显撰　 清顺治十八年（１６６１）杭州灵隐寺刻本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３０５　 清庵先生中和集前集三卷后集三卷　 （元）李道纯撰　 （元）蔡志颐辑　 明影元

大德十年（１３０６）刻本　 佚名批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３０６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文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唐）韩愈撰　 （宋）朱熹考

异　 （宋）王伯大音释　 传一卷　 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建阳县刻本　 杭州图书

馆

００３０７　 唐樊绍述遗文一卷　 （唐）樊宗师撰　 （清）张庚辑注　 清乾隆四年（１７３９）秀水

张庚强恕斋刻本　 孙峻、胡宗?、顾柏年、陈训正、郑功懋、戴振声、许济、顾颉

刚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０８　 选玉溪生诗二卷　 （唐）李商隐撰　 （清）姜炳璋辑注　 清抄本　 周退密题记并

跋　 佚名批校并句读圈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０９　 杜清献公集校注一卷清献集佚篇考一卷　 （清）王、王咏霓撰　 清末稿本　

佚名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３１０　 秋岩诗集二卷　 （元）陈宜甫撰　 清翰林院抄本（四库底本）　 丁丙跋　 浙江图

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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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１１　 杨铁崖文集五卷史义拾遗二卷　 （元）杨维桢撰　 对校存疑一卷　 （清）傅汝砺

撰　 清抄本　 （《对校存疑》稿本）　 清孙锵鸣等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１２　 九灵山房集三十卷　 （元）戴良撰　 清赵昱小山堂抄本　 浙江图书馆　 存十四

卷（一至十四）

００３１３　 白云稿十一卷　 （明）朱右撰　 清抄本　 刘诗孙校补并跋　 章?校并跋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３１４　 容盭集七卷周易传义存疑一卷　 （明）应大猷撰　 明万历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１５　 玩鹿亭稿八卷　 （明）万表撰　 附录一卷　 明万历鄞县万邦孚刻本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３１６　 绿槐堂稿二十二卷　 （明）王交撰　 明隆庆五年（１５７１）王益荃刻本　 嘉兴市图

书馆　 存十卷（一至十）

００３１７　 月峰先生居业四卷　 （明）孙"撰　 明万历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３１８　 月峰先生居业次编五卷　 （明）孙"撰　 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吕胤筠刻本　 余

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３１９　 初阳台燕集听琵琶赠歌者诗一卷　 （明）徐象梅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０　 宗伯集八十一卷　 （明）冯琦撰　 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康氏刻本　 康有为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１　 六欲轩初稿不分卷　 （明）贺灿然撰　 明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３２２　 倘湖手稿二十二卷　 （清）来集之撰　 手稿本　 佚名补目录并跋　 浙江图书馆

存十四卷（一至十、十九至二十二）

００３２３　 倘湖遗稿不分卷　 （清）来集之撰　 稿本　 清菊潭氏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４　 奇零草不分卷北征录一卷浙江壬午科乡试朱卷一卷　 （明）张煌言撰　 张忠烈

公年谱一卷　 （清）全祖望辑　 清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傅子樾抄本　 清傅以礼批

校并跋　 清周星诒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５　 禅悦内外合集十卷　 （清）祁骏佳撰　 清宁澹书屋抄本　 佚名朱墨圈点并校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３２６　 张子晤蕉诗文选最一卷附挽诗一卷　 （清）张人纲撰　 清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

寄云堂木活字印本　 佚名校点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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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２７　 老竹轩诗不分卷　 （清）赵沈埙撰　 稿本　 清毛奇龄批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８　 射山诗钞三卷拾遗一卷　 （清）陆嘉淑撰　 清道光二年（１８２２）陶所庵抄四年管

庭芬续抄本　 清管庭芬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２９　 二斋文集八卷　 （清）胡亦堂撰　 清康熙十一年（１６７２）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３３０　 安序堂文钞二十卷　 （清）毛际可撰　 （清）林云铭、严允肇评　 清康熙刻本　

清郑杰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１　 祘老编年诗钞九卷续钞四卷　 （清）金张撰　 清康熙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２　 观文堂诗钞?稿八卷　 （清）金?撰　 清嘉庆十一年（１８０６）金氏抄本　 清金照

跋　 朱幼溪题诗并校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３　 敬业堂诗集四十八卷续集六卷　 （清）查慎行撰　 清康熙五十八年（１７１９）刻本

　 清朱昌燕跋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３３４　 青峰集不分卷　 （清）章世法撰　 稿本　 清毛奇龄题签并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５　 江声草堂诗集八卷　 （清）金志章撰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自刻本　 清叶庆垣

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６　 游仙百咏注三卷　 （清）厉鹗撰　 （清）汪?注　 手稿本　 管元耀题签、跋并录

清管庭芬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７　 秋水斋诗十五卷　 （清）张映斗撰　 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乌程张守约等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８　 北墅金先生遗集一卷　 （清）金淳撰　 清嘉庆杭州爱日轩陆贞一刻本　 清潘菽

坡、清荔红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３９　 谦斋诗稿二卷补遗一卷　 （清）曹庭枢撰　 清乾隆九年（１７４４）曹氏刻本　 嘉善

县图书馆

００３４０　 鲒亭集三十八卷经史问答十卷鲒亭集外编五十卷　 （清）全祖望撰　 全氏

世谱一卷年谱一卷　 （清）董秉纯撰　 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余姚史梦蛟借树山房

刻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印本（《经史问答》配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董秉纯刻本）

　 移鱄仲子跋并录清严元照批校并跋　 赵彦翶跋　 章钰批校　 张宗祥跋并录

清孙志祖、严元照、李宗莲批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１　 鲒亭集三十八卷经史问答十卷鲒亭集外编五十卷　 （清）全祖望撰　 全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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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谱一卷年谱一卷　 （清）董秉纯撰　 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余姚史梦蛟借树山房

刻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印本（《经史问答》配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董秉纯刻本）

　 余嘉锡跋并录清吴骞题记、评、校并跋　 清孙志祖跋　 清方东树题记　 清颜

元照批校并跋　 清戴钧衡批校　 清唐翰题题记　 清赵彦翶跋　 清萧穆题记　

清章钰批校并跋　 清李宗莲跋　 刘国钧批　 佚名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２　 古趣亭文集十四卷 　 （清）范家相撰　 稿本　 □寅跋　 浙江图书馆　 存八卷

（一、二、六至八、十、十三、十四）

００３４３　 石幢居士吟稿二卷　 （清）梁肯堂撰　 皇清诰授荣禄大夫兵部尚书都察院右都

御史漕运总督梁公墓志铭一卷　 （清）吴锡麒撰　 清嘉庆写刻样本　 佚名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４　 陶篁村稿不分卷　 （清）陶元藻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手稿本　 清徐镜

清、樊增祥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５　 桐石草堂集九卷　 （清）汪仲蚏撰　 清乾隆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３４６　 春雨诗钞四卷　 （清）黄大龄撰　 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日癉堂刻本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３４７　 远村吟稿一卷　 （清）陈鉴撰　 清乾隆刻本　 清丁丙跋并题记　 丁宣之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８　 讷斋未定稿二卷　 （清）平世增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４９　 九曲山房诗钞十六卷　 （清）宗圣垣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存六卷（九、十、

十三至十六）

００３５０　 邱至山古近体诗一卷　 （清）邱学#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１７９３）手稿本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３５１　 古槐书屋诗文稿□□卷　 （清）王树英撰　 稿本　 清王武锡跋　 浙江图书馆

存十四卷（古槐书屋古今体诗一、三，古槐书屋诗钞一至四，云邑山水诸咏一，

丽水山水诸咏一，桂一楼诗集一至四，删诗存草一，烟霞啸客少时赋一）

００３５２　 笠芸诗瓢十二卷　 （清）周昱撰　 清嘉庆十七年（１８１２）鲍廷博知不足斋刻本　

王修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５３　 有正味斋骈体笺注九卷　 （清）吴锡麒撰　 （清）赵炳?笺注　 稿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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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５４　 游楚吴吟不分卷　 （清）张云趝撰　 稿本　 王修、佚名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５５　 瘦吟庐诗草不分卷　 （清）沈炜撰　 清道光稿本　 清周师濂批校并题记　 绍兴

图书馆

００３５６　 邻彭山馆诗钞四卷　 （清）纪勤丽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３５７　 菽原堂初集一卷　 （清）查揆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５８　 笠舫诗文集□□卷　 （清）王衍梅撰　 稿本　 清陈石麟、清沈宗信、清诸$题记

　 余重耀题签　 浙江图书馆　 存十四卷

００３５９　 梅庵先生遗集二种二卷　 （清）王维祺撰　 （清）王编　 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稿

本　 清王、清俞樾、清王彦威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３６０　 内自讼斋古文稿十一卷　 （清）周凯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６１　 三至轩吟草一卷　 （清）吴晟撰　 稿本　 清郑心一句读、圈点并跋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３６２　 柳东先生?稿□□卷　 （清）冯登府撰　 稿本　 清钱泳题记　 许淳斋录佚名批

校　 寄园、諶轩、□沂、鲁南批　 浙江图书馆

存十二卷（石经阁诗钞一至三、南埭山庄诗钞一、海月江风集一、拜竹诗龛诗存

两卷、勺园诗续集一、冷斋集一、月湖腪乃一、竹榭词一、象山县志凡例一）

００３６３　 艺香诗草略存一卷　 （清）倪沣撰　 手稿本　 清倪继宽校补　 王修题签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６４　 碧琅馆诗草二卷　 （清）陈鹤撰　 稿本　 清张澹、清陈敏、清蔡之鮕、清章安行、

清魏谦升、俞德懋题记　 清沈绍先、清陈治跋　 清顾书升、清静涵批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３６５　 北山文续钞一卷诗续钞一卷 　 （清）姜文衡撰 　 （清）王编 　 清同治六年

（１８６７）稿本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３６６　 石屋文稿二卷石屋文字一卷石屋杂著一卷　 （清）曹籀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３６７　 心亨书屋存稿三卷　 （清）管徵鮕撰　 稿本　 清管庭芬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６８　 花宜馆诗续钞一卷　 （清）吴振蒶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６９　 花宜馆文略一卷　 （清）吴振蒶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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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３７０　 小补萝屋吟稿一卷　 （清）王绮撰　 手稿本　 孙峻、沈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１　 桂辛山人诗稿一卷书学雅言一卷　 （清）杨鼎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２　 补堂遗稿一卷　 （清）陶思渊撰　 清陶介亭贤奕书楼抄本　 王理孚跋　 温州市

图书馆

００３７３　 芷湘吟稿六卷附录一卷　 （清）管庭芬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４　 正气斋诗稿不分卷　 （清）李蟂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５　 聊复闲吟一卷　 （清）管鸿儒撰　 稿本　 清管庭芬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６　 深诣斋诗钞三卷　 （清）黄頵撰　 （清）王编　 清光绪稿本　 台州市黄岩区图

书馆

００３７７　 啸古堂文集四卷　 （清）蒋敦复撰　 稿本　 清齐学裘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８　 嵩少山人诗草三卷　 （清）吴淞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７９　 蕴珠室诗稿不分卷　 （清）吴崇俊撰　 稿本　 清龚自闳、清丁丙、清吴鸣岐、清

吴松英跋　 清解友仁题签　 清阮祖棠题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０　 翕园诗存二卷　 （清）陶在新撰　 稿本　 清陶?宣批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１　 梯云山馆初稿二卷　 （清）周毓芳撰　 稿本　 清邓显鹤、清许乃普跋　 清张家

榘批并题记　 清李石梧题签、批并跋　 清谌瑶、清邵开来跋　 清蒋?、清石湘

筠、清唐开韶批并跋　 清宗绩辰跋　 清危（火詹）、清李联璧、清徐朝彝批并跋　

清杜启昆、清峨生、清盛襄、清沈允椿、清詹雅节、清俪青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２　 见山楼诗草四卷　 （清）张翊%撰　 手稿本　 陆廷黻跋　 潘景郑题记并跋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３　 迟鸿轩诗续一卷文续一卷　 （清）杨岘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４　 章軻诗文稿不分卷　 （清）章軻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５　 镜海楼诗稿四卷文稿一卷　 （清）杨凤翰撰　 稿本　 清钱保塘、孙峻题记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６　 秋心废稿一卷皋庑偶存一卷淮浦闲草一卷　 （清）刘履芬撰　 稿本　 清江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７　 劫余?稿不分卷　 （清）沈人俊撰　 手稿本　 清孙家桢、清季培、清蒲华跋　 清

曹楞、清王题款　 清汪鸣皋、清嵇绍敏、清让卿跋　 清瘦生、清晓峰题签　 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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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８　 柔桥三集十六卷　 （清）王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８９　 忍默恕退之斋诗钞不分卷赋草一卷试律钞一卷　 （清）沈宝禾撰　 稿本　 清潘

曾玮题词　 清周清题诗　 清金安澜跋　 清张肇辰批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０　 松梦寮稿不分卷　 （清）丁丙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３９１　 霞外山人书翰一卷邮筒存检一卷　 （清）平步青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一卷（邮筒存检全）

００３９２　 来青轩诗钞三卷　 （清）沈阆&撰　 稿本　 清汪曰桢题款　 清杨葆光跋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３９３　 泽雅堂诗集四卷　 （清）施补华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４　 泽雅堂集一卷　 （清）施补华撰　 稿本　 樊增祥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５　 梦若山房诗稿十二卷　 （清）朱蒳撰　 稿本　 清郑钤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６　 湘麋馆遗墨粹存一卷　 （清）陶方琦撰　 稿本　 樊增祥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７　 睷庐初稿四卷　 （清）陶方琦撰　 手稿本　 清马赓良题记　 清孙德祖题签并题

记　 清陶在铭、清陶在新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８　 止轩集不分卷　 王继香撰　 稿本　 清沈景修跋　 清王继?校补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３９９　 止轩文习初草四卷文蜕初草一卷　 王继香撰　 稿本　 清陈?、清沈景修、清陶

?宣、鲍临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００　 稷庐信稿一卷　 （清）陶?宣撰　 清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４０１　 王风一卷　 （清）丁立诚撰　 清抄本　 清俞樾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０２　 ?楼诗草一卷　 （清）吴文江撰　 稿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４０３　 诵芬书屋小稿四种六卷　 （清）黄杞孙撰　 稿本　 清于源、清姚燮、清淡庵跋　

清李万秋批并跋　 清秦光第跋、题款并题签　 清程步云跋　 清孙汝成题款　 清

雷葆廉、清吴希庸跋　 清周作题款　 清金安澜跋　 清韩仪凫、清戴德坚题款

　 清左景康跋　 清郭'题款　 清桐孙、清王文、清樊风雷、清□其培、清柯尧

植、清□裘桥、清钱□跋　 清子□、清□保庸题款　 清张凯题签并记　 浙江图书

馆

００４０４　 三湖诗稿一卷　 （清）笪世基撰　 手稿本　 王绮跋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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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０５　 苏苑诗钞　 （清）应溯颖撰　 稿本　 佚名题签并记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存二种

００４０６　 阮亭选古诗三十二卷　 （清）王士?辑　 清康熙天藜阁刻本　 清王纲录董趈、

朱琰评点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４０７　 大家文选二十二卷　 （明）薛甲辑　 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刻本　 余姚市文物

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０８　 唐十二家诗四十九卷　 （明）张逊业辑　 明刻本　 刘祝群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０９　 汉铙歌十八曲集解一卷　 （清）谭献撰　 清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稿本　 陈汉章题

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１０　 文粹一百卷　 （宋）姚铉辑　 明初刻本　 杨绍廉批校　 温州市图书馆　 存二十

八卷（二十五至二十七上、三十至五十四）

００４１１　 大雅集八卷　 （元）赖良辑　 （元）杨维桢评点　 清抄本　 清洪颐煊校并跋　 清

协寅案语　 佚名录黄丕烈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１２　 明诗综一百卷　 （清）朱彝尊辑　 清康熙刻本　 清吴骞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４１３　 江左三家沧桑诗选□□卷　 陈?声辑　 稿本　 诸暨市图书馆

００４１４　 明文偶抄不分卷　 （清）徐锡麟辑　 稿本　 徐仲荪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４１５　 沈南疑先生李诗系四十二卷　 （清）沈季友辑　 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金南

(敦素堂刻本　 屈?题记并注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４１６　 越风三十卷　 （清）商盘辑　 清乾隆三十七年（１７７２）山阴王大治刻嘉庆十六年

（１８１１）徐兆重修本　 清李慈铭批注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１７　 永嘉集内编不分卷外编不分卷　 （清）孙衣言辑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１８　 琼騘集词选一卷　 （明）唐世济撰　 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新都程尚刻本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４１９　 醉?词别集二卷　 王继香撰　 稿本　 清应宝时批并跋　 清陈?题签　 清李慈

铭、清谭献、清马赓良跋　 清沈景修题签并记　 清孙德祖跋　 清陶方琦题记　

清文悌跋　 清马宝瑛观款　 清陆诒经、伊立勋题记　 桂坫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２０　 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三十二卷　 （明）周文焕、周文炜辑　 明周氏万卷

楼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存三十一卷（一至二十二、二十四至三十二）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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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２１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十六卷　 （宋）王令撰　 清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海阳程宗?

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４２２　 东莱先生诗律武库十五卷后集十五卷 　 题（宋）吕祖谦撰　 清康熙五十四年

（１７１５）郑尚忠桃源山庄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２３　 说郛六十卷　 （元）陶宗仪编　 明抄本　 清毛?、王舟瑶跋　 临海市博物馆

００４２４　 文苑三绝　 明万历四十六年（１６１８）刻本　 杭州市余杭区图书馆　 存二种

００４２５　 焉文子三种四卷　 （清）王知介撰　 清初手稿本　 杭州图书馆

第二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２ 个）

１ 瑞安中学图书馆

２ 嘉善县图书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建立和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关于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险制度的要求，切实提高

人民群众的基本医疗保障水平，在前期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点工作的基础上，进一

步完善大病保险制度建设，加快实现制度全覆盖。经省政府同意，现就加快建立和完善

大病保险制度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参保范围

将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

疗制度的参保人员统一纳入大病保险制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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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统筹层次

大病保险实行市级统筹，以设区市为单位统一组织实施，实行统一政策体系、统一

筹资标准、统一待遇水平，基金实行统收统支。目前暂不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县（市、

区）为单位进行过渡，到 ２０１７ 年底前全面实现市级统筹。

三、筹资机制

按照公平、可持续的原则，建立政府、单位、个人合理分担的多渠道筹资机制，所需

资金暂按政府或单位 ７０％、个人 ３０％的比例，年初一次性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中整体划拨，其中职工个人缴费部

分从个人账户中划转，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的由参保人员个人缴纳。政府、单位、个人的

总筹资标准原则上为人均 ２５ 元，具体由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确定。大病保险基金实行专

账管理、独立核算。

四、待遇水平

大病保险按照自然年度进行结算，参保人员在一个结算年度内发生的、经基本医疗

保险报销后超过起付标准的合规医疗费用，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大病保险的起付

标准参照各设区市上一年度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确定，最高补偿限额按起付标准的

１０—１５ 倍设定，支付比例不低于 ５０％，费用越高支付比例越高。

大病保险统一执行浙江省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医疗服务项目和医疗服务设施目录。

对部分大病治疗必需且疗效明确的高值药品，通过谈判逐步纳入大病保险支付范围，具

体方案和目录由省人力社保厅会同有关部门制订。

五、经办管理

鼓励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大病保险，委托商业保险公司承办的地区要以设区市

为单位进行统一招标。进一步加强大病保险招标管理，规范大病保险招标行为，具体招

标管理指引由省人力社保厅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加大对承办大病保险商业保险公司的

日常监督，建立完善以绩效和参保人员满意度为主要内容的考核制度。进一步完善医

疗费用即时结报制度，尽快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

六、政策衔接

按照构建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为延伸、医疗救助为托底、社会慈善和商业保

险为补充的医疗保障体系的要求，加强制度整合衔接，尤其要做好大病保险制度与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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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疾病医疗补助、新农合重特大疾病救助制度的整合，实现制度的平稳衔接。鼓励有

条件的参保人员参加各类商业健康保险。

七、组织领导

各地要切实加强对大病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科学测算，合

理确定具体筹资标准、起付线和封顶线，并于 ２０１４ 年底前制订出台具体的实施方案，报

省人力社保厅备案。各级人力社保部门要切实履行牵头部门职责，会同有关部门认真

做好政策制订、组织协调、指导监督等工作；财政部门要做好财政专户资金拨付和对大

病保险开展财政监督等工作；卫生计生部门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的监管；

保险监管部门要加强对商业保险公司承办行为和服务质量的监管；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要做好大病保险会计记账、财务核算和协议执行情况监督等工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公布首批省重要湿地名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切实加强湿地保护，维护湿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促进湿地资源可持续利

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根据《浙江省湿地保护条例》有关规定，经省政府同意，现予公

布首批省重要湿地名录。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政策支持，强化规范管理，依法打击擅

自破坏湿地违法行为，促进我省湿地保护事业健康发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７ 日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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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省重要湿地名录

序号 市、县（市、区） 名　 　 称

１ 杭州市 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

２ 富阳市 富春江咕噜咕噜岛省级湿地公园

３ 宁波市 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

４ 宁波市镇海区 镇海九龙湖省级湿地公园

５ 象山县 韭山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６ 苍南县 苍南山海省级湿地公园

７ 平阳县 南麂列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８ 德清县 德清下渚湖国家湿地公园

９ 长兴县 长兴仙山湖国家湿地公园

１０ 长兴县 长兴扬子鳄省级自然保护区

１１ 安吉县 安吉竹溪省级湿地公园

１２ 嘉兴市 嘉兴市石臼漾省级湿地公园

１３ 嘉兴市秀洲区 秀洲莲泗荡省级湿地公园

１４ 绍兴市 绍兴市镜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１５ 诸暨市 诸暨白塔湖国家湿地公园

１６ 东阳市 东阳东白山省级湿地公园

１７ 磐安县 磐安七仙湖省级湿地公园

１８ 衢州市衢江区 衢州乌溪江国家湿地公园

１９ 龙游县 龙游绿葱湖省级湿地公园

２０ 开化县 开化钱江源省级湿地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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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市、县（市、区） 名　 　 称

２１ 舟山市定海区 五峙山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２ 舟山市普陀区 普陀桃花岛大深水滨海省级湿地公园

２３ 岱山县 岱山秀山岛省级自然保护区

２４ 台州市黄岩区 台州鉴洋湖省级湿地公园

２５ 临海市 临海市三江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２６ 温岭市 温岭龙门湖省级湿地公园

２７ 玉环县 玉环漩门湾国家湿地公园

２８ 丽水市 丽水九龙国家湿地公园

２９ 青田县 青田鼋省级自然保护区

３０ 云和县 云和梯田省级湿地公园

３１ 景宁县 景宁望东篛高山湿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３２ 景宁县 景宁大仰湖湿地群省级自然保护区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全面编制实施环境功能区划
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的若干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省委十三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优化国

土空间开发格局，增强区域开发的环境合理性，保障全省生态环境安全，提升生态文明

建设水平，现就全面编制实施环境功能区划、加强生态环境空间管制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升环境功能区划的空间管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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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强化区划的功能定位。按照主体功能区规划、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环境功

能区要求，从生态环保的角度对国土空间实行分区差别化管理，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

局、从源头预防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手段，是实现生态环境可持续的重要保

障。全面编制实施环境功能区划，使之成为区域生态环境空间管制规划，是提升生态环

境空间管制效力、健全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的重要举措。各级政府要充分发挥环境

功能区划的基础性和约束性作用，把实施环境功能区划作为履行政府环境保护等法定

职责的重要手段、决策区域开发建设活动的重要依据和开展分区差别化管理的基础平

台。

２ 加强规划衔接融合。编制实施省和市县环境功能区划，要在省域国土空间总体

规划的框架下，科学确定本区域环境功能分区，具体落实生态环境管控措施，突出环境

功能区划对重要生态功能空间的管控作用。要加强环境功能区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地下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流域规划

等相关规划（区划）的衔接融合，避免出现环境管理政策和措施上的交叉重复。

３ 明确分级管控要求。省级环境功能区划在《浙江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基础上，

以明确重点区域、流域的分区宏观管控要求为主，提出各环境功能区的主导服务功能、

环境敏感程度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市县级环境功能区划由市、县（市）政府编制，是

市区和县域生态环境空间管制的约束性规划。主要针对各环境功能区经济社会发展趋

势、自然生态条件和主要环境问题，充分衔接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

等相关规划，整合辖区水、气、噪声等要素环境功能区划，明确各环境功能区的生态环境

保护目标、污染控制要求、环境准入条件，以及各环境要素的具体管理要求。

４ 实行分区差别化管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要根据有关技术规范，结合区域环境

功能空间差异，将本行政区域划分为自然生态红线区、生态功能保障区、农产品安全保

障区、人居环境保障区、环境优化准入区、环境重点准入区等 ６ 类环境功能分区，并在各

功能分区内对实现环境功能目标有较大影响的建设开发活动，实行相应的准入管理政

策。其中，自然生态红线区属于生态环境极敏感、生态功能极重要、具有特殊保护价值

的区域，实行环境禁止准入管理。生态功能保障区属于生态环境高度敏感或生态服务

功能重要的区域，农产品安全保障区是保障主要农、牧、渔业产品产地环境安全的区域，

人居环境保障区是以居住、商业等为主的城镇化区域，实行环境限制准入管理。现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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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开发为主、区域开发比较成熟、环境问题凸显的区域，实行环境优化准入管理。工

业化发展潜力较大、未来重点开发、产业集聚的区域，实行环境重点准入管理。

５ 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各级环境功能区划要在落实分级管控和分区管理要求的

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区差别化环境目标和管控措施，设立相应的准入条件，并实行负

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要明确项目的名称类别、监管办法，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高市

场准入管理效率。对环境禁止准入和限制准入区域的项目进入，要根据特殊管控要求，

实行严格控制和监管。

二、强化环境功能区划的环境管控措施

６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在重点生态功能区、陆地和海洋生态环境敏感区、脆弱区

等区域划定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和自然资源利用上线等三条生态保

护红线，建立生态保护红线体系，实行严格保护。生态保护红线的具体范围由各级政府

在编制环境功能区划时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划定。各地要切实加强生态保护红线区内自

然生态环境和生态功能的原真性、完整性保护，依法关闭生态保护红线区内破坏生态环

境或具有潜在破坏性的企业。同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扩大财政转移支付中用于

生态保护红线区公共服务和生态补偿的资金比例。

７ 落实空间环境准入制度。环境功能区划是各类规划环评和建设项目环评编制、

审查的基本依据。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和各类专项规划环评要依据当地环境功能区划确

定的相关要求，明确禁止性、限制性措施，确保开发建设活动的科学性。建设项目环评

要依据所在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开展，在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报批时，需就项目与当地环

境功能区划的符合性进行说明。凡建设项目环评与当地环境功能区划要求不相符合

的，一律不得建设。

８ 强化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各级政府要把强化排污总量控制制度作为实现环境

功能区划目标的重要手段。在编制和调整环境功能区划过程中，要细化各环境功能区

的总量控制措施，明确不同行业和污染因子的排污总量削减替代比例。建设项目新增

污染物排放量，必须在满足排污总量削减替代比例要求的同时，严格按不同环境功能区

进行排污总量削减替代。不符合排污总量控制要求的项目，一律不得建设。

９ 加强环境执法监管。以主体功能区规划、省域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环境功能区

划为依据，针对各类区域的环境功能特点，完善环境监管制度。禁止准入的区域，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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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关停或搬迁不符合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的企业，限期修复已遭污染或破坏的环境。限

制准入的区域，要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开展环境综合整治，落实污染减排措施。重点

准入的区域，要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逐步提高环境准入标准，严格控制新增污染

物排放量，减轻工业化和城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优化准入的区域，要全面提高污染

物排放控制要求，大力推进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整治，切实改善区域环境质量。

１０ 强化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各地要把区域环境承载能力作为国土空间开发

控制的基础性依据，做到该禁止的坚决禁止，该限制的严格限制，可以开发的合理开发。

要根据不同环境功能分区特点，研究环境承载能力量化指标体系及评估技术方法，建立

动态监测和预警机制，对环境功能或环境质量不达标的区域实行预警，实施限制性措

施。

三、加强环境功能区划的审批调整管理

１１ 全面开展区划编制工作。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

地抓好相关环境功能区划的编制工作。根据环境功能区划的分级管控规定，设区市人

民政府负责城区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并协调所辖县（市）开展区划编制。县级人民政府

负责本县（市）域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各市、县（市）人民政府要严格按照省域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和省级环境功能区划要求，结合当地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

用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以及原有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试行成果，与省域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编制工作同步，抓紧开展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工作，做好相互衔接。

１２ 切实加强区划审批管理。市县级环境功能区划编制完成后，需经设区市人民

政府同意，并由设区市人民政府统一向省人民政府提出审批申请。省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组织技术评估，提出审查意见，并与各市环境功能区划一并报请省人民政府

批准实施。经审批的环境功能区划如需重大调整，需按相同程序报省人民政府审批。

环境功能区划中的自然保护区、饮用水源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和森林公园等，如已按法

定程序报经相应行政主管部门同意调整的，可视作环境功能区划已同步调整，相关资料

送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不需另行报批。

１３ 建立健全区划评估机制。环境功能区划批准后每 ５ 年进行一次评估。市、县

（市）人民政府要重点加强对区划实施后的环境功能目标实现情况、生态保护红线执行

情况和各项措施管控效果进行评估，及时完善分区差别化管理工作。省环境保护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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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要会同省级有关部门，及时评估全省环境功能区划的实施成效，对各地实施情

况提出意见和建议，督促各地切实做好生态环境空间管制工作，促进区域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优化和生态环境质量改善。

四、健全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的保障制度

１４ 完善管制效力评价制度。市县级环境功能区划的执行情况纳入生态省建设考

核评价体系。各级政府要根据环境功能区划，完善以区域环境功能目标达标情况为重

点的生态环保工作评价制度，针对主体功能区和环境功能区的不同定位，实行不同的绩

效评价指标和考核办法。环境功能区划中以禁止准入和限制准入为主的区域，应当主

要评价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加大生态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优化准入和重

点准入为主的区域，要强化经济转型升级、自主创新、资源消耗、环境治理等的综合评

价。积极研究建立针对不同环境功能分区的产业市场化退出机制。

１５ 强化监督检查和问责。各市、县（市）人民政府是编制实施本级环境功能区划

的责任主体，政府主要领导是第一责任人，要带头严格执行环境功能区划。省环境保护

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环境功能区划编制（调整）审批、实施的监督检查，对因环境

功能区划执行不到位，导致区域环境违法问题严重、环境纠纷多发的，暂停审批该地区

除民生保障、污染防治以及生态保护以外的建设项目。对违反程序和技术规范擅自调

整或修改环境功能区划等行为，要坚决纠正，并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责任人的行政责

任。

１６ 加快建立动态监督机制。各地要加快建设和完善环境功能区划信息化管理系

统，做好与各类环境专项管理领域信息系统的整合对接，实现区划实施管理的信息化、

动态化。要建立区划实施情况监测指标体系，通过统计分析、数据核查、环境监测、遥感

监测、实地勘查等手段，对环境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控，及时掌握环境状况

的变化。要建立环境功能区划实施的信息公开制度，将环境功能区划的实施情况向社

会公开，引导公众参与，接受公众监督。

附件：环境功能区分类表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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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进一步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４〕１２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４〕２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２〕５１

号），进一步推进我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经省政府同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产品开发利用、关键技

术突破、产业集聚发展、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坚持市场主体，强化分类指导、示范应用

和政策扶持，充分利用数字城市地理空间框架建设成果，全面提高地理信息获取和处理

能力，推进地理信息规范监管和广泛应用，提升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整体水平和国际竞争

力。

二、加快重点领域发展

（一）提升遥感数据获取、处理能力和应用水平。

１ 充分利用国家测绘遥感卫星，发展高中空飞机、低空无人飞机、地面遥感等遥感

系统，加快航空航天对地观测数据获取设施建设，形成光学、雷达、激光等遥感数据获取

体系，突破遥感影像获取困难的瓶颈，实现高分辨率遥感数据的快速获取。（责任单

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２ 建立遥感数据服务标准化技术体系，加强遥感数据处理、解译分析，实现遥感数

据处理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数据处理、分析能力。（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省科技厅、省质监局）

３ 建立高精度遥感数据共享平台和机制。拓展遥感技术和数据成果在资源调查、

灾害监测、环境监测、生态保护、现代农业、城乡规划和工程建设、海上交通及海洋渔业

等领域的广泛应用，积极培育遥感应用市场。（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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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厅、省建设厅、省环保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测绘与地理信息

局）

（二）提高技术和装备研发水平。

１ 充分利用我省自主研发的图库一体化、国土规划管理、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三维

精细化建模等地理信息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国内外先进技术，推进地理信息软件开发

和系统集成，推进地理信息软件自动化、智能化、集成化、大型化。（责任单位：省经信

委、省科技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２ 发展航摄低空飞行器、航摄相机、高性能传感器、便携式数据采集终端等，研发、

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先进装备。（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发改委、省科技厅、省测

绘与地理信息局）

（三）推进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

１ 完善现代测绘基准体系，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全球卫星定位连续运行综合服务系

统，建设北斗卫星导航及其多星兼容的地基增强系统和北斗时空服务平台、导航与位置

综合服务平台，构建统一、协调、完整、开放的卫星导航基础设施，夯实应用基础。（责

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经信委、省气象局、省地震局）

２ 完善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链，在北斗芯片、天线、模块、终端及其运营

系统等核心技术方面实现突破。支持研发、生产北斗卫星导航定位及位置服务相关的

芯片、天线及终端产品。（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

技厅）

３ 开展北斗卫星导航综合示范工程建设，推进北斗卫星导航在智慧城市重点工程

及社会相关领域应用。促进北斗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与相关行业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

厅）

（四）促进地理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广泛应用。

１ 推进地理信息技术和产品在行政管理、智慧城市、现代农业、城乡统筹、新型城

镇化、不动产管理、应急保障、国土空间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生态文明建设与评估，以及

在社会、民生领域等方面的深度应用。（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

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２ 利用地理信息技术促进智能地下管网、通信、电力、交通等公共设施建设，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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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配送、特殊车辆（船舶）动态监控等有效管理，推动“三改一拆”“五水共治”、浙江

渔场修复振兴等重点工作开展。（责任单位：省建设厅、省农办、省交通运输厅、省环保

厅、省水利厅、省农业厅、省海洋与渔业局、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３ 围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综合管理工作，发展船舶监控定位、港口物流导航、渔

业资源开发和保护、海域海岛保护和利用、滩涂资源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勘探、海洋环境

保护和海洋防灾减灾等海洋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服务。（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国土

资源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海洋与渔业局、浙江海事局、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４ 开发特色地图和以地图为媒介的动漫、游戏、教育用品等文化创意产品，培育大

众地理信息消费市场。（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新闻

出版广电局）

三、加快省地理信息产业园建设

（一）促进产业集聚发展。

１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主动做好与相关央企对接工作，促进地理信息及相关

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产业相对集中、配套齐全、特色鲜明的产业发展格局，促进品牌化、

规模化、集群化发展。（责任单位：德清县政府、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测绘

与地理信息局、湖州市政府）

２ 加快推进联合国全球地理信息管理德清论坛永久会址建设。创建省级战略性

新兴产业示范基地、国家级地理信息产业园、中国北斗产业浙江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和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建立和完善省地理信息产业园管理体制和机制。（责

任单位：德清县政府、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湖州市政

府）

（二）加强资源要素保障。

１ 强化省地理信息产业园建设用地、人才、电力等资源要素保障，支持中国联通云

计算数据中心基地建设。（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国土资源厅、省人力社保

厅）

２ 创新服务模式，在产业园区设立服务窗口，为企业提供便利的基础地理信息数

据服务。（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编委办、德清县政府）

３ 政府部门重大信息化项目建设，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省地理信息产业园企业中

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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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经信委、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四、加强科技创新

（一）加快创新体系建设。

１ 建立以应用为重点、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高校科研院所为支撑，产学研结

合的地理信息科技创新体系。支持与武汉大学、浙江大学、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等大院

名校联合创建研发机构、科研创新平台和科技转移中心。（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

信委、省教育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２ 鼓励有条件的地理信息企业建立研究机构或工程中心等科技创新平台，构建技

术创新与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经信委、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二）大力开展协同创新。

１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平台作用，实施一批地理信息技术攻关项目，突破一批支撑

产业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鼓励和推动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形成创新利益共同体，探

索企业出题、政府立题、协同解题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之路。（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发

改委、省经信委、省教育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２ 加快地理信息技术标准化创新工程建设，加强地理信息工程质量管理，提升产

品品质，培育发展一批国内知名的地理信息软件和技术服务品牌。（责任单位：省质监

局、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三）强化人才支撑。

１ 支持高校调整专业结构，加快各类地理信息人才培养。鼓励高校与企业建立联

合培养地理信息产业人才的机制。（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２ 全面落实高层次人才优惠政策，把地理信息企业专业人才纳入国家、省级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遴选范围，加快培养适应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复合型、实用型人才，为

创新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责任单位：省人力社保厅、省教育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五、加大财税金融支持

（一）加大财政支持力度。

１ 进一步加大对公益性地理信息产品生产投入力度，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鼓励

政府部门地理信息服务外包。（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测绘与地理信息

局）

２ 通过省工业和信息化等专项资金，支持相关市县在地理信息获取、处理、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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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等关键环节实施产业试点示范项目，推动地理信息产品及技术广泛应用。（责任

单位：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３ 将地理信息产业纳入省产业发展引导基金支持范围，推进地理信息产业加快发

展。（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金融办、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二）落实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１ 地理信息企业销售自主开发、生产、出版的地理信息产品，符合软件产品范围和

认定条件的，可按规定申请享受国家鼓励软件产业发展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地理信息

企业符合软件企业认定条件的，经认定后可申请享受有关软件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责任单位：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

２ 地理信息企业投资国家鼓励类项目，除《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

录》《进口不予免税的重大技术装备和产品目录（２０１４ 年修订）》所列商品外，在投资总

额内所需进口自用设备以及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及配套件、备件，免征进口关

税。（责任单位：杭州海关、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财政厅、省国税局）

（三）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１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地理信息产业，有条件的市县可按规定设立主要支持地理信

息企业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企业或创业投资（基金）企业，引导社会资金投资地理信

息产业，不断扩大投入规模，提高产业发展后劲。（责任单位：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

金融办）

２ 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采取发行股票、债券等多种方式筹集资金，拓宽直接

融资渠道。银行业金融机构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宽抵押品范围，开发适合地理

信息企业的创新型金融产品，对其合理信贷需求给予支持。（责任单位：浙江证监局、

浙江银监局、省金融办、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３ 充分发挥融资性担保机构和融资担保扶持资金的作用，为地理信息企业提供贷

款担保服务，推动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质押贷款。大力发展金融租赁、融

资租赁等其他融资方式，支持地理信息产业发展。（责任单位：浙江银监局、省经信委、

省商务厅、省金融办、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六、优化发展环境

（一）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１ 加强基础测绘和海洋测绘工作，进一步丰富地理信息数据资源；加快数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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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空间框架和“天地图·浙江”网站建设，构建统一、权威、标准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

平台，实现地理空间数据的交换与共享。（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

省经信委）

２ 充分利用地理国情普查和监测成果，及时提供地理国情信息产品，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二）加强分类指导。

１ 对地理信息产业中具有基础性、公益性、战略性或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坚持以

政府投资为主，加强基础地理信息公益性生产与服务。（责任单位：省财政厅、省测绘

与地理信息局）

２ 各级财政投资建设的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开放；

研究出台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免费或低收费政策，鼓励相关地理信息企业利用基础地理

信息开展社会化应用和增值服务。（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财政厅、省物

价局）

３ 地理信息社会化服务，主要由企业提供，政府给予合理引导和支持，促进测绘与

地理信息成果广泛应用。（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

４ 对地理信息装备制造、软件开发、系统集成、信息与技术服务等市场化程度高的

领域，坚持以社会投资为主，政府给予一定的政策、资金引导和扶持。（责任单位：省财

政厅、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三）营造开放有序的发展环境。

１ 建立地理信息及相关企业单位名录库，加强地理信息统计分析，及时发布地理

信息产业发展相关信息。（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经信委、省统计局）

２ 完善地理信息服务资质管理、数据使用许可、地图审核等制度以及地理信息技

术标准体系。建立地理信息市场资产评估、咨询服务等制度以及工程监理、监督检验等

质量保障体系。（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经信委、省质监局）

３ 健全涉密地理信息保密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涉密地理信息处理、分发与应用

跟踪机制，加强对涉外地理信息合作项目及其使用地理信息成果的监督管理。（责任

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经信委、省保密局）

４ 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依法打击非法获取和处理地理信息、地图侵权盗版、擅

自传播和使用未经许可的地理信息，以及侵犯地理信息知识产权等违法行为，维护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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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责任单位：省科技厅、省工商局、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

测绘与地理信息局）

５ 健全地理信息市场信用体系。（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工商局）

（四）强化协调配合。

１ 把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强化政策保障，加快地理信息全产

业链建设。（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等）

２ 按照统一、协调、有效的原则，做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的统筹规划、市场监管、标

准建设、安全保密等工作，促进地理信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责任单位：省测绘与地

理信息局、省发改委、省经信委、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保密局）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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