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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浙江省古籍

　 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６〕１８ 号） （３）!!!!!!!!!!!!!!!!!!!!!!!!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四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和区域的

　 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４８ 号） （１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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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三批
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６〕１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府批准省文化厅确定的第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１８４ 部）名录和第三批浙江省

古籍重点保护单位（３ 个）名单，现予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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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９ 日

第三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１８４ 部）

００４２６　 易发八卷　 （明）董说撰　 清初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２７　 周易象辞不分卷寻门余论二卷图学辩惑一卷　 （清）黄宗炎撰　 稿本　 余姚市

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２８　 尚书离句六卷　 （清）钱在培辑解　 清雍正厚野草堂刻本　 佚名题签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４２９　 周礼学一卷沟洫图一卷书五省沟洫图说后一卷　 （清）沈梦兰撰　 清写刻样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３０　 春秋左氏古经汉义补证四卷　 （清）陶方琦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３１　 春秋传汇十二卷首一卷　 （清）董汉策评　 清顺治刻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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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３２　 春秋简融四卷　 （清）胡序撰　 清乾隆五十六年（１７９１）活字印本　 嵊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３３　 四书便蒙十九卷　 （宋）朱熹撰　 清侯官林氏铜活字印本　 瑞安中学

００４３４　 说经二十卷说骚一卷说文一卷　 （清）韩泰青撰　 清乾隆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３５　 说经二十六卷说庄三卷说骚一卷说文一卷　 （清）韩泰青撰　 清乾隆四十四年

（１７７９）萧山韩泰青省能斋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３６　 韵律四卷　 （清）陈本撰　 清乾隆英雨书屋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３７　 佩韵示斯二卷　 （清）吴清藻辑　 清乾隆二十七年（１７６２）敬修堂刻本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４３８　 今韵三辨一卷　 （清）孙同元辑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３９　 辽史一百十六卷　 （元）脱脱等撰　 明嘉靖八年（１５２９）南京国子监刻本　 温州

市图书馆

００４４０　 新刻陈眉公重订通鉴会纂二十八卷通鉴总论一卷　 （明）诸燮纂辑　 清顺治十

二年（１６５５）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４１　 辛壬寇略二卷　 （清）叶蒸云撰　 稿本　 临海市博物馆

００４４２　 古今南人宰相表不分卷　 （清）李慈铭撰　 稿本　 清沈大本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４３　 南史论赞二卷　 （唐）李延寿撰　 （明）项笃寿辑　 明嘉禾项氏万卷堂刻本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４４４　 周年世考一卷　 （清）周广业撰　 清抄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４５　 宋诗纪事姓氏韵编不分卷　 （清）孙衣言编　 清瑞安孙氏经微室抄本　 温州市

图书馆

００４４６　 刘蕺山弟子考不分卷　 清末会稽董氏行余学舍抄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４４７　 袁正献公及袁氏家人事略一卷　 （清）袁士杰辑　 同治庚午诗文稿一卷　 清袁

士杰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４８　 黄忠端公年谱二卷　 （清）黄炳篨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４９　 黄梨洲先生年谱稿不分卷　 （清）朱兰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５０　 古草老人自著年谱不分卷　 （清）王本撰　 稿本　 清商元鯢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４５１　 莲衢自订年谱一卷　 （清）杜联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４５２　 自述一百韵不分卷　 （清）黄炳篨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５３　 微波榭日记一卷　 （清）周文郁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同治十二年一

月一日至十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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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５４　 映红楼日记不分卷　 （清）王定祥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清光绪十年至十

一年

００４５５　 孙仲彤日记不分卷　 （清）孙诒绩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光绪十二年

五月一日至十三年八月十二日

００４５６　 厚庄日记汇抄不分卷　 刘绍宽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光绪十四年至

民国三十一年

００４５７　 项申甫日记不分卷　 （清）项崧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光绪二十二年

至二十三年正月十九日

００４５８　 颇宜茨室日记不分卷　 （清）林骏撰　 稿本　 震叟跋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光

绪二十三年一月一日至三十四年十月七日

００４５９　 东津榷舍日记不分卷　 林向藜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光绪三十年三

月至三十一年三月

００４６０　 东游日记一卷　 （清）黄黼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

十一日至六月十九日

００４６１　 师儒表一卷　 （清）谭献撰　 清鲍荪抄本　 清鲍荪题签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６２　 郡志职官补正不分卷　 （清）孙衣言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６３　 东瓯张文忠公奏对稿十二卷　 （明）张孚敬撰　 明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６４　 光绪杭州府志二百卷首十卷末一卷　 （清）龚嘉"修　 （清）李榕、吴庆坻等纂

　 （清）陈?续修　 （清）王续纂　 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一百六十四卷（首

九、一至三十六、三十九至四十一、四十三至四十五、四十七至八十六、九十至一

百五、一百十六至一百七十五、一百九十六至二百）

００４６５　 ［嘉靖］萧山县志六卷　 （明）林策修　 （明）张烛纂　 （明）魏堂续增　 明嘉靖

刻万历增修本　 朱鼎煦题款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６６　 ［嘉靖］淳安县志十七卷 　 （明）姚鸣鸾修 　 （明）余坤等纂 　 明嘉靖三年

（１５２４）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６７　 ［嘉靖］武康县志八卷 　 （明）程嗣功修 　 （明）骆文盛纂 　 明嘉靖二十九年

（１５５０）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６８　 ［嘉靖］安吉州志十六卷　 （明）伍余福纂修　 明嘉靖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

馆　 存九卷（一至四、九至十一、十五至十六）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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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６９　 ［嘉靖］安吉州志八卷 　 （明）江一麟修 　 （明）陈敬则纂 　 明嘉靖三十六年

（１５５７）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０　 ［嘉靖］定海县志十三卷　 （明）何愈修　 （明）张时彻等纂修　 明嘉靖四十二

年（１５６３）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１　 ［嘉靖］象山县志十五卷　 （明）毛德京修　 （明）杨民彝、周茂伯纂　 明嘉靖三

十五年（１５５６）刻隆庆增修本　 朱鼎煦题记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２　 ［成化］嵊志十卷　 明抄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存五卷（一至五）

００４７３　 新昌县志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陈醞纂　 清光绪七年（１８８１）稿本　 嵊州

市图书馆　 存十三卷（一至五、十至十六、末）

００４７４　 ［弘治］衢州府志十五卷 　 （明）沈杰修　 （明）吾#、吴夔纂　 明弘治十六年

（１５０３）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５　 ［嘉靖］浦江志略八卷 　 （明）毛凤韶纂修 　 （明）王庭兰校正 　 明嘉靖五年

（１５２６）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６　 ［嘉靖］太平县志八卷　 （明）曾才汉修　 （明）叶良佩纂　 明嘉靖刻本　 宁波

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７　 ［嘉靖］太平县志八卷　 （明）曾才汉修　 （明）叶良佩纂　 明嘉靖刻本　 宁波

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８　 ［弘治］温州府志二十二卷　 （明）邓淮修　 （明）王瓒、蔡芳纂　 明弘治十六年

（１５０３）刻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４７９　 ［成化］处州府志十八卷　 （明）郭忠修　 （明）刘宣纂　 明成化刻本　 宁波市

天一阁博物馆　 存十一卷（一至二、五至六、九至十二、十六至十八）

００４８０　 岭海见闻四卷　 （清）钱以垲撰　 清康熙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８１　 龙兴祥符戒坛寺志不分卷　 （清）张大昌撰　 稿本　 余绍宋题签并记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４８２　 东寿昌寺志略二卷　 清康熙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８３　 云门显圣寺志十六卷　 （清）赵甸编辑　 清顺治十六年（１６５９）释净斯刻乾隆增

修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８４　 芦山寺志九卷　 （清）释宗尚编辑　 清康熙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８５　 洞霄宫志五卷　 （清）闻人儒纂辑　 清乾隆十八年（１７５３）贝本恒刻三十六年

（１７７１）增修本　 浙江图书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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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４８６　 龙山清道观志八卷首一卷　 （清）刘天相编　 清乾隆十二年（１７４７）刻本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４８７　 重纂文澜阁志不分卷　 （清）张荫椿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８８　 姚江书院志略二卷　 清康熙三十年（１６９１）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４８９　 杭俗遗风一卷　 （清）范祖述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０　 治修河渠农田书三卷　 （清）俞集撰　 清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兰仁书屋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１　 仙岩志十卷　 （明）李灿箕撰　 明崇祯六年（１６３３）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４９２　 东湖记一卷　 陶浚宣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３　 古铜印选不分卷　 （清）姚观光藏　 清钤印本　 清姚燮、王譑题签并记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４９４　 后飞鸿堂印辑三卷　 汪厚昌辑并注　 清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稿本　 清胡义赞批

并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５　 双王!斋集古!印不分卷　 邹安辑　 稿本　 褚德彝、赵不骞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６　 群书評识初稿不分卷　 （清）平步青撰　 稿本　 雪扶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７　 校雠之学一卷　 陶浚宣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４９８　 结一庐书目四卷　 （清）朱学勤藏并编　 稿本　 清高世异题签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４９９　 安越堂所刻书总目不分卷　 （清）平步青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００　 弘道录二十五卷　 （明）邵经邦撰　 清康熙继善堂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０１　 冯氏锦囊秘录　 （清）冯兆张编　 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刻本　 浙江中医药大

学图书馆

００５０２　 盘珠集□□卷　 （清）施雯、严洁、洪炜撰　 清嘉庆九年（１８０４）雪香书屋木活字

印本　 绍兴图书馆　 存十五卷（得配本草一至十、胎产症治一至三、虚损启微

一至二）

００５０３　 脉诀筌蹄一卷　 （清）吴繰选　 清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可继堂刻本　 浙江中医

药大学图书馆

００５０４　 新镌陶节庵家藏秘授伤寒六书六卷　 （明）陶华撰　 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李存

济刻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００５０５　 全幼心鉴四卷　 （明）寇平撰　 明刻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００５０６　 邵兰荪医案真迹　 （清）邵兰荪撰　 稿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图书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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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０７　 周氏医案一卷　 （清）周家驹撰　 清光绪十九年（１８９３）抄本　 浙江中医药大学

图书馆

００５０８　 永宇溪庄识略六卷首一卷续识略一卷　 （清）曹庭栋撰　 清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

刻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０９　 霞西过眼录八卷　 （清）沈复粲撰　 清末抄本　 绍兴图书馆　 存四卷（浙中一

卷、江右一卷、南中一卷、志事随札一卷）

００５１０　 霞西过眼录八卷　 （清）沈复粲撰　 清光绪会稽董氏行余学舍抄本　 绍兴图书

馆　 存三卷（浙中一卷、江右一卷、绍兴志料一卷）

００５１１　 海日訦札记一卷　 （清）孙锵鸣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１２　 吕庐老人篆文小品一卷　 （清）王同书　 稿本　 王绮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１３　 "喜庐杂钞不分卷　 （清）傅云龙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１４　 杞人草一卷　 （清）王抱一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５１５　 ?然书屋丛刊稿不分卷　 （清）王吉元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１６　 慈佩轩训语一卷类稿不分卷　 （清）许德裕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１７　 小螺?病榻忆语不分卷　 （清）孙道乾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１８　 推背图说不分卷　 题（唐）袁天罡撰　 （唐）李淳风注　 清彩绘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５１９　 阴阳二宅全书十二卷　 （清）姚廷銮辑　 清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姚氏片山书楼刻

本　 台州学院图书馆

００５２０　 阳宅合法全书二卷　 （清）雷行参订　 清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双溪雷行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１　 橘中秘四卷　 （明）朱晋桢撰　 明崇祯五年（１６３２）刻本　 浙江图书馆　 存二卷

（一、二）

００５２２　 百寿图印章屏　 （明）文彭、何震、程邃篆刻　 （清）丁敬、黄易、陈鸿寿摹补　 清

钤印本　 清张廷济题签、记并跋　 佚名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３　 印隽四卷　 （明）梁?篆　 （明）吴彬校　 明万历三十八年（１６１０）刻钤印本　 清

顾海跋　 清李蕙、清周星诒、清薛令闻、周熹寅题记　 许荣勋题签并录清周亮工

跋并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４　 史印一卷题词一卷　 （清）童昌龄篆刻　 清康熙香溪童氏刻钤印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５　 我娱斋摹印一卷　 （清）高积厚镌　 印述一卷印辨一卷　 （清）高积厚撰　 清乾

隆二十一年（１７５６）武林高氏我娱斋刻蓝印钤印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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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２６　 地山印稿不分卷　 （清）金篆刻　 清乾隆二十八年（１７６３）钤印本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５２７　 碧玉壶印存不分卷　 （清）蔡鸿鉴辑　 清钤印本　 清蔡和霁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８　 蜀汉诸葛武侯玉印　 清咸丰六年（１８５６）钤印本　 清贾芝房、清瑞清、清仲湘、

清郑淇、童大年题跋　 韩登安题签并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２９　 云根石天然图书谱一卷　 （清）齐召南撰　 清乾隆台山书屋刻本　 临海市博物馆

００５３０　 十住毗婆沙论十七卷　 （后秦）释鸠摩罗什译　 元至元杭州路余杭大普宁寺刻

普宁藏本　 杭州图书馆　 存一卷（五）

００５３１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集注二卷　 （宋）释元粹集注　 明云栖寺刻本　 杭州

图书馆

００５３２　 注华严法界观门一卷　 （唐）释宗密注　 明云栖寺刻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５３３　 罗昭谏集八卷　 （唐）罗隐撰　 清康熙九年（１６７０）刻本　 缙云县图书馆

００５３４　 正献公遗文钞二卷　 （宋）袁燮撰　 清烟屿楼抄本　 清徐时栋校并题跋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５３５　 袁正献公遗文补抄不分卷　 （宋）袁燮撰　 （清）袁士杰辑　 清烟屿楼抄本　 清

徐时栋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３６　 道园学古录五十卷　 （元）虞集撰　 元刻本　 浙江图书馆　 存二卷（十九至二十）

００５３７　 金华黄先生文集四十三卷　 （元）黄蟳撰　 清写刻样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３８　 安雅堂集十三卷　 （元）陈旅撰　 清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３９　 不系舟渔集十五卷　 （元）陈高撰　 附录一卷　 （元）揭禫撰　 清孙诒让述旧斋

抄本　 清孙衣言、清孙锵鸣校　 清孙诒让校并题记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４０　 全归集七卷　 （元）张庸撰　 清抄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４１　 白香集五卷　 （明）沈行撰　 明末写刻样本　 杭州图书馆　 存一卷（一）

００５４２　 石田稿三卷　 （明）沈周撰　 明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黄淮集义堂刻本　 嵊州市图

书馆

００５４３　 二谷山人近稿十卷 　 （明）侯一元撰　 明万历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九卷

（一至五、七至十）

００５４４　 歌宜室集十六卷　 （明）柯荣撰　 明崇祯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４５　 玩鹿亭稿八卷　 （明）万表撰　 （明）万达甫编　 附录一卷　 （明）罗洪先等撰

　 明万历鄞县万邦孚刻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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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４６　 稤庵文选二十八卷　 （清）李象坤撰　 （清）韩秋岩辑　 清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

　 清孙衣言批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４７　 名山藏初集二卷首一卷　 （清）齐周华撰　 清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寄生草堂刻

本　 临海市博物馆

００５４８　 氵隐庐仅存集不分卷　 （清）王治白皋撰　 （清）王定祥辑　 氵隐庐集附录一卷　 清王定祥

辑　 稿本　 鉴沙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４９　 拙斋集五卷　 （清）朱奇龄撰　 清康熙介堂刻本　 浙江图书馆　 存四卷（一至四）

００５５０　 有怀堂文集四卷　 （清）王道宁撰　 清康熙五十年（１７１１）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１　 集虚斋学古文十卷附离骚经解略一卷　 （清）方螷如撰　 清乾隆方超然刻本　

遂昌县图书馆

００５５２　 蓉林笔抄四卷　 （清）何子祥撰　 清乾隆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５３　 璞存诗稿一卷　 （清）吴飊文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４　 冯兼山先生文集一卷　 （清）冯大位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５　 孱守斋遗稿四卷　 （清）姚世钰撰　 清乾隆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６　 么?独语一卷　 （清）曹大经撰　 稿本　 董寿慈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７　 秋槎诗钞五卷　 （清）孙大?撰　 清乾隆六十年（１７９５）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８　 孙宇台集四十卷　 （清）孙治撰　 清康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孙孝桢刻本　 清复蜚

批点　 清樊山鲜民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５９　 连枝图题咏初集一卷次集一卷　 （清）许承基辑　 清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武林

许承基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６０　 孙琴西诗文稿不分卷　 （清）孙衣言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６１　 逊学斋文稿一卷　 （清）孙衣言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６２　 马鞍山人诗草不分卷　 （清）苏椿撰　 清道光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６３　 焚余偶存草不分卷　 （清）黄炳篨撰　 清抄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５６４　 宫同苏馆文钞不分卷　 （清）金安清撰　 清同治稿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６５　 小匏庵诗草不分卷　 （清）吴仰贤撰　 稿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６６　 石门山房赋钞一卷　 （清）端木百禄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６７　 正谊堂文集二十四卷　 （清）董沛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八卷（九至十一、

十四至十六、十八至十九）

００５６８　 诗稿一卷　 （清）王金撰　 稿本　 清汪芑批并跋　 杭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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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６９　 招隐山房诗草不分卷　 （清）戴启文撰　 稿本　 清戴鼎元、清陈世、清吕繤题

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０　 映红楼诗稿不分卷　 （清）王定祥撰　 稿本　 清范当世、清李安、清铭盘题款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１　 兰修#馆初稿不分卷　 （清）张金圻撰　 稿本　 清张金钧题诗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２　 餼音吟馆诗稿十卷　 （清）张金圻撰　 稿本　 清姚光宇题跋　 清徐圆成题款　

佚名题诗　 浙江图书馆　 存七卷（一至七）

００５７３　 二百八十峰诗屋近体未定稿不分卷　 （清）朱衍绪撰　 清同治七年（１８６８）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５７４　 蕉雨山房录本不分卷　 （清）丁尧臣撰　 稿本　 清??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５　 林泉杂兴一卷　 （清）范广誉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６　 拳石山房文钞不分卷　 （清）袁昌图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７　 $棠剩墨不分卷　 （清）鲁$光撰　 清抄本　 清王晋题跋清鸿逵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７８　 玉芝仙馆骈体文近稿一卷　 （清）曹廉锷撰　 稿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７９　 双桥草堂诗稿不分卷　 （清）曹廉锷撰　 清咸丰稿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８０　 四大家文选八卷　 （明）孙矿评选　 明末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８１　 四六法海十二卷　 （明）王志坚辑　 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刻本　 佚名批跋　 杭州

图书馆

００５８２　 唐人万首绝句选七卷　 （清）王士?辑　 清雍正十年（１７３２）刻本　 缙云县图书馆

００５８３　 忠义集七卷　 （元）赵景良辑　 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８４　 玉介园附集□□卷　 （明）王光美等撰　 清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十四卷

００５８５　 游仙集咏不分卷　 清曹廉锷抄本　 嘉善县图书馆

００５８６　 国朝姚江诗存十二卷　 （清）张廷枚辑　 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宝墨斋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５８７　 国朝姚江诗存续编十二卷　 （清）张廷枚辑　 清抄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存五卷（一至五）

００５８８　 越中闺秀诗二卷　 清末会稽董氏行余学舍抄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５８９　 剡西长乐钱氏诗存七卷　 （清）钱春波等辑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庆系堂活字本

　 嵊州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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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５９０　 剡西长乐钱氏诗存七卷　 （清）钱春波等辑　 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庆系堂活字本

　 嵊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９１　 东阳历朝诗九卷　 （清）董肇勋辑　 清康熙董氏寓书室刻乾隆五十三年（１７８８）

学耨堂印本　 缙云县图书馆

００５９２　 逊业堂遗稿二卷　 （清）叶英元撰　 管世骏校　 兰坪遗著一卷　 （清）叶露光撰

　 清叶英元辑　 管世骏校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９３　 沈氏诗文日记不分卷　 （清）沈?等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９４　 阁巷陈氏清颖一源二卷　 （元）裴庾编　 清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９５　 月泉诗派不分卷　 （明）李阶辑　 清同治九年（１８７０）瑞安孙锵鸣海日楼抄本　

清孙锵鸣批校并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９６　 养素居集存一卷诗集存一卷白华庵劫余诗草一卷　 （清）董涵、董蓕撰　 （清）

董念辑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５９７　 鹤阳谢氏家集十卷　 （清）谢梦览补辑　 清瑞安孙氏玉海楼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９８　 鹤阳谢氏家集六卷　 （清）谢梦览补辑　 清瑞安孙锵鸣海日楼抄本　 清孙锵鸣

校并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５９９　 借庵诗一卷　 （清）童钰等撰　 清乾隆刻本　 佚名跋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６００　 耐亭酬唱集一卷　 （清）袁鼎撰辑　 稿本　 吕承恩等题词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６０１　 素行轩注有正味斋尺牍一卷　 （清）吴锡麒撰　 何灿注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６０２　 涧琴词学一卷　 （清）李饮冰撰　 （清）林露评　 清乾隆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６０３　 七十二行花馆诗余一卷　 （清）汪守愚撰　 稿本　 清邵曰濂题款　 清沈景修、

清王景曾、清袁师鏊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６０４　 花信楼词稿一卷　 （清）洪炳文撰　 清光绪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６０５　 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　 （清）天花才子评点　 清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金阊书业堂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６０６　 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　 （唐）虞世南辑　 （明）陈禹谟补注　 明万历二十八年

（１６００）陈禹谟刻本　 清孙诒让校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６０７　 新增说文韵府群玉二十卷　 （宋）阴时夫辑　 （宋）阴中夫注　 元刻本　 潘景郑

等跋　 杭州图书馆　 存一卷（三）

００６０８　 集%楼偶钞十二卷　 清道光十八至十九年（１８３８ －１８３９）梦仙抄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６０９　 图书府（存二十三种）　 刘承编　 刘氏嘉业堂汇订明清刻本　 浙江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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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３ 个）

１ 金华市博物馆

２ 海宁市图书馆

３ 诸暨市图书馆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第十四批
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和区域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４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经省政府同意，决定将杭州中环国际大厦等 １７ 家单位和桐乡市濮院镇合用场所

火灾隐患集中区域等 ２ 处区域列为第十四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和区域，现予公

布。

各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火灾隐患治理和安全工作。各有关市县政府要落实属地

管理责任，明确整改责任，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各责任单位要制订完善整改方案，加大

整改工作力度，确保整改到位。各督办部门、配合部门要加强工作指导和督促检查，及

时帮助解决问题。整改完毕后，当地公安消防机构要及时组织消防验收，并将验收结果

报送省消防总队。

鉴于浙政办发〔２０１５〕４４ 号文件公布的 ２１ 家第十三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已按要求

整改完毕，不再列为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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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批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和区域名单

一、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单位

１ 杭州中环国际大厦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２ 杭州现代名苑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３ 宁波富苑城市酒店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４ 宁波市鄞州任丰大酒店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５ 温州市万通玫瑰花园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６ 永嘉县瓯北商贸城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７ 湖州织里大云海休闲洗浴中心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８ 德清县兴隆河滨大厦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９ 嘉兴市浙联金座大厦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１０ 绍兴市柯桥区东方大厦（国贸中心南区 ７ 幢）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１１ 金华市国泰砂轮研磨有限公司厂房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安监局

１２ 武义县赵宅综合市场 ａ、ｂ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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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文化厅

１３ 衢州市世纪天成综合楼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建设厅

１４ 舟山市普陀区邮政大楼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邮政管理局

１５ 台州市路桥小商品批发市场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配合部门：省工商局

１６ 丽水大厦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１７ 景宁欣和华侨大酒店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

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区域

１ 桐乡市濮院镇合用场所火灾隐患集中区域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安监局、省电力公司

２ 台州市路桥区路桥街道合用场所火灾隐患集中区域

督办部门：省公安厅、省安监局、省电力公司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４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

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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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为进一步优化卫生资源配置，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增强卫生综合服务能

力，改善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

见和《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国办发〔２０１５〕１４ 号）精神，

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思路与体系架构

（一）规划目标。

以控制总量、调整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为主线，以深化改革、整合资源、多元办

医为动力，合理布局医疗卫生资源，不断优化资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构建与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乡居民健康需求相匹配，体系完整、分工明确、结构合

理、功能互补、密切协作的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健

康服务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健康导向。以建设健康浙江为总目标，着力解决城乡居民主要

健康问题，不断提升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

二是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强化政府的规划调控和监管职责，维护公共医疗卫

生的公益性，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举办医疗卫生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满足多层次、多

元化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促进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三是坚持系统整合，统筹协调。整合存量、优化增量、提高质量，统筹城乡、区域及

系统内各领域资源配置，重点强化县域服务能力及薄弱环节建设，加快构建科学有序的

分级诊疗体系，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协同性，发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整体功能。

四是坚持预防为主，内涵发展。强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政府责

任，提高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规模，推动公立

医院走质量效益型的发展道路，鼓励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促进卫生

事业发展方式转变。

（三）体系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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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主要包括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其他卫

生机构等。医院分为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院。其中，公立医院又分为政府办医院（根

据功能定位主要划分为县办医院、市办医院、省办医院）和其他公立医院（主要包括公

安、民政、司法、残联等系统所属，为特定对象服务为主的医院及其他利用政府所属部门

资源举办的医院，部队所属的医院暂不纳入本规划）。社会办医院是指社会力量（含自

然人）为主举办的医院。县级以下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为公立和社会办两类。政

府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及其他卫生机构根据属地层级不同，划分为县办、市办、省办三

类。

　 　 二、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一）公立医院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公立医院是医疗服务体系的主体，必须坚持公益性，充分发挥其在基本医疗服务提

供、急危重症和疑难病症诊疗等方面的骨干作用，承担医疗卫生机构人才培养、医学科

研、医学教学等任务，承担法定和政府指定的公共卫生任务、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援

外、国防卫生动员、支农、支边和支援社区等任务。按层级分为县办公立医院、市办公立

医院、省办公立医院及其他公立医院，其中：

１．县办公立医院主要承担县域内居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急危重症抢救与疑难

病转诊，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培训和指导，适宜技术的推广应用，相应公共卫生服务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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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及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等工作，是政府向县级区域内居民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重要载体。在县级区域内，原则上设置 １ 个县办综合医院和 １ 个县办中医类医院（含

中医、中西医结合、民族医院，下同），可以依据居民医疗需求和资源禀赋情况设置精

神、妇产、老年、康复等专科医院（含中医类专科医院）。５０ 万人口以上的县可适当增加

公立医院数量。

２．市办公立医院主要向设区的市级区域内居民提供代表本区域较高水平的综合性

或专科医疗服务，接收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和一定的科研任务以及相应公共

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援任务。设区的市级区域依据常住人口，每 １００ 万—２００

万人口设置 １—２ 个市办综合医院（含中医类医院），服务半径一般为 ５０ 公里左右。其

中，每个设区市应设置 １ 个市办中医类医院。依据居民医疗需求和资源禀赋情况可以

设置儿童、妇产、精神、肿瘤、传染病、老年、康复等专科医院（含中医类专科医院）。“十

三五”期间，设区的市级政府原则上不再单独举办新的城市综合性医院。

３．省办公立医院主要向全省区域内提供急危重症、疑难病症诊疗和专科医疗服务，

接受下级医院转诊，并承担人才培养、医学科研及相应公共卫生和突发事件紧急医疗救

援任务。依据常住人口数，每 １０００ 万人口规划设置 １—２ 个省办综合性医院，同时可以

根据需要规划设置儿童、妇产、肿瘤、精神、传染病、职业病、老年、口腔、康复等省办专科

医院。“十三五”期间，省级医院数量只减不增。

４．其他公立医院主要为特定人群及属地居民提供相应的诊疗服务，统一纳入当地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统筹配置，实行属地化、全行业管理。

（二）社会办医院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社会办医院是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满足城乡居民多层

次、多元化医疗服务需求的有效途径。社会办医院可以提供基本医疗服务，与公立医院

形成有序竞争；可以提供高端特需服务，满足非基本医疗需求；可以提供康复、老年护理

等紧缺服务，与公立医院形成补充。

到 ２０２０ 年，要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同步预留诊疗科目设置和大型医用设

备配置空间。放宽服务领域要求，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

开放。优先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引导社会办医院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

（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提供预防、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等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和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以及部分疾病的康复、护理服务，向医院转诊超

出自身服务能力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急和疑难重症病人。主要包括乡镇卫生院、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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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服务中心（站）、村卫生室（村卫生计生室，下同）、医务室、门诊部、诊所等。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以及常见病、多发病

的诊疗、护理、康复等综合服务，并受县级卫生计生部门委托，承担辖区内的公共卫生管

理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工作，负责对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综合管理、技术指导

和乡村医生的培训等。乡镇卫生院分为中心卫生院和一般卫生院，中心卫生院除具备

一般卫生院的功能以外，还应开展普通常见手术，具备住院服务功能，着重强化医疗服

务能力并承担对周边区域内一般乡镇卫生院的技术指导工作。政府在每个乡镇办好 １

所标准化乡镇卫生院，在每个街道范围或每 ３ 万—１０ 万名居民设置 １ 所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各地可以根据地理、交通、人口等因素，结合中心镇（小城市培育试点镇）建设规

划，选择三分之一左右的乡镇卫生院提升其服务能力和水平，使之具备较为完整的中心

卫生院功能。鼓励引导乡镇卫生院与县级医院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推动县乡村卫生

一体化发展。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在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统一管理和指导

下，承担行政村、居委会范围内常住人口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日常服务和普

通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康复等工作。原则上按照“２０ 分钟服务圈”要求规划设

置，农村地区重点加强中心村卫生室（服务站）建设，加快推进标准化建设、一体化管

理。偏远山区、海岛地区（悬水小岛）应该由乡镇卫生院负责提供“定时、定点、定人”方

式的巡回服务。村卫生室可以由政府、集体或单位举办，也可以由乡村医生联办或个体

举办，经县级卫生计生部门批准后设立。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站可以由政府采取购

买服务的方式运行。城市新建的住宅小区（功能区）按规定设置相应的社区卫生服务

机构。

医务室、门诊部、诊所根据服务能力和本单位或本功能区居民健康需求，提供相关

医疗卫生服务。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对其提供的公共卫生服务予以补助。个

体诊所不受规划布局限制，实行市场调节的管理方式。

（四）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功能定位与机构设置。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是向辖区内提供专业公共卫生服务，并承担相应管理工作的机

构，包括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综合监督执法机构、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急救中心

（站）、血站（库）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由政府举办。

县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承担辖区内专

业公共卫生任务以及相应的业务管理、信息报送等工作，并对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相关

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技术指导、人员培训、监督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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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承担辖区内的

专业公共卫生任务以及相应的信息管理等工作，并对下级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开展业务

指导、人员培训、监督考核等。

省办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主要职责是：完成上级下达的指令性任务，承担辖区内的

专业公共卫生服务任务，开展区域业务规划、科研培训、信息管理、技术支撑以及对下级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开展业务指导、人员培训、监督考核等。

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按照辖区常住人口数、服务范围、工作量等因素合理设置。加强

区域公共卫生服务资源整合，鼓励组建综合性公共卫生服务中心。专业公共卫生机构

实行按行政区划、分级设置。县级以下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计

划生育服务站）和村卫生室等承担相关工作。每个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内原则上只设 １

个疾病预防控制机构、１ 个综合监督执法机构、１ 个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机构。妇幼

保健机构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按照市县合、乡增强、村共享的原则优化整合。依托

省级有关单位，强化妇女保健、儿童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职能。

以专业精神卫生机构为主体、综合性医院精神科为辅助、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精神

病社区康复机构为基础，建立健全精神卫生服务体系。

依据国家卫生计生委《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和《浙江省院前医疗急救救护车管

理办法》有关规定，合理配置急救资源。以市办急救中心为龙头，与县办急救中心和院

前急救网络医院共同建成比较完善的急救网络。县办急救中心可以依托县办综合医院

设置，按照快速响应、方便可及的原则，分片设置若干急救站，形成统一指挥、高效协调

的院前急救网络。市办急救中心应单独设置，并与辖区内县办急救中心联网，统一调

度、统一指挥。按照国家卫生应急发展战略，加强浙江省急救指挥中心和浙东、浙南、浙

北、浙中四大区域应急救援基地建设。依托省级有关单位，加强急救指挥、核辐射应急

救治、化学中毒应急救治、创伤急救、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治等基地能力建设。

除杭州市以外，其他设区市可设置 １ 个独立建制的标准化采供血机构。部分县

（市、区）可以按规定设置采供血机构作为上级采供血机构的分支机构。

三、资源配置

（一）床位资源。

１．全省床位配置。

医疗机构床位配置依据区域内居民医疗服务需求、疾病谱、医疗机构工作量、床位

使用率、病床周转频次和住院天数，充分考虑当地居民发病情况、服务半径、地理位置和

交通条件等因素，综合确定区域内床位总量和结构。到 ２０２０ 年，全省每千常住人口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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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控制在 ６ 张，其中医院 ５ ０２ 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０ ９８ 张。在医院

床位中，每千常住人口公立医院床位数 ３ ５２ 张（其中省办公立医院 ０ ４５ 张、市办公立

医院 １ 张、县办公立医院 １ ９３ 张、其他公立医院 ０ １４ 张），全省各地按照每千常住人口

不低于 １ ５ 张为社会办医院预留规划空间。

中医类医院床位可以按照每千常住人口 ０ ５５ 张配置。同时，可以按照 １５％的公

立医院床位比例设置公立专科医院，优先支持精神、妇儿专科医院发展。

各类医院的床位配置数应与其配备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平均住院日、床位使用率等

相匹配，并达到相应等级医院的评审要求。

表 １　 全省医疗卫生机构床位配置指导标准
指　 标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指标属性

千人床位数（张） ４． ４６ ６ 指导性

１．医院 ３． ８７ ５． ０２ 指导性

　 １． １ 公立医院 ３． １９ ３． ５２ 指导性

　 　 １． １． １ 省办公立医院 ０． ４７ ０． ４５ 指导性

　 　 １． １． ２ 市办公立医院 ０． ８３ １ 指导性

　 　 １． １． ３ 县办公立医院 １． ７５ １． ９３ 指导性

　 　 １． １． ４ 其他公立医院 ０． １４ ０． １４ 指导性

　 １． ２ 社会办医院 ０． ６８ １． ５ 指导性

２．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０． ４２ ０． ９８ 指导性

　 　 ２．分区域床位配置。根据各地经济、社会、人口、卫生等方面的实际情况，考虑各地

资源差异，在现有基础上，按照鼓励发展、平稳发展、控制发展等策略对各设区市区别制

定床位发展目标。

表 ２　 全省分区域床位配置指导标准

区域
每千常住人口床位数（张）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２０ 年
全省 ４． ４６ ６
杭州市 ６． ２７（含在杭省办医院） ８． １１（含在杭省办医院）
宁波市 ３． ９５ ６． ０５
温州市 ３． ４７（含在温省办医院） ５． ４７（含在温省办医院）
湖州市 ４． ２４ ５． ９１
嘉兴市 ４． ６ ５． ９４
绍兴市 ４． ２４ ５． ８３
金华市 ４． ４９ ６． ０３

—１２—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８ 期



衢州市 ４． ９ ５． ７３
舟山市 ４． ４１ ５． ８２
台州市 ３． ７ ５． ５３
丽水市 ５． １６ ５． ６４

　 　 ３．省办公立医院床位配置。“十三五”期间，坚持总量控制、结构调整、均衡布局原

则，不再审批床位扩张型的新建和改扩建项目，省办公立医院编制床位控制在每千常住

人口 ０ ４５ 张以内。

支持省办公立医院资源下沉，推进合作办医。省办综合性医院和专科医院分别与

４ 家和 ２ 家以上县办公立医院建立全面托管合作办医关系；结合实际，与若干县办公立

医院建立重点托管或部分专科托管关系。被托管县办公立医院床位配置纳入当地规划

调控。逐步推动省办公立医院按片区设置工作。

４．公立医院单体规模与建设标准。严格控制公立医院单体规模（单个执业点）不

合理扩张，强化《综合医院建设标准》《中医院建设标准》执行力。县办综合性医院床位

数一般以 ５００ 张左右为宜，５０ 万人口以上的县可当适当增加，１００ 万人口以上的县原则

上不超过 １０００ 张；市办综合性医院床位数原则上不超过 １２００ 张；省办综合性医院床位

数原则上不超过 １５００ 张。专科医院的床位规模根据实际需要合理设置。公立医院不

得举债建设，政府落实符合规划的公立医院基本建设投入责任，严禁公立医院豪华装

修。

（二）卫生人力资源。

医疗卫生机构的人力资源配置应与居民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机构功能定位和床位

配置等相适应。

１．医院人力资源配置标准。省办公立医院人力资源配置标准依据《浙江省省属医

院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执行，市、县（市、区）所属公立医院的机构编制可参照该指

导意见由各地结合医院等级及工作实际研究确定，原则上二级医院机构编制的配备应

略低于三级医院。

２．基层人力资源配置标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人员配置分别按《浙江省城市社区

卫生服务机构设置和编制标准实施意见》《浙江省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机构设置和

编制标准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执行。到 ２０２０ 年，每千常住人口基层卫生人员数逐步

达到 ３ ５ 人以上，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 ２ 名以上合格的全科医生。原则上按照每千

服务人口不少于 １ 名的标准配备乡村医生，每所村卫生室至少有 １ 名乡村医生执业。

３．专业公共卫生机构人力资源配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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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专业公共卫生人员按每千常住人口 ０ ８３ 人配备。其中：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人力资源配置，依据中央编办、财政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关

于印发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机构编制标准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央编办发〔２０１４〕２ 号）规

定，实行总量控制、统筹安排、动态调整，各地结合实际需要适当配置。

县办卫生监督机构的人员编制，按辖区内每万常住人口 ０ ６—１ 人的标准配备。山

区、海岛、经济发达、卫生相关产业和从业人员较多的地区，可适当提高标准。

县办、市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机构应当根据当地服务人口、社会需求、交通状况、区

域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规划及承担的功能任务等因素合理配备人员，其中卫生专

业技术人员应当不少于 ８０％。

血站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应当根据年采血量等业务工作要求合理配备。

急救中心人员数量应当根据服务人口、年业务量等合理配备。

专业精神卫生机构应当按照区域内人口数及承担的精神卫生防治任务配置公共卫

生人员。

（三）信息资源。

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覆盖全省常住人口并动态更新的全员人口、电子健康档案、电

子病历三大基础数据库；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

等六大业务应用系统能有效支撑卫生计生事业发展和群众健康信息需求，各类人口健

康信息通过省市县三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互联互通和协同应用；信息标准、安全、

制度体系进一步健全。

在此基础上，整合各类资源，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市场作用，规范市场行为，积

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技术，建立开放、统一、优质、高效的浙江省健康云，着力

推进面向“互联网 ＋”的新型医疗健康服务模式，实现防治结合、医养结合，形成规范、

便捷、共享、互信的健康服务流程，满足群众多样化、多形式的健康信息服务需求。加快

整合医院内部医保和医疗信息系统，推广诊间结算，推动医院医疗服务数据与医保共建

共享。

（四）设备资源。

根据功能定位、医疗技术水平、学科发展和群众健康需求，坚持资源共享和阶梯配

置，引导医疗机构合理配置适宜设备，逐步提高国产医用设备配置水平，降低医疗成本。

加强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规划和依法准入管理，严禁公立医院超常规配置装备。鼓励支

持发展专业的医学检验检测机构和影像机构，逐步建立大型设备共用、共享、共管机制。

建立区域医学影像、检验、心电等共享中心，推动建立基层检查、上级诊断的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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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统一规范的标准体系，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检验、影像对所有医疗机构开放，全面实

现结果互认，医疗保险按共认结果一次付费。大型医用设备按照品目实行甲、乙类设备

分类管理，推动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

严格执行医疗机构购置和使用二手大型医用设备有关规定，严禁使用国家已公布

淘汰的机型。

（五）技术资源。

医疗卫生技术的配置应根据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疾病谱、疑难危重疾病等情况合理

配置。医疗技术临床应用应当遵循科学、安全、规范、有效、经济和符合伦理的原则，实

行分类、分级管理。加强医疗卫生技术管理，完善应用管理制度，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医疗机构要完善病历首页管理、诊断服务项目标准化管理，建立健全并发症库和合并症

库，推行实施统一的临床路径，探索以诊断相关分组（ＤＲＧｓ）为核心的质量控制，为医

保支付方式改革夯实基础。

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医疗卫生技术应与其功能任务相适应，鼓励发展和应用适宜技

术，强化中医药技术推广应用。

（六）学科资源。

合理设置医学重点学科和临床重点专科。医学重点学科包括支撑学科、创新学科、

省市共建学科、县级医院龙头学科和非公立医疗机构特色学科等。

医学重点学科和临床重点专科根据功能定位实行分级配置，其中支撑学科、创新学

科一般设于三级医疗机构和省级医学科研、教育、公共卫生机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一

般设于三级医疗机构；省市共建学科一般设于市、县的二级甲等以上医疗机构和医学科

研、教育、公共卫生机构；县级医学龙头学科一般设于县级医疗卫生单位；非公立医疗机

构临床特色学科面向社会办医院。

（七）财力资源。

按照财政规划管理要求，加强与同级财政部门衔接，落实政府在公共卫生、基层卫

生和基本医疗保障等领域的投入责任。进一步健全以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为延

伸，医疗救助为托底，社会慈善和商业保险等多种形式为补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发挥政府卫生投入在卫生资源配置方面的引导作用，推动城乡、区域卫生均衡发

展。完善政府卫生投入方式，政府卫生投入要兼顾供方和需方，统筹硬件建设和软件建

设，探索实行政府购买服务、竞争性分配等多种政府卫生投入方式。

完善省级卫生投入转移支付制度，结合预算改革要求，推动以任务清单形式，引导

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加强资金监管，确保资金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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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功能整合与分工协作

（一）资源下沉。

“十三五”期间，继续推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实现省市医院优质医疗资源下沉所

有县（市、区）全覆盖，实现县级医疗资源下沉所有乡镇全覆盖。城市公立医院在主城

区的扩张得到严格控制，省办、市办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服务量和一、二类手术比例明显

下降，县域内就诊率达到 ９０％以上。鼓励省办公立医院以技术、管理、品牌、资金等为

纽带与县级政府开展合作办医。

（二）上下联动。

建立并完善分级诊疗制度，构建不同级别医院之间，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接

续性医疗机构之间的分工协作机制，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规模，引导患者优先到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逐步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加快建立

慢性病连续处方制度。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医院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之间共享

诊疗信息、开通远程医疗服务和教学培训的信息渠道。

坚持群众自愿、政策引导，支持和引导常见病、多发病患者优先到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就诊。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医疗、康复、护理等服务能力，承接下转病人。推

行责任医生签约服务制度，规范签约服务收费，完善签约服务激励约束机制，探索提供

差异性服务、分类签约、有偿签约等多种签约服务形式。结合责任医生签约服务开展按

人头付费改革。允许公立医院医师多点执业，探索建立医师执业信息数据库并向公众

提供在线查询服务。建立预约转诊服务平台，公立医院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转诊

预约挂号服务，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诊病人优先安排诊疗和住院；将恢复期需要康复

的病人或慢性病人转诊到病人就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完善治疗—康复—长期护理服务链，发展康复、老年、长期护理、慢性病管理、临终

关怀等接续性医疗机构，研究制订长期护理机构医疗服务标准，建立急慢分治制度，提

高医疗卫生资源利用效率。

（三）区域协调。

加快形成省内不同区域的省级医学中心，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共享水平，建立医疗资

源、医疗诊断、医疗信息全域共享机制，开展医疗卫生重大课题联合攻关、医疗卫生人才

联合培养，实现跨区域联合办医，推进区域医疗卫生领域合作。继续加强区域专病中心

建设，在省内不同区域建设若干有较强辐射能力的专病中心。

（四）医防整合。

推进医院和公共卫生机构资源相互整合和延伸。综合性医院及相关专科医院应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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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相关科室，与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密切配合，承担辖区内一定的公共卫生任务和对基层

医疗卫生机构的业务指导。建立医疗机构承担公共卫生任务的补偿机制和服务购买机

制。综合性医院或专科医院要全面承接结核病、艾滋病等重点传染病以及职业病、精神

疾病等病人的治疗工作。专业公共卫生机构要加强对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

社会办医院开展公共卫生服务业务指导、培训和考核，建立信息共享等协作机制，共同

做好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慢性病的联防联控工作。充分发挥中医药在公共卫生事业

中的作用，积极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加强省市县三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建设，均衡配置疾控检验检测资源，推动以

设区市为单位，整合检验检测资源。

（五）中西医并重。

坚持中西医并重方针，合理配置中医药资源。充分发挥中医医疗预防保健特色优

势，不断完善中医医疗机构、基层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和其他中医药服务提供机构共同

组成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强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中医临床科室和中药房设置，增

强中医药服务能力。加强中医药服务监管，杜绝大处方、滥用中医药等行为。加强中西

医临床协作，整合资源，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协同攻关，提高重大疑难病、急危重症临床

疗效。统筹用好中西医两方面资源，提升基层西医和中医两种综合服务能力。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所有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和 ７０％的村卫生室具备与其功能相适应

的中医药服务能力，积极鼓励中医药健康服务业发展。

（六）多元发展。

加强社会办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的协调发展，提高医疗卫生资源的整体效率。

社会力量可以直接投向资源稀缺及满足多元需求的服务领域，也可以采用特许经营、公

建民营、民办公助、委托管理等多种形式与公立医疗机构合作。进一步优化社会力量举

办各类医疗机构的投资环境，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完善配套支持政策，健全

医保协议管理制度，建立医保经办机构和社会办医疗机构之间的有效谈判机制。完善

规划布局和用地保障，优化投融资引导政策，落实和完善财税价格政策，社会办医疗机

构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鼓励公立医疗机构与社会力量共同举办新的非营利

性医疗机构，鼓励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专业性医院管理集团，满足群众多层次医疗服务

需求。完善公立医疗机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科学评估办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鼓

励社会力量举办中医类专科医院、康复医院、护理院（站）以及口腔疾病、老年病和慢性

病等医疗机构。支持社会办医疗机构加强重点专科建设，引进和培养人才，提升学术地

位。加快实现与医疗保障部门、公立医疗机构等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加强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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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医疗质量和安全。

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工作的机制。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和支持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卫生工作，并加强技术指导和监督管理。

（七）医教协同。

以卫生计生行业和人员需求为导向，切实加强医教协同。深化院校教育改革，推进

院校医学教育与卫生计生行业需求的紧密衔接，加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注重医疗、公共卫生、中医药以及卫生管理人才的培养，鼓励高校增设

全科专业，加强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开展助理全科医生培训。

建立完善住院医师和专科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改革完善医学继续教育制度，推动完

善毕业后医学教育体系，培养合格临床医师。到 ２０２０ 年，基本建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

育、继续教育三个阶段有机衔接的标准化、规范化临床医学人才培养体系，提升卫生计

生人才队伍整体素质。

健全在岗培训制度，鼓励乡村医生参加学历教育。加强政府对医药卫生人才流动

的政策引导，推动医药卫生人才向基层流动，加大重点地区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落实

和完善激励政策，为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培养医学生，探索试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

生及县办公立医院专科特设岗位计划。加强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和高层次医药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护理、儿科、精神科等急需紧缺专门人才。支持中医类人才培养。

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用人单位和社会资助为辅的卫生人才队伍建设投入机制，优先保

证对人才发展的投入，为医药卫生人才发展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

健全以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为主要内容的事业单位用人机制。创新公立医院

机构编制管理方式，探索推行公立医院编制备案制管理，加强总量控制，实行动态调整。

探索多种形式用人机制改革，深化符合行业特点的职称制度和薪酬制度改革，建立以服

务质量、服务数量和服务对象满意度为核心、以岗位职责和绩效为基础的符合行业特点

的人事薪酬制度，完善考核和激励机制。

（八）卫生计生融合。

确保卫生、计划生育机构改革平稳整合，深度融合。市办和县办妇幼保健机构与计

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原则上应当予以整合，分别成立市办、县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整合乡办计划生育服务机构与乡镇卫生院的妇幼保健职能。村级保留村卫生室

和村计划生育服务室，共享共用。市办、县办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要加强对乡镇

卫生院（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站）的业务管理和技术指导，落实好生殖健康、妇幼保

健、优生促进、药具服务和出生缺陷干预等工作，持续推进计划生育管理服务改革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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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医养结合。

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深度合作。建立健全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业务协

作机制，开通预约诊疗绿色通道，协同做好老年人慢性病管理和康复护理，增强医疗机

构为老年人提供便捷、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

支持有条件的养老机构设置医疗机构，研究制订老年康复、护理服务体系专项规

划，合理布局老年医院（病区）、老年护理院、康复医疗机构等，加快形成规模适宜、功能

互补、安全便捷的健康养老服务网络。

发展社区健康养老服务，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老年人日常护理、慢性病管理、

康复、健康教育和咨询等服务的能力，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将护理服务延伸到居民家

庭。推动开展远程服务和移动医疗，逐步丰富和完善服务内容与服务方式，做好上门巡

诊等健康延伸服务。推进中医药与养老结合，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和养生保健优

势。

五、实施保障与监督评估

（一）加强组织领导。

本规划是对全省区域内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架构和卫生计生资源配置的总体要求。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科学编制和实施本区域卫生规划工作的领导，把区域卫生规划

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政府工作目标责任制考核内容，建立问责制。各级政府必

须优先保障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新增的卫生计生资源重点向农村卫

生、公共卫生和加快发展县倾斜，促进卫生计生资源在城乡、区域和系统内各领域的合

理配置，增强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整体性和均衡性，不断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医疗

健康需求。

坚持分类指导、分级管理原则，省级卫生计生部门要指导各设区市科学编制和实施

区域卫生规划。设区市政府负责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并组织实施，

要重点规划市办以下医院和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将床位配置标准细化到各县（市、区）。

县级政府应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原则，按照所在设区市的区域卫生规划和医

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要求，负责编制并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

（二）规范规划编制流程。

区域卫生规划应在当地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进行，各有关部门加强配合、形成合力。

各设区市区域卫生规划起草和论证完成后，须经省级卫生计生部门会同省级有关部门

审核同意并经市本级人民政府审批。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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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３３ 号）要求，县级政府负责编制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县域医疗卫生服

务体系规划经市级卫生计生部门论证后，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审批，正式下达后 １ 个月

内报省级、市级卫生计生部门备案。

严格规划实施，及时发布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和规划布局调整等信息。各地在研究

编制区域卫生规划和县域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时，要严格遵循规划编制工作规程，充

分征求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医院布局要与各地城市总体规划、县（市）域总体

规划等相衔接，确保医疗服务的空间均衡性，社区卫生服务站等医疗设施的配置要结合

控制性规划单元的划分进行合理布局，防止规划之间互相矛盾。

（三）加强部门协作。

卫生计生部门要制订区域卫生规划和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并适时进行动态调

整；机构编制部门要依据有关规定，创新编制管理方式；发展改革部门要把区域卫生规

划和医疗卫生机构设置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安排，依据规划对新建

和改扩建项目进行基本建设管理；财政部门要按照政府卫生投入政策落实相关经费，建

立完善长效投入保障机制，推动基层补偿机制改革，加强财政资金的绩效评估；人力社

保部门要加快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完善医保智能监管平台建设，发挥医保在管控医疗费

用、监督医疗行为等方面的作用，提高医保基金使用绩效；城乡规划、国土资源部门要依

法落实和保障医疗卫生设施用地；物价部门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民

政、残联等系统所属为特定对象服务的专科医院应加强与卫生计生部门协同合作；其他

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协同配合。

（四）创新规划执行机制。

省级卫生计生部门要研究建立严格的医疗卫生机构设置和床位审批制度，规范各

类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床位、核定床位审批流程和工作机制。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涉及床

位扩张的，实行分级分类审批。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纳入规划作为项目立项建设的重

要依据，对严重超出核定床位数标准，未经批准开展项目建设、擅自扩大建设规模和提

高建设标准的公立医院，要进行通报批评、责令改正，暂停大型医用设备配置许可、等级

评审等审批和财政资金安排。

（五）加强规划实施的监督评估。

建立规划监督评价机制。各级政府要组织开展区域卫生规划实施进度、实施效果

的监督评价，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研究解决对策。省级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各级区域

卫生规划实施的指导和督促，推动规划的落实，切实提升全省医疗卫生资源的配置效率

和服务的能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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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６〕５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执行。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要点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

〔２０１６〕８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１６ 年政务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国办发

〔２０１６〕１９ 号）精神，２０１６ 年浙江省政务公开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八八战略”为总纲，落实省委全面

深化“法治浙江”建设的决策部署，细化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完善政务公开工作制度体

系，加大公开力度，加强政策解读回应，以公开促落实，以公开促规范，以公开促服务。

一、围绕深化改革推进公开

（一）进一步深化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公开。在全面公开省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

清单和责任清单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市县两级政府工作部门全面公开权力清单和责任

清单，并通过浙江政务服务网和省政府门户网站集中展示，及时动态更新，方便公众获

取和监督。做好政府部门取消、下放、保留行政审批、职业资格等事项的公开工作，重点

公开地方实施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以及清理规范后保留的行政审批受理条件的中介

服务事项清单。（省编办、省审改办、省法制办、省人力社保厅分别牵头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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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行政执法公开透明。围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依法公开随机抽查事项清

单，明确抽查依据、主体、内容、方式等，及时公布抽查结果和查处情况，实行“阳光执

法”。重点推进保障性住房、产品质量、旅游市场、知识产权、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监管执

法信息公开，公开监管执法的依据、内容、标准、程序和结果。（省级有关部门负责落

实）加快推进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建设，依托统一的社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对企

业作出的行政许可准予、变更、延续、撤销，以及行政处罚、抽查检查和企业严重违法失

信等信息通过该系统进行归集并公示。（省工商局牵头落实）深化浙江政务服务网“信

用信息”专栏建设，做好各级政府网站与“信用浙江”网站的连接工作，推动信用信息互

联共享。（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落实）

（三）推进政务服务公开。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深化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在线

运行工作，完善全流程电子监察。（省政府办公厅牵头落实）推进公用企事业单位办事公

开，省级政府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年内要制定完善具体办法，组织编制公共服务事项目录，

公开服务指南，方便企业和群众办事。（省级有关部门负责落实）推进面向转移落户人员

的服务公开，及时公开户口迁移政策，明确户口迁移程序和具体要求；公开居住证申领条

件及程序、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等信息。（省公安厅负责落实）

二、围绕经济发展推进公开

（一）进一步推进经济社会政策公开透明。以稳定市场预期为目标，加大稳增长、

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方面的政策公开力度，及时公布支持“双创”、培育发

展新动能、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深挖内需潜力、优化产业结构、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的政

策措施，扩大传播范围，提高知晓度。对公开的重大政策，要分专题进行梳理、汇总，通

过在政府网站开设专栏、设立微博微信专题、出版政策及解读汇编等方式集中发布，增

强政策公开的系统性、针对性、可读性。（各地、各部门负责落实）

（二）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公开。按照国家和省的总体部署，做好市场准入负面

清单试点情况的公开工作，公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内容，明确政府发挥作用的职责

边界，落实市场主体自主权。试点过程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调整事项、依据和结果

应及时向社会公开，方便公众查阅。负面清单调整时，要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

府决定相结合的决策机制。（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牵头落实）

（三）推进政府投资的重大建设项目信息公开。围绕铁路、高速公路、水利、市政等

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建设、易地扶贫搬迁等工程，做好审批、核准、备案、

实施等信息的公开，加大在线监测、项目稽察、执法检查等执法信息的公开力度，以公开

促进公共产品供给质量提升。做好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信息公开的试点工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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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研究起草相关指导意见，明确公开的范围、程序、标准等。（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

相关部门落实）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项目的信息公开，公开政府与社会资本

参与方式、项目合同和回报机制、项目实施情况等内容，激发社会资本的参与热情。

（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分别牵头落实）

（四）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公开。研究起草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信息公

开的意见。推动各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透明运行，依法公开交易公告、资格审查信息、

成交信息、履约信息以及有关变更信息等，实现公共资源配置全流程公开和信息资源共

享。建设省级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推动公共资源交易信息在全省范围内互联互通。

（省发展改革委牵头落实）

（五）推进减税降费信息公开。加大对支持小微企业、促进就业创业、兼并重组等

方面的税收优惠和减免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力度，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主动推送功能，提高

政策知晓度和传播率。（省财政厅、省地税局、省国税局牵头落实）实行收费目录清单

管理，公布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实施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经营服务性收费

目录清单，明确项目名称、设立依据、标准等，公开对清单之外乱收费、乱摊派等行为的

查处结果。具体执收单位要在收费场所公示收费文件依据、主体、项目、范围、标准、对

象等，主动接受社会监督。（省物价局、省财政厅按职责分工分别牵头落实）

（六）推进国有企业运营监管信息公开。依法依规公开国有资本整体运营情况、企

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及经营业绩考核有关情况、国有资产监管制度和监督检查情况等。

全面落实《省属企业重大信息公开暂行办法》，推动国有企业改制重组、产权交易、增资

扩股等方面的信息公开和结果公示。及时公开省属企业改革重组、公司治理及管理架

构、财务状况、重要人事变动、企业负责人薪酬等信息。（省国资委、省财政厅按职责分

工分别牵头落实）

三、围绕民生改善推进公开

（一）推进扶贫工作信息公开。围绕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加大扶贫政策、扶贫成

效、贫困退出、扶贫资金、项目安排等信息公开力度。各地要公开年度减贫责任书、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脱贫计划、精准扶贫专项行动和专项工程信息及落实情况。贫困地区要建

立扶贫公告公示制度，确保扶贫对象看得到、看得懂、能监督。指导督促相关社会组织全

面及时公开扶贫捐赠信息，提高社会扶贫公信力和美誉度。（省扶贫办牵头落实）

（二）推进社会救助信息公开。细化公开内容，进一步增强城乡低保、特困人员供

养、医疗救助、临时救助等信息公开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高公开率。低保和特困人员

供养方面，重点公开城乡低保对象人数、特困供养人员人数、低保标准、补助水平、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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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等情况；医疗救助和临时救助方面，重点公开救助对象的人次数、资金支出等情况。

做好减灾救灾信息公开，及时公开灾情、救灾工作进展、救灾资金物资调拨使用等情况。

（省民政厅牵头落实）

（三）推进就业创业信息公开。加大促进就业创业政策、措施的公开力度，推动公

开相关补贴申领条件、申领程序等信息，并做好集中展示。加强面向农村劳动力、就业

困难人员、高校毕业生等就业专项活动的公开工作。及时公开就业供求信息，进一步做

好国有企事业单位人员招录信息和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的发布工作，扩大就业信息

服务的受众面。（省人力社保厅牵头落实）

（四）推进棚户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和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做好棚户区改造政

策及相关任务完成情况信息公开工作，主动发布和准确解读政策措施，积极引导棚户区

居民参与改造，为棚改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强化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对象认定过

程、补助资金分配、改造结果公开，提高工作的精准化水平。深入推进保障性住房分配

和退出信息公开，定期公开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省建设厅牵头落实）

（五）推进环境保护信息公开。加大全省重点区域及主要城市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信息

公开力度，细化公开空气质量预报、城市空气质量指数范围、空气质量级别及首要污染物、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和建议措施等内容。推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信息公开，自

２０１６年起各设区市政府每季度应向社会公开饮用水水源、供水厂出水、用户水龙头水质等饮

水安全状况。推进重点排污单位依法向社会公开其产生的主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排放

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污染防治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督导检查建设单位公开

环评信息。（省环保厅牵头，会同省建设厅、省水利厅、省卫生计生委落实）

（六）推进教育、卫生和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公开。做好教育督导报告、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督导评估反馈意见、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进

展和实施成效等公开工作。推进义务教育划片工作程序、内容、结果，随迁子女入学办

法、入学流程、证件要求和办理方式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推动高校财务信息公开。

（省教育厅牵头落实）推动医疗机构院务公开，健全公开目录。做好食品安全标准公开

工作，继续加强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和解读。加强法定传染病疫情及防控信息的公

开。（省卫生计生委牵头落实）做好食品药品监管信息、抽检抽验、违法广告等信息的

公开工作，及时发布处罚信息、消费警示信息和产生重大影响的典型案件信息，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省食品药品监管局、省工商局牵头落实）

四、围绕政府建设推进公开

（一）积极推进决策公开。探索建立利益相关方、公众、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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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制度。各级行政机关特别是市县两级政府要积极实行重大决策预公开，扩大公众

参与，对社会关注度高的决策事项，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在决策前应向社会公开相关

信息，并及时反馈意见采纳情况。推行医疗卫生、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重大

民生决策事项民意调查制度。（各地、各部门负责落实）

（二）推进政策执行和落实情况公开。围绕省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提出的

重要事项，特别是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改革任务、民生举措，细化公开执行措施、实施步

骤、责任分工、监督方式等，实事求是公布进展和完成情况。进一步加大对督查发现问

题及整改落实、奖惩情况的公开力度。（各地、各部门负责落实）加大审计结果公告及

整改情况的公开，督促被审计单位主动公开审计整改落实情况，以公开推动审计发现问

题的整改，促进重大政策措施有效落实。（省审计厅牵头落实）

（三）深入推进预决算公开。在做好各级政府预决算公开工作的同时，重点推进省市县

三级使用财政资金的部门和单位预决算公开，公开内容应包括本单位职责、机构设置、一般

公共预算收支、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机关运行经费等情况。除涉密信息外，部门预决算支

出应当公开到功能分类项级科目，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细化公开到经济分类款级科目。

县、乡级部门和单位要重点公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涉农补贴等民

生支出情况，包括项目名称、预算规模、补助标准、发放程序、资金分配结果等。推进全省财

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建设，做好全过程信息公开发布工作。（省财政厅牵头落实）

五、围绕扩大政务参与加强解读回应

（一）主动做好政策解读。出台重要政策，牵头起草部门应将文件和解读文本一并

报批，相关政策解读文本应于文件公开后 ３ 个工作日内在政府网站等媒体发布。对涉

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法规政策和重大措施，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应通过参加新

闻发布会、接受访谈等方式带头宣讲政策，解疑释惑，传递权威信息。各设区市政府主

要负责人和省级政府部门主要负责人年内以各种方式解读重要政策不少于 １ 次。加强

专家库建设，为专家学者了解政策信息提供便利，更好地发挥专家解读政策的作用。要

针对不同社会群体，采取不同传播策略，注重运用各级各类新闻媒体，特别要重视发挥

主流媒体及其新媒体“定向定调”作用，及时全面准确解读政策，增进社会认同。

（二）积极回应社会关切。各地、各部门要组织做好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的政务舆情

监测工作，扩大舆情收集范围，及时了解各方关切，有针对性地做好回应工作。对涉及本

地区本部门的重要政务舆情、媒体关切等热点问题，要认真研判处置，及时借助媒体、网

站等渠道发布准确权威信息，讲清事实真相、有关政策措施、处置结果等。遇有重大突发

事件时，负责处置的地方和部门是信息发布的第一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要当好“第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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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发言人”，快速反应、及时发声。针对涉及突发事件的各种虚假不实信息，要迅速澄清

事实，消除不良影响。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发生后，应在 ２４小时内举行新闻发布会。

（三）更好发挥媒体作用。各地、各部门要善于运用媒体发布信息、解读政策，引导舆

论、推动工作。对重要会议活动、重大决策部署、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重要动态等方面信息，

要统筹运用媒体做好发布工作。重要信息、重大政策发布后，要注重运用主流媒体及新媒体

在重要版面、重要位置、重要时段及时报道解读。出台重大决策部署，要通过主动向媒体提

供素材，召开媒体通气会，推荐掌握相关政策、熟悉相关领域业务的专家学者接受访谈等方

式，做好发布解读工作。畅通媒体采访渠道，创造条件安排主流媒体及新媒体负责人列席有

关重要决策会议。注重加强政策解读的传播，扩大政策信息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六、围绕增强公开实效加强能力建设

（一）提高政务公开工作制度化标准化水平。各地、各部门要开展政务公开负面清

单工作。推进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建设，进一步明确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公开的

主体、内容、时限、方式等，提升主动公开的规范化水平。积极做好政策性文件清理结果

公开工作。加强对规范性文件公开的审查，定期对不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评审，确保应

公开尽公开。严格执行保密审查制度，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要依法依规做好保密审查。

（二）提高政务公开工作信息化集中化水平。制定出台全省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充

分发挥政府门户网站信息公开第一平台作用，增强发布信息、解读政策、回应关切、引导

舆论的功能。加强政府网站数据库建设，着力完善搜索查询功能，提升公开信息的集中

度，方便公众获取。强化与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的联动，增强信息传播效果。办好政府

公报，着力提升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发布质量和时效，并做好网上发布工作，发挥好标准

文本的指导和服务作用。

（三）提高政务公开队伍专业化理论化水平。各级政府要围绕 ３ 年内对全省政务

公开工作人员轮训一遍的要求，制定业务培训计划，精心安排培训科目和内容，分级分

层组织实施。政务公开工作人员要加强政策理论学习和业务研究，准确把握政策精神，

增强专业素养，强化公开理念，提高指导、推动政务公开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主要负责人年内至少听取一次政务公开工作汇报，研究

部署推进工作；要确定一位负责人分管政务公开工作，并对外公布。政务公开工作尚未

纳入各级政府目标责任制考核体系的，年内应予纳入，所占分值权重不应低于 ４％。有

牵头任务的部门还要加强对本系统的工作指导。各地、各部门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或工作措施，并在本要点公布后 ３０ 个工作日内在本地、本部门政府网站公开。

省政府办公厅将对各设区市政府、省级部门落实政务公开工作情况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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