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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意见

国发 〔２０１０〕２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农业机械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物质基

础，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

前，我国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

关键时期，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

展，对于提高农业装备水平、改善农业生产条

件、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拉动农村消费需

求等具有重要意义。为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

工业又好又快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面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

促进法》，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机械化道路，

着力推进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着

力促进农机、农艺、农业经营方式协调发展，

着力加强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着力提高

农机工业创新能力和制造水平，进一步加大政

策支持力度，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

又快发展。

（二）基本原则。

———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不同区域

的自然禀赋、耕作制度和经济条件，采取相应

的技术路线和政策措施，推进不同地区农业机

械化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现农业机

械化。

———重点突破，全面发展。以促进农机农

艺结合、实现重大装备技术突破等为重点，加

快实现粮食主产区、大宗农作物、关键生产环

节机械化，加大协同攻关和工作力度，带动农

业机械化全面协调发展。

———鼓励创新，完善机制。创新农机服务

形式，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机制，提高农机利

用效率和效益。加快农机工业现代企业制度建

设，以企业为核心，搭建科技创新平台，提高

研发能力和制造水平。

———市场引导，政府扶持。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引导社会资本、技术和人才等要素投

入，继续加大对农机购置、使用和农机工业的

财税、金融等扶持力度，调动企业研发生产和

农民购机用机积极性。

（三）发展目标。到 ２０１５年，农机总动
力达到１０亿千瓦，其中灌排机械动力达到１
亿千瓦，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

到５５％以上。粮棉油糖等大宗农作物机械化
水平明显提高，养殖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

工机械化协调推进。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不断

完善，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建成协调有效的

农机工业自主创新平台，形成若干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产品和技术，部分产品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

到２０２０年，农机总动力稳定在１２亿千瓦
左右，其中灌排机械动力达到 １．１亿千瓦，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６５％。
其中，小麦耕种收机械化水平达到９０％以上，
水稻种植、收获环节机械化水平分别达到

６０％和８５％，玉米机收水平达到 ５０％左右，
油菜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１５％和２０％以
上，基本解决甘蔗种植、收获机械化关键技术

问题。农机工业技术创新体系得到完善，重点

领域的关键技术取得突破，形成若干具有国际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基本建

成现代化农机流通体系和完善的农机售后服务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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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主要任务

（四）加快重点地区农业机械化进程。在

东北地区、新疆棉区及华南蔗区重点发展大马

力、高性能农机，提高大型农机配套比和使用

效率，率先实现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大幅提

高棉花机收水平；突破甘蔗收获机械化瓶颈制

约，提升甘蔗耕种收机械化水平。在黄淮海地

区巩固小麦生产全程机械化发展成果，进一步

优化改善装备结构，提高作业效益；着力提升

玉米机收水平，逐步实现玉米生产全程机械

化；加大花生收获机械化示范和推广力度，扩

大花生机收面积。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重点普及

水稻育插秧机械化技术，加快推进水稻生产全

程机械化；积极发展油菜种植和收获机械化，

加大直播机械和联合收获机械推广力度，推动

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在南方丘陵山区推广轻

便、耐用、低耗中小型耕种收和植保机械，推

进丘陵山区主要粮油作物和特色农产品生产机

械化；加大灌排设备更新改造力度，加快节水

灌溉和小型抗旱设备推广，提高灌排设备装备

水平。在其他地区加快提升水稻、玉米、马铃

薯、油菜等主要农作物关键环节机械化水平，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经济作物、畜禽水产养殖等

机械化。

（五）促进农机农艺协调发展。建立农机

和农艺科研单位协作攻关机制，制定科学合

理、相互适应的机械作业规范和农艺标准，将

机械适应性作为科研育种、栽培模式推广的重

要指标，有针对性地推广一批适合机械化作业

的品种和种植模式。统筹规划，整合现有农机

院所的科研力量，针对重点农作物建立农业机

械化实验室，加强农业机械化生产技术研发工

作。加强农机与水、肥、种、药等因素协调作

用的机理研究，完善农业机械化、种子、土

肥、植保等推广服务机构紧密配合的工作机

制，组织引导农民统一农作物品种、播期、行

距、行向、施肥和植保，为机械化作业创造条

件。

（六）推进农机服务组织建设和社会化服

务。创新农业机械化服务组织形式，大力发展

农机专业合作社，培育发展一批设施完备、功

能齐全、特色鲜明的示范农机合作社，带动大

型、复式、高性能农机和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

应用。加强抗旱排涝服务队伍建设。鼓励发展

农机专业大户和联户合作，探索发展农机作业

公司，促进农机服务主体多元化。培育农机作

业、维修、中介、租赁等市场，扶持引导农机

大户及各类农机服务组织购置先进适用的农

机。继续抓好农机跨区作业，加强组织引导，

推动农机跨区作业由小麦向水稻、玉米等大宗

农作物延伸，由机收向机耕、机插、机播等环

节拓展。加强机耕道路建设，改善农机作业、

通行条件。保障重要农时农机作业、排灌及抗

旱用油。

（七）加强农业机械化实用人才培养。充

分利用高等院校、农业机械化 （农业）技术

学校，培养农业机械化专业人才。结合阳光工

程等各类农民培训项目，大力培养农机作业和

维修能手。开展农机使用等技能培训和科普宣

传，提高农民对先进生产工具及技术的接受能

力和操作水平。定期对农机推广、监理和试验

鉴定人员进行培训，提升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

水平。

（八）加强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建立健

全运行高效、服务到位、支撑有力、充满活力

的农业机械化推广体系，创新推广机制，提高

推广能力。加快普及主要农作物重点环节和关

键农业机械化技术，促进先进适用、技术成

熟、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服务到位的农机装

备广泛应用。加快灌排设备更新改造进度，实

现安全、高效、节能运行，及时满足农田灌排

需要。大力推广保护性耕作、节水灌溉、土地

深松、精量播种、化肥深施、高效植保和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等增产增效、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型农业机械化技术。不断探索农业机械化

发展模式，提出农机研发和改进需求，提高农

业机械化技术集成和装备配套水平，满足农业

生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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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强化农机安全使用监督管理。健全

农机作业质量、维修质量标准体系，规范农机

作业、维修服务，提高农机应用和保障水平。

组织开展在用农机质量调查，强化对财政补贴

农机的质量监督和跟踪调查。加强农机试验鉴

定和质量认证工作。加强农机市场监管，完善

农机质量投诉网络，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

机产品等坑农害农行为，营造竞争有序、充满

活力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农民利益。建立农

机报废更新制度，抓紧研究以旧换新办法，加

快淘汰老旧及高耗能农机，促进安全、节能、

环保型农机的推广应用。建立健全农机安全使

用法规和制度，开展农机使用安全教育，加强

基层农机安全监理队伍建设，提高装备水平和

监管能力，预防和减少农机事故发生。

三、促进农机工业发展的主要任务

（十）推进农机工业行业改革。坚持市场

化改革的导向，鼓励和引导农机制造企业优化

产权结构，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

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农机制造企业的市场

主体地位。抓紧研究制定农机工业产业政策，

建立农机行业准入制度和市场退出机制，整顿

行业秩序，优化产业结构，逐步淘汰落后产

能，杜绝低水平重复制造。鼓励农机制造企业

战略重组，加快集团化、集约化进程，形成若

干个具有先进制造水平和较强竞争力的大型企

业集团和产业集群。完善产业组织结构，形成

以大型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相配套的产业体

系和产业集群，提升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分工

协作水平。鼓励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科技型发

展道路，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建立健全农机科

研联合协作机制，改革农机科研立项和业绩评

价机制，打破区域和学科界限，将解决农业机

械化实际需求作为科研首要目标和科技成果评

价标准，提高农机科研整体水平。

（十一）着力解决农机产品结构性矛盾。

优化农机产品结构，改变目前高端产品不足、

低端产品过剩，大马力拖拉机进口依存度高、

小型农机质量差的局面。要从家庭承包经营、

户均土地规模小的国情出发，在开发大型农机

的同时，积极发展适合家庭经营需要的中小

型、轻简化农机，形成适应我国不同地区经济

水平、高中低端产品共同发展的格局。鼓励农

机主机生产企业由单机制造为主向成套装备集

成为主转变，积极开发生产高效节能环保、多

功能、智能化、经济型农机，重点突破水稻插

秧、玉米收获、油菜种植和收获机械，以及节

水灌溉设备等瓶颈，优先发展１００马力以上大
型拖拉机、５０－７０马力节能环保型水田拖拉
机、高地隙拖拉机、多功能谷物联合收割机、

玉米收获机、甘蔗收获机、棉花收获机、大中

型动力机械配套机具、高效植保机械、高效节

能机泵设备、节水灌溉设备、小型抗旱排涝机

械、适合丘陵山区使用的小型机械等。加快农

业清淤设备研究开发。

（十二）增强农机工业科技创新能力。坚

持自主开发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

合的发展道路，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

向、产学研相结合的农机工业技术创新体系。

围绕大马力拖拉机、多功能收割机、高效节能

大中型水泵、喷灌机等重大产品开发，加快产

业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围绕发动机、传动、

电控、液压等核心部件研发，增强农机工业自

主创新和核心竞争力；围绕科研手段和条件改

善，提升农机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试验试制

能力；围绕科研机制创新，支持重点企业技术

进步，带动行业发展。依托农机制造企业和科

研院所，抓紧建设拖拉机、多功能收割机等重

点农机产品开发企业技术中心，以及公益性的

农机重大、关键、共性技术实验室和工程中

心，凝聚优秀研发人才，加快急需的关键性农

机和重大共性技术研发，集中力量攻克困扰产

业发展的工艺材料、基础部件、关键作业装置

等技术瓶颈，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

心技术成果。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开发要充分考

虑农作物品种、耕作制度和经营体系的需要，

提高农机的适用性。支持高等院校加强农机工

程学科建设，强化农机工程基础教育。完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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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培训体系，利用中等职业学校，加强农机制

造等专业实用人才培养。

（十三）提升农机工业制造水平和产品质

量。加大农机制造企业技术改造力度，改善企

业研发和生产条件，应用精密成型、智能数控

等先进加工装备和柔性制造、敏捷制造等先进

制造技术，提高农机制造工艺及装备水平。完

善农机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加快制 （修）订

农机产品技术标准，实现动力机械与配套农

具、主机与配件的标准化、系列化和通用化开

发生产。加快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

料应用，提高关键零部件加工精度，提升农机

产品质量，逐步淘汰消耗高、污染重、技术落

后的工艺和产品。强化企业质量和社会责任意

识，进一步完善企业质量保证体系，加强外购

零部件的检测和可靠性分析，规范新产品和新

技术鉴定验收工作。建立农机制造企业质量监

督检查制度，组织开展产品质量抽检。加强生

产技术工人培训，提高工人使用现代化机械加

工设备的能力，不断提升企业制造水平和产品

质量。

（十四）构建现代农机流通体系。建立健

全农机制造企业品牌营销网络、专业农机流通

企业销售网络相结合的新型农机市场体系。实

施农机流通服务品牌工程，优化市场布局，发

展连锁经营，培育一批辐射面广、服务质量好

的大型农机流通企业、品牌农机店和区域性农

机市场，健全农机零配件供应网络，提高农机

产品流通效率，方便农民购机。建立农机产品

售后服务体系和信息服务平台，依托重点生产

企业、专业流通企业建立售后服务中心，提高

服务能力。完善农机产品 “三包”制度，健

全和规范农机修理市场，明确产品售后维修责

任，规范服务程序，提高维修能力和服务质

量。

（十五）扩大农机工业国际合作。鼓励大

型农机制造企业与国外合作开发和建立技术研

究中心，提升核心技术、关键部件的研究开发

能力。通过与国外企业合资、合作生产等方

式，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逐步降低高端产

品进口依赖程度。吸引海外科技人才加入我国

农机行业，加快动力机械、配套机具研发制造

人才的引进，增加技术储备，培养一批具有创

新能力的人才和团队，提高农机产品开发、制

造和管理水平。实施农机装备 “走出去”战

略，大力开拓国际市场，鼓励企业参与对外援

助和国际合作项目，扩大优势农机产品出口，

引导有条件的农机制造企业到国外投资办厂。

四、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十六）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继续实施农

机购置补贴政策，合理确定补贴资金规模，并

向粮食主产区、非主产区产粮大县，以及农民

专业合作社等倾斜。适当支持适宜地区购置国

内尚不能批量制造的大马力拖拉机、大型喷灌

机等农机。逐步加大农业机械化重大技术推广

支持力度。在适宜地区实施保护性耕作、节水

灌溉、深松整地、秸秆还田、高效植保等农机

作业补贴试点。积极开展农机保险业务，有条

件的地方可对参保农机给予保费补贴。中央财

政要加大投入力度，支持农机工业技术创新能

力建设、科技成果产业化以及技术和智力引

进。国家技术改造投资要对农机工业技术改造

给予倾斜和重点扶持，地方政府也要按照一定

比例落实配套资金。

（十七）完善农机购置补贴制度。按照科

学、公开、公平、高效的原则，完善农机购置

补贴管理办法，合理确定补贴产品种类，及时

公布年度实施方案和补贴资金等，提高政策实

施的透明度和公平性。简化农机购置补贴审批

程序，改进审批方式，缩短审批时间。完善经

销商管理制度，在由企业推荐经销商的基础

上，严格经销商资格审查，将售后服务能力作

为选择经销商的重要标准。严禁农机化事业单

位通过成立公司等手段经销补贴产品。进一步

扩大省级自选补贴产品的品种范围，满足不同

区域和不同层次购机需求。缩短补贴资金结算

时限，增加结算频次，加快企业资金回笼速

度。加强监管，安排专门机构受理农民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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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查处倒卖补贴指标和补贴产品、套取补贴

资金、借补贴之机乱涨价和乱收费等违规行

为。保障农民选择权和议价权，允许农民对实

行统一定额补贴的同一种类、同一档次产品在

本省范围内跨县自主购机，允许农民在签订购

机协议后调换机型。

（十八）加强和改进金融服务。进一步加

大对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的信贷扶持力度，创

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扩大购机信贷规模，

积极满足合理信贷资金需求，做好融资支持和

配套金融服务。在保障信贷资金安全的前提

下，积极推动农机抵押贷款业务，合理审慎确

定抵押率，采取灵活的贷款期限与还款方式，

为农民和农机服务组织多元化融资提供便利。

对符合产业政策和信贷原则的农机制造企业技

术改造、新产品开发和农机流通设施建设，给

予信贷支持。中小农机制造企业可享受国家扶

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创新型企业试点

向农机制造企业倾斜，加大支持力度。

（十九）切实落实税费优惠政策。继续免

征农机机耕和排灌服务营业税、农机作业和维

修服务项目的企业所得税。继续对跨区作业的

联合收割机、运输联合收割机 （包括插秧机）

的车辆免收车辆通行费。进一步落实关于企业

研发投入税前扣除政策。对生产国家支持发展

的新型、大马力农机装备和产品，确有必要进

口的关键零部件及原材料，免征关税和进口环

节增值税。属于国家重点扶持高新技术企业中

的农机制造企业，按照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

减按１５％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按照现行
规定对批发和零售的农机实行免征增值税政

策。

（二十）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将基层农业

机械化推广体系、机耕道路、排灌及抗旱设施

等建设内容纳入相应规划，与规划内的项目同

步实施。抓紧实施保护性耕作工程建设规划，

落实年度建设投资。实施农业机械化推进工

程，加大对农机安全监理、农机推广鉴定等公

益性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农业机械化公

共服务能力。在规划、用地等方面积极支持农

机合作社建设农机停放场 （库、棚），改善农

机保养条件。将农机科研开发基础设施建设纳

入国家工程 （技术）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等项目建设范围，

加大投资支持力度，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示范项

目安排中，对农机科研新技术和新产品予以倾

斜。将农机流通纳入农村市场体系建设规划，

加强现代农机流通体系建设，支持农机销售市

场、配送中心电子统一结算、信息采集发布系

统和区域性售后维修服务中心等农机流通基础

设施建设。

五、加强组织领导

（二十一）明确部门分工。有关部门要高

度重视促进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工作，

按照职责分工，密切配合，加强指导。农业机

械化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规划指导、监督管

理、协调服务职能，做好技术推广、生产组

织、安全监理等工作，抓紧修订农业机械化统

计指标体系，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有关法律法规

的修订意见、农机推广目录和补贴产品种类。

农机工业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农机工业行业管

理职能，加快制定农机工业发展规划、产业政

策和行业准入办法，抓好产品质量管理。水利

部门要做好灌排设备更新改造规划，推广普及

节水灌溉设备，协助农机工业主管部门做好大

型灌排设备研发工作。发展改革部门要落实扶

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

资。财政部门要落实扶持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

业发展的资金，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实施的

监管。商务部门要加强对农机流通行业的指

导，加快农机流通体系建设。科技部门要加大

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工业科研开发支持力度。

银行业和保险业监管部门要督促银行业金融机

构和保险公司积极开展农机信贷、保险业务。

其他部门也要根据职责积极支持农业机械化和

农机工业发展。有关行业协会要当好政府与企

业、农户的桥梁，充分发挥协调、服务、维

权、自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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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落实地方政府责任。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把发展农业

机械化和农机工业提上重要议事日程。深入学

习宣传和贯彻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

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依法促进农业机械

化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建立工作责任制，结合

本地情况，制定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加

强组织协调和相关机构队伍建设，充实力量，

改善工作条件，保障工作经费，切实解决农机

科研、生产、流通、推广应用、社会化服务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扎实推进本地区农业机

械化和农机工业又好又快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一○年七月五日

主题词：农业　工业　机械　意见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０〕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近年来，全国生产安全事故逐年下降，安

全生产状况总体稳定、趋于好转，但形势依然

十分严峻，事故总量仍然很大，非法违法生产

现象严重，重特大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暴露出一些企业

重生产轻安全、安全管理薄弱、主体责任不落

实，一些地方和部门安全监管不到位等突出问

题。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提高企

业安全生产水平，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１．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切

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

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安全

生产有可靠保障的基础上；坚持 “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全面加强企

业安全管理，健全规章制度，完善安全标准，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坚持

依法依规生产经营，切实加强安全监管，强化

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促进

我国安全生产形势实现根本好转。

２．主要任务。以煤矿、非煤矿山、交通
运输、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冶金等行业 （领域）为重点，

全面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要通过更加严格

的目标考核和责任追究，采取更加有效的管理

手段和政策措施，集中整治非法违法生产行

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尽快建成完

善的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体系，在高危行业

强制推行一批安全适用的技术装备和防护设

施，最大程度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要建立更

加完善的技术标准体系，促进企业安全生产技

术装备全面达到国家和行业标准，实现我国安

全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要进一步调整产业结

构，积极推进重点行业的企业重组和矿产资源

开发整合，彻底淘汰安全性能低下、危及安全

生产的落后产能；以更加有力的政策引导，形

成安全生产长效机制。

二、严格企业安全管理

３．进一步规范企业生产经营行为。企业
要健全完善严格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坚持不

安全不生产。加强对生产现场监督检查，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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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违章指挥、违规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的

“三违”行为。凡超能力、超强度、超定员组

织生产的，要责令停产停工整顿，并对企业和

企业主要负责人依法给予规定上限的经济处

罚。对以整合、技改名义违规组织生产，以及

规定期限内未实施改造或故意拖延工期的矿

井，由地方政府依法予以关闭。要加强对境外

中资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和管理，严格落

实境内投资主体和派出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责

任。

４．及时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企业要经常
性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并切实做到整改措施、

责任、资金、时限和预案 “五到位”。建立以

安全生产专业人员为主导的隐患整改效果评价

制度，确保整改到位。对隐患整改不力造成事

故的，要依法追究企业和企业相关负责人的责

任。对停产整改逾期未完成的不得复产。

５．强化生产过程管理的领导责任。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成员要轮流现场带班。

煤矿、非煤矿山要有矿领导带班并与工人同时

下井、同时升井，对无企业负责人带班下井或

该带班而未带班的，对有关责任人按擅离职守

处理，同时给予规定上限的经济处罚。发生事

故而没有领导现场带班的，对企业给予规定上

限的经济处罚，并依法从重追究企业主要负责

人的责任。

６．强化职工安全培训。企业主要负责人
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特殊工种人员一律严格

考核，按国家有关规定持职业资格证书上岗；

职工必须全部经过培训合格后上岗。企业用工

要严格依照劳动合同法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

凡存在不经培训上岗、无证上岗的企业，依法

停产整顿。没有对井下作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

教育，或存在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的企业，

情节严重的要依法予以关闭。

７．全面开展安全达标。深入开展以岗位
达标、专业达标和企业达标为内容的安全生产

标准化建设，凡在规定时间内未实现达标的企

业要依法暂扣其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责令停产整顿；对整改逾期未达标的，地

方政府要依法予以关闭。

三、建设坚实的技术保障体系

８．加强企业生产技术管理。强化企业技
术管理机构的安全职能，按规定配备安全技术

人员，切实落实企业负责人安全生产技术管理

负责制，强化企业主要技术负责人技术决策和

指挥权。因安全生产技术问题不解决产生重大

隐患的，要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主要技术负责

人和有关人员给予处罚；发生事故的，依法追

究责任。

９．强制推行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煤矿、
非煤矿山要制定和实施生产技术装备标准，安

装监测监控系统、井下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

险系统、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

联络系统等技术装备，并于３年之内完成。逾
期未安装的，依法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生产

许可证。运输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

炸物品的道路专用车辆，旅游包车和三类以上

的班线客车要安装使用具有行驶记录功能的卫

星定位装置，于２年之内全部完成；鼓励有条
件的渔船安装防撞自动识别系统，在大型尾矿

库安装全过程在线监控系统，大型起重机械要

安装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积极推进信息化建

设，努力提高企业安全防护水平。

１０．加快安全生产技术研发。企业在年度
财务预算中必须确定必要的安全投入。国家鼓

励企业开展安全科技研发，加快安全生产关键

技术装备的换代升级。进一步落实 《国家中

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０６－２０２０
年）》等，加大对高危行业安全技术、装备、

工艺和产品研发的支持力度，引导高危行业提

高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水平，合理确定生产一

线用工。“十二五”期间要继续组织研发一批

提升我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保障能力的关

键技术和装备项目。

四、实施更加有力的监督管理

１１．进一步加大安全监管力度。强化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对安全生产的综合监管，全面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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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公安、交通、国土资源、建设、工商、质检

等部门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及工业主管部门的

安全生产指导职责，形成安全生产综合监管与

行业监管指导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加强协作，

形成合力。在各级政府统一领导下，严厉打击

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等影响安全生产的

行为，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和行业管理部门要会

同司法机关联合执法，以强有力措施查处、取

缔非法企业。对重大安全隐患治理实行逐级挂

牌督办、公告制度，重大隐患治理由省级安全

生产监管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挂牌督办，国家

相关部门加强督促检查。对拒不执行监管监察

指令的企业，要依法依规从重处罚。进一步加

强监管力量建设，提高监管人员专业素质和技

术装备水平，强化基层站点监管能力，加强对

企业安全生产的现场监管和技术指导。

１２．强化企业安全生产属地管理。安全生
产监管监察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

关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要按职责分工，对当地

企业包括中央、省属企业实行严格的安全生产

监督检查和管理，组织对企业安全生产状况进

行安全标准化分级考核评价，评价结果向社会

公开，并向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担保业

等主管部门通报，作为企业信用评级的重要参

考依据。

１３．加强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强化项目安
全设施核准审批，加强建设项目的日常安全监

管，严格落实审批、监管的责任。企业新建、

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要包括安全

监控设施和防瓦斯等有害气体、防尘、排水、

防火、防爆等设施，并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安全设施与

建设项目主体工程未做到同时设计的一律不予

审批，未做到同时施工的责令立即停止施工，

未同时投入使用的不得颁发安全生产许可证，

并视情节追究有关单位负责人的责任。严格落

实建设、设计、施工、监理、监管等各方安全

责任。对项目建设生产经营单位存在违法分

包、转包等行为的，立即依法停工停产整顿，

并追究项目业主、承包方等各方责任。

１４．加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要充分发
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的作用，依法维护

和落实企业职工对安全生产的参与权与监督

权，鼓励职工监督举报各类安全隐患，对举报

者予以奖励。有关部门和地方要进一步畅通安

全生产的社会监督渠道，设立举报箱，公布举

报电话，接受人民群众的公开监督。要发挥新

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对舆论反映的客观问题要

深查原因，切实整改。

五、建设更加高效的应急救援体系

１５．加快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基地建
设。按行业类型和区域分布，依托大型企业，

在中央预算内基建投资支持下，先期抓紧建设

７个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配备性能可靠、机
动性强的装备和设备，保障必要的运行维护费

用。推进公路交通、铁路运输、水上搜救、船

舶溢油、油气田、危险化学品等行业 （领域）

国家救援基地和队伍建设。鼓励和支持各地

区、各部门、各行业依托大型企业和专业救援

力量，加强服务周边的区域性应急救援能力建

设。

１６．建立完善企业安全生产预警机制。企
业要建立完善安全生产动态监控及预警预报体

系，每月进行一次安全生产风险分析。发现事

故征兆要立即发布预警信息，落实防范和应急

处置措施。对重大危险源和重大隐患要报当地

安全生产监管监察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的有关部门和行业管理部门备案。涉及国家

秘密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１７．完善企业应急预案。企业应急预案要
与当地政府应急预案保持衔接，并定期进行演

练。赋予企业生产现场带班人员、班组长和调

度人员在遇到险情时第一时间下达停产撤人命

令的直接决策权和指挥权。因撤离不及时导致

人身伤亡事故的，要从重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

责任。

六、严格行业安全准入

１８．加快完善安全生产技术标准。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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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有关部门

要根据行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要求，加快

制定修订生产、安全技术标准，制定和实施高

危行业从业人员资格标准。对实施许可证管理

制度的危险性作业要制定落实专项安全技术作

业规程和岗位安全操作规程。

１９．严格安全生产准入前置条件。把符合
安全生产标准作为高危行业企业准入的前置条

件，实行严格的安全标准核准制度。矿山建设

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

应当分别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安全条件论证

和安全评价，严把安全生产准入关。凡不符合

安全生产条件违规建设的，要立即停止建设，

情节严重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主管部门实施关

闭取缔。降低标准造成隐患的，要追究相关人

员和负责人的责任。

２０．发挥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的作用。
依托科研院所，结合事业单位改制，推动安全

生产评价、技术支持、安全培训、技术改造等

服务性机构的规范发展。制定完善安全生产专

业服务机构管理办法，保证专业服务机构从业

行为的专业性、独立性和客观性。专业服务机

构对相关评价、鉴定结论承担法律责任，对违

法违规、弄虚作假的，要依法依规从严追究相

关人员和机构的法律责任，并降低或取消相关

资质。

七、加强政策引导

２１．制定促进安全技术装备发展的产业政
策。要鼓励和引导企业研发、采用先进适用的

安全技术和产品，鼓励安全生产适用技术和新

装备、新工艺、新标准的推广应用。把安全检

测监控、安全避险、安全保护、个人防护、灾

害监控、特种安全设施及应急救援等安全生产

专用设备的研发制造，作为安全产业加以培

育，纳入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支持范

畴。大力发展安全装备融资租赁业务，促进高

危行业企业加快提升安全装备水平。

２２．加大安全专项投入。切实做好尾矿库
治理、扶持煤矿安全技改建设、瓦斯防治和小

煤矿整顿关闭等各类中央资金的安排使用，落

实地方和企业配套资金。加强对高危行业企业

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的监督检查，进

一步完善高危行业企业安全生产费用财务管理

制度，研究提高安全生产费用提取下限标准，

适当扩大适用范围。依法加强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制度建设，加快建立完善水上搜救

奖励与补偿机制。高危行业企业探索实行全员

安全风险抵押金制度。完善落实工伤保险制

度，积极稳妥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

２３．提高工伤事故死亡职工一次性赔偿标
准。从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依照 《工伤保险

条例》的规定，对因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职

工死亡，其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调整为按全

国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２０倍
计算，发放给工亡职工近亲属。同时，依法确

保工亡职工一次性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

金的发放。

２４．鼓励扩大专业技术和技能人才培养。
进一步落实完善校企合作办学、对口单招、订

单式培养等政策，鼓励高等院校、职业学校逐

年扩大采矿、机电、地质、通风、安全等相关

专业人才的招生培养规模，加快培养高危行业

专业人才和生产一线急需技能型人才。

八、更加注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２５．制定落实安全生产规划。各地区、各
有关部门要把安全生产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

体布局，在制定国家、地区发展规划时，要同

步明确安全生产目标和专项规划。企业要把安

全生产工作的各项要求落实在企业发展和日常

工作之中，在制定企业发展规划和年度生产经

营计划中要突出安全生产，确保安全投入和各

项安全措施到位。

２６．强制淘汰落后技术产品。不符合有关
安全标准、安全性能低下、职业危害严重、危

及安全生产的落后技术、工艺和装备要列入国

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予以强制性淘汰。

各省级人民政府也要制订本地区相应的目录和

措施，支持有效消除重大安全隐患的技术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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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搬迁项目，遏制安全水平低、保障能力差的

项目建设和延续。对存在落后技术装备、构成

重大安全隐患的企业，要予以公布，责令限期

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予以关闭。

２７．加快产业重组步伐。要充分发挥产业
政策导向和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大对相关高危

行业企业重组力度，进一步整合或淘汰浪费资

源、安全保障低的落后产能，提高安全基础保

障能力。

九、实行更加严格的考核和责任追究

２８．严格落实安全目标考核。对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和企业完成年度生产安全事故控制

指标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并建立激励约束机

制。加大重特大事故的考核权重，发生特别重

大生产安全事故的，要根据情节轻重，追究地

市级分管领导或主要领导的责任；后果特别严

重、影响特别恶劣的，要按规定追究省部级相

关领导的责任。加强安全生产基础工作考核，

加快推进安全生产长效机制建设，坚决遏制重

特大事故的发生。

２９．加大对事故企业负责人的责任追究力
度。企业发生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追究事

故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

究事故企业主要负责人或企业实际控制人的法

律责任。发生特别重大事故，除追究企业主要

负责人和实际控制人责任外，还要追究上级企

业主要负责人的责任；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

企业主要负责人、企业实际控制人和上级企业

负责人的法律责任。对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

全责任事故负有主要责任的企业，其主要负责

人终身不得担任本行业企业的矿长 （厂长、

经理）。对非法违法生产造成人员伤亡的，以

及瞒报事故、事故后逃逸等情节特别恶劣的，

要依法从重处罚。

３０．加大对事故企业的处罚力度。对于发
生重大、特别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或一年内

发生２次以上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并负主要
责任的企业，以及存在重大隐患整改不力的企

业，由省级及以上安全监管监察部门会同有关

行业主管部门向社会公告，并向投资、国土资

源、建设、银行、证券等主管部门通报，一年

内严格限制新增的项目核准、用地审批、证券

融资等，并作为银行贷款等的重要参考依据。

３１．对打击非法生产不力的地方实行严格
的责任追究。在所辖区域对群众举报、上级督

办、日常检查发现的非法生产企业 （单位）

没有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查处，致使非法生产企

业 （单位）存在的，对县 （市、区）、乡

（镇）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以及相关责任人，根

据情节轻重，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行政

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国家

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３２．建立事故查处督办制度。依法严格事
故查处，对事故查处实行地方各级安全生产委

员会层层挂牌督办，重大事故查处实行国务院

安全生产委员会挂牌督办。事故查处结案后，

要及时予以公告，接受社会监督。

各地区、各部门和各有关单位要做好对加

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实施，制订部署本

地区本行业贯彻落实本通知要求的具体措施，

加强监督检查和指导，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贯

彻实施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国务院安全生产委

员会办公室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督

查，及时掌握各地区、各部门和本行业 （领

域）工作进展情况，确保各项规定、措施执

行落实到位。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

要将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及时报送国务

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二○一○年七月十九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企业　安全　生产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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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地沟油整治和
餐厨废弃物管理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０〕３６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按照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正在深入开展食品安全整顿工作，并取得

阶段性成效。但食品安全领域仍存在一些突出

问题。一些地方出现用餐厨废弃物提炼的所谓

“地沟油”，经非法渠道回流到餐桌，带来严

重食品安全隐患，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为有效解决 “地沟油”回流餐

桌问题，切实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经国务院同意，现就加强 “地沟油”整

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开展 “地沟油”专项整治

（一）严厉打击非法生产销售 “地沟油”

行为。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 “地沟油”

整治作为食品安全整顿的重要内容，以城乡结

合部和城市近郊区为重点，仔细排查和清理非

法生产 “地沟油”的黑窝点，摸清 “地沟油”

原料来源和销售渠道，对发现的问题追查到

底，对黑窝点一律取缔，严厉打击有关违法犯

罪行为。要以集贸市场、批发市场等场所为重

点，严肃查处经营假冒伪劣和来源不明食用油

的行为。

（二）严防 “地沟油”流入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以城市 （镇）、矿区、旅游景区等餐饮

业集中地为重点地区，以食品生产小作坊、小

餐馆、餐饮摊点、火锅店和学校食堂、企事业

单位食堂、工地食堂等集体食堂为主要对象，

加强对食用油购货记录和票证检查，依法查处

从非法渠道购进食用油和使用 “地沟油”加

工食品的行为。对使用 “地沟油”的食品生

产经营单位依法责令停产停业整顿，直至吊销

许可证；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二、加强餐厨废弃物管理

（一）规范餐厨废弃物处置。各地要制定

和完善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要求餐厨废弃物

产生单位建立餐厨废弃物处置管理制度，将餐

厨废弃物分类放置，做到日产日清；以集体食

堂和大中型餐饮单位为重点，推行安装油水隔

离池、油水分离器等设施；严禁乱倒乱堆餐厨

废弃物，禁止将餐厨废弃物直接排入公共水域

或倒入公共厕所和生活垃圾收集设施；禁止将

餐厨废弃物交给未经相关部门许可或备案的餐

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单位或个人处理。不得用

未经无害化处理的餐厨废弃物喂养畜禽。

（二）加强餐厨废弃物收运管理。餐厨废

弃物收运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格并获得相关许

可或备案。餐厨废弃物应当实行密闭化运输，

运输设备和容器应当具有餐厨废弃物标识，整

洁完好，运输中不得泄漏、撒落。

（三）建立餐厨废弃物管理台账制度。餐

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单位要建立台账，

详细记录餐厨废弃物的种类、数量、去向、用

途等情况，定期向监管部门报告。各地要创造

条件建立餐厨废弃物产生、收运、处置通用的

信息平台，对餐厨废弃物管理各环节进行有效

监控。

（四）严肃查处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查处和收缴非法收运餐厨废弃物运输工具的力

度，严厉打击非法收运餐厨废弃物的行为；对

违法销售或处置餐厨废弃物的餐饮服务单位要

依法予以处罚；对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学校、

医院等内部集体食堂 （餐厅）不按照规定处

置餐厨废弃物的，除进行处罚外，还要追究食

堂 （餐厅）所属单位负责人的责任。

三、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

处理

要通过开展试点，探索适宜的餐厨废弃物

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技术工艺路线及管理

模式，提高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水平。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财政

部要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环境保护部、农业

部、商务部等部门尽快确定餐厨废弃物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理试点城市，制定试点管理办

法，对试点工作及早作出安排；要加强对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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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指导，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在全国示范

推广。要研究完善相关政策和措施，支持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项目建设，积

极扶持相关企业发展，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餐厨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做好技术研

发、资源化产品安全性评估等工作，加快建立

相应的政策、法规、标准和监管体系，促进餐

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产业发展。

各试点城市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制定切实

可行办法，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认真做好

试点工作。其他地区也应结合本地实际，借鉴

相关经验，积极推进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理工作。

四、明确分工、落实责任

（一）强化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体责

任。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要强化食品安全责任主

体意识，坚持诚信守法经营，切实履行社会责

任。要严格执行生产卫生标准和操作规范，建

立健全并严格落实进货查验、索证索票和全程

追溯制度，加强对食品原料的检验检测，发现

问题立即处理并向监管部门报告。

（二）建立市 （县）长负责制。城市是餐

厨废弃物的主要产生地，城市周边是餐厨废弃

物收运和 “地沟油”提炼的主要集散地。加

强餐厨废弃物管理是城市综合管理和公共服务

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地区特别是各城市要建立

“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市

（县）长负责制，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

结合实际进一步制定具体整治方案，明确工作

目标和任务分工，及时研究、协调解决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统筹抓好各项措施落实。

各省 （区、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本地区

“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的督促

指导。

（三）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各有关部门要

按照部门职责和食品安全整顿任务分工，认真

安排和做好有关工作。商务部门要加强餐饮业

行业管理，引导餐饮企业诚信经营。质检部门

要加强对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

食品生产单位使用 “地沟油”加工食品的违

法行为。工商部门要加强对流通环节经营食用

油的监督，严厉打击经营 “地沟油”和非正

规来源食用油的行为。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加

强对餐饮服务单位的监管，监督餐饮服务单位

建立并执行食品原料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

度，严厉打击购买、使用 “地沟油”和非正

规来源食用油的行为。卫生部门要会同有关部

门加强对食用油的风险监测，完善相关检测方

法。

（四）建立健全全程监管和执法联动机

制。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协调配合，建

立健全监管信息交流和反馈机制、监管执法联

动机制和监督检查机制，及时通报情况，形成

联动打击合力，实现对 “地沟油”和餐厨废

弃物的全程监管，确保不留隐患和死角。

五、加强监督检查和宣传教育

（一）认真组织督导检查。各地区、各有

关部门要对 “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

理工作目标任务完成情况，逐级开展督导检

查。对工作扎实、效果显著的，要给予鼓励表

扬。对问题突出且长期得不到解决的，要通报

批评、督促整改，并追究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要将 “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内容，

作为创建卫生城市、文明城市等评选活动的重

要指标。２０１０年９月至１０月，国务院食品安
全委员会将结合督导检查食品安全整顿工作，

对各地开展 “地沟油”整治情况进行督导检

查。

（二）充分发挥社会和舆论监督作用。各

地要建立有奖举报制度，支持鼓励群众积极参

与 “地沟油”整治和餐厨废弃物管理工作。

要定期向社会公布在 “地沟油”和餐厨废弃

物管理方面出现问题的企业和单位，并纳入企

业诚信记录。要支持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有关工

作措施、进展和成效，对违法使用 “地沟油”

的餐饮企业和非法制售窝点予以曝光。

（三）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活动。要采取多

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大力普及食用油

等方面的食品安全常识和相关法律知识，引导

群众科学消费，提高群众的健康意识、食品安

全意识和环保意识。强化企业诚信和行业自律

教育，加强从业人员培训，提高食品生产经营

单位的法律意识和食品安全意识，形成保障食

品安全的良好社会环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

主题词：卫生　食品　安全　地沟油整治△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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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

第１６０号

《云南省地方志工作规定》已经

２０１０年７月９日云南省人民政府第４５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１０

年１０月１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规范和加强地方志工作，根

据国务院 《地方志工作条例》，结合本省实

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地方志的组织编

纂、管理、开发利用等工作，适用 《地方志

工作条例》和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地方志，包括地方志

书、地方综合年鉴。

地方志书，是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组织编纂的全面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并以本行

政区域名称和志冠名的资料性文献，包括省

志、州 （市）志、县 （市、区）志。

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批准组织编纂的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

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情况并以本行政

区域名称和年鉴冠名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包括

省年鉴、州 （市）年鉴、县 （市、区）年鉴。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地

方志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构，保障工作条

件，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

划，将地方志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保

证按时足额拨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成立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统筹规划、组织协调地方志工作。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负

责人担任，副主任、委员分别由有关机关负责

人担任。

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本级人民政

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 （以下简称地方志

工作机构），承担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日常工

作。地方志工作机构配备专职工作人员。

第六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

的地方志工作，履行 《地方志工作条例》第

五条第二款规定的职责和下列职责：

（一）宣传和贯彻实施地方志工作的法

规、规章及政策；

（二）组织地方志书的审查验收；

（三）负责地方志工作规划和地方志书、

地方综合年鉴的备案审查；

（四）组织培训地方志编纂 （撰）人员。

第七条　省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拟定全省

地方志总体工作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组

织实施，并报国家地方志工作指导机构备案。

州 （市）、县 （市、区）地方志工作机构

根据全省地方志总体工作规划，拟定本行政区

域的地方志工作规划，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

组织实施，并报上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第八条　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每

年定期向上一级地方志工作机构报送地方志资

料和工作情况。具体办法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

制定。

第九条　承担地方志编撰任务的有关单

位，应当明确机构和人员，保障经费和工作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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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负责收集、整理和保管资料，按照规定的

时间和质量要求完成编撰任务，并接受地方志

工作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督促检查。

第十条　对地方志书分别依照下列规定进

行批准审查验收：

（一）省志由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审查

验收并提交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议，报省人

民政府批准。

（二）州 （市）志由州 （市）地方志工

作机构审核并提交本级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

议，报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验收，再报州

（市）级人民政府批准。

（三）县 （市、区）志由县 （市、区）

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核并提交本级地方志编纂委

员会审议，报州 （市）地方志工作机构审查

验收，再报县 （市、区）人民政府批准，报

省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第十一条　对地方志书依照下列规定办理

批准审查验收手续：

（一）申请审查验收单位填写地方志书审

查验收申请表，并附送审报告和装订成册的地

方志书文稿；

（二）地方志工作机构对送审地方志书文

稿出具审查修改意见；对审查验收合格的，出

具审查验收合格证明；

（三）对取得审查验收合格证明的地方志

书文稿，由本级人民政府发给批准文件。

第十二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取得审查验收

合格证明和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后，方可

以公开出版地方志书。

地方志工作机构取得本级人民政府的批准

文件后，方可以公开出版地方综合年鉴。

第十三条　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在出

版后３个月内报送上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备案，

并向本级和上级方志馆、国家综合档案馆、公

共图书馆无偿提供馆藏书。

以电子出版物形式出版的地方志书、地方

综合年鉴，按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地方志

工作机构应当加强对地方志的开发利用，建设

地方志资料库、地方志信息网站；具备条件

的，应当建设方志馆 （室）。

地方志工作机构应当利用地方志资料库、

地方志信息网站和方志馆 （室）向社会公开

地方志文献资料，并将服务范围和开放时间等

事项向社会公示。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利用地方志资

料库、地方志信息网站和方志馆 （室）免费

查阅、摘抄地方志文献资料。国家规定收取费

用的，从其规定。

第十五条　地方志工作机构或者承担地方

志编撰任务的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标准，向参与

地方志编纂 （撰）的专家、学者以及其他人

员支付资料费、撰稿费、编辑费、审稿费等工

作报酬。

第十六条　对在地方志工作中作出突出成

绩和贡献的单位、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或者地方志工作机构给予表彰奖励。

地方志成果可以依照有关规定参加国家和

本省地方志优秀成果、社会科学成果的评奖。

第十七条　承担地方志编撰任务的单位违

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造成严重后果的，由县

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

改的，由县级以上地方志工作机构提请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十八条　乡 （镇）志、部门志以及其

他地情文献的编纂，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日起

施行。

主题词：文化　文史　规定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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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的通知

云政发 〔２０１０〕１１３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省人民政府同意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为

省级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是中华民族珍贵的、不可再生

的自然文化遗产。各级政府要正确处理开发利

用与资源保护的关系，科学规划、统一管理，

切实做好风景名胜区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有

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风景名胜区有关工

作指导和监督检查，促进风景名胜区可持续发

展。

附件：昆明阳宗海省级风景名胜区简介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附件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简介

　　昆明阳宗海风景名胜区总面积约３４平方

公里。具有较为丰富的植物、动物以及风景旅

游资源，在滇中区域内具有较突出的代表性。

景区范围以阳宗海高原湖泊和湖岸周围山脉及

森林自然景观为主，辅以周边古老的民族文化

和历史古迹，是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是

滇中旅游休闲度假胜地，是供国内外游客旅游

观光和科普教育的典型湖泊类风景名胜区。

主题词：城乡建设　风景名胜　阳宗海△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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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转发国务院关于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文件的通知

云政发 〔２０１０〕１１４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现将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

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０〕
１９号，以下简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结合
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请一并认真贯彻落

实。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是国务

院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对于有效防范财政金

融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

视，认真学习领会通知精神，充分认识加强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国务院和省人民政府

的决策部署上来，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

实。

为加强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领

导，省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云南省加强地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以下简称

省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财政

厅。各州、市人民政府要比照省级做法，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确保此项

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的原

则

（一）分级负责，分步实施。加强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管理，要坚持各级负责各级，并指

导下一级工作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工

作安排，我省分清理核实、规范管理和总结完

善３个阶段组织实施。
（二）统一政策，统一步调。加强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管理的有关政策和口径，由省领导

小组及其办公室统一发布和解释。各地、各部

门要按照全省的统一部署，同步推进此项工

作。

（三）公司自清自查与政府组织核查相结

合。先由公司自行检查清理，再由各级政府组

织专门力量 （或委托中介机构）进驻公司进

行清理核实，并在此基础上规范管理。

（四）各司其职，协同配合。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增强全局观念，结合实际，按照职责

分工，密切配合，通力合作，确保圆满完成各

项工作任务。

（五）化解风险，健康发展。加强地方政

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政策和工作部署，均

要以有利于进一步规范管理，防范风险，促进

我省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健康持续发展为出发

点。

三、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及其债务进行清

理核实的有关要求

（一）清理核实的基准日和范围

１清理核实基准日为２０１０年６月３０日。
２清理核实范围
（１）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指截至基准日，

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者

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

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

体，包括国有融资平台公司以及行政事业单位

注资的其他融资平台公司。

（２）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债务：指各级政
府确认的融资平台公司，截至基准日直接借

入、拖欠或因提供担保、回购等信用支持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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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债务。

（３）其他清理核实内容：对各级政府融
资平台公司截至基准日的财务状况，以及基准

日前半年和２００９年的经营情况进行核实。
（二）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名录的确定

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具体清理核实名

单，由各级政府根据清理核实的范围和原则进

行确认。州 （市）人民政府应于２０１０年８月
２０日前将本地确认后的名单报省领导小组及
其办公室备案。

（三）清理核实的工作步骤

１准备期间 （２０１０年８月３１日前）。各
地布置本地的清理核实工作，并培训有关人

员。

２组织实施期间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至１０
月３１日）。各州 （市）人民政府具体组织实

施本地的清理核实工作，并将清理核实情况报

省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３结果运用期间 （２０１０年 １１月 １日至
１５日）。各级政府根据清理核实情况，研究制
定清理核实结果的运用办法。

规范管理和总结完善阶段，将在清理核实

阶段的基础上，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部署和要

求，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对政府

融资平台公司债务进行妥善处理，同时，建立

健全有关机制和制度，切实加强监管，规范运

作，防范风险，促进我省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健

康持续发展。

附件：云南省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附件

云南省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罗正富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

副组长：黄立新　省政府副秘书长

蒋兆岗　省政府副秘书长
成　员：尹　欣　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米东生　省发展改革委主任

龙　江　省科技厅厅长

陈秋生　省财政厅厅长

杨光成　省交通运输厅厅长

张玉明　省农业厅厅长

周运龙　省水利厅厅长

尹建业　省审计厅厅长

徐盛鹏　省国资委主任

刘建华　省金融办主任

周振海　人民银行昆明中心支行

行长

林勇力　银监会云南监管局局长

（注：《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０〕１９号文件已
在２０１０年第１４期 《云南政报》刊载，此处不再转载）

主题词：财政　金融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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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云南省第十三次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的决定

云政发 〔２０１０〕１１８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中央驻滇有关单位：

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落实科学发

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实施科

教兴滇和人才强省战略，促进云南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根据 《云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

奖条例》规定，经过评审，省人民政府决定，

授予 《马曜文集》、 《徐嘉瑞全集》云南省哲

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荣誉奖；授予 《当代中

国文化人类学》等１０项成果云南省哲学社会
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授予 《李国文纳西学

论集》等２０项成果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二等奖；授予 《破译千古易经—兼论彝

汉文化的同源性》等７４项成果云南省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向获奖者

学习，继续发扬与时俱进、团结协作、顽强拼

搏、开拓创新精神，努力创造更多更好的哲学

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为全面建设民族文化强省

作出更大贡献。

附件：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云南省人民政府

二○一○年八月一日

附件

云南省第十三次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获奖项目名单

　　荣誉奖
１．马曜文集
　云南民族大学　马曜
２．徐嘉瑞全集
　云南民族大学　马曜　省歌舞剧院　徐
演

一等奖

１．当代中国文化人类学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瞿明安　主编
２．云南古代举士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党
乐群　著

３．南宋交通史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张锦鹏　著
４．《二十四诗品》诗歌美学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张国庆　著
５．中国西部外资问题研究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杨先明张建民黄宁
赵果庆等　著

６．理解人类的命运：从规律性假设到复
杂性假设

　———兼与王南教授商榷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哲学所　白
利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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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偏离与调适：规范民族区域自治运行
　———兼以西南Ｅ自治县为例
　西南林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　王传发
８．我国省对县 （市）一般性转移支付的

绩效评价

　———基于ＤＥＡ二次相对效益模型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与经济学院　伏润民
　常斌　缪小林
９．问题意识与意识问题
　———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特征、来源与

应答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何明
１０．关于云南省应对金融危机应急对策研

究系列报告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杨先明　吕昭
河　梁双陆　等

二等奖

１．李国文纳西学论集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李国
文　著

２．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可持续发展模
式

　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杨红娟
　编著

３．传播与文化概论
　云南师范大学科研处　庄晓东　主编
４．电子政务价值评估
　———基于政务流程和信息整合的研究视

角

　云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邓
崧　著

５．汉字学导论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秦建文　著
６．发展的反思—澜沧江流域少数民族变
迁的人类学研究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　郭
家骥　著

７．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
叙事学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谭君强　著

８．冲击与震荡
　云南艺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　赵
彦飞　著

９．课堂教学有效性标准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孙
亚玲　著

１０．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中国贸易条件
研究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黄宁　著
１１．１９９２—２００５年中国旅游业全要素生

产率及省际差异

云南财经大学旅游学院　左冰　保继
刚

１２．云南电网项目依法合规建设的措施研
究

云南省经济研究院　课题组
１３．董事会规模与公司价值关系的进一步

检验

———基于公司规模门槛效应的分析

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　余怒涛　等
１４．西方宪政民主的内在价值冲突

云南民族大学　陈德顺
１５．关于中国—非洲能源关系发展问题的

若干思考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吴磊　卢
光盛

１６．依托学校建立民族农村社区学习中心
的实践探索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王凌　曹能秀

１７．对中国云南省不同人群美沙酮维持治
疗可接受性的调查

云南警官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　杨丽
君　等

１８．解决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中的制度
缺陷

———对中央转移支付作用及事权体制

调整的思考

云南财经大学财政税收研究所　张丽
华　汪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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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边疆考古的民族视角与范式思考
云南大学社科处　李东红

２０．试论中国边疆学的研究方法
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方铁

三等奖

１．破译千古易经—兼论彝汉文化的同源
性

　云南省司法厅　阿苏大岭　著
２．彝族建筑文化
　———全球背景下传承楚雄彝族建筑文化

个案研究

　楚雄州委办公室　李明峰　著
３．地区主义与东盟经济合作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　卢光盛　著
４．活力楚雄和谐彝州丛书
　楚雄州社科联　李忠吉　主编
５．现代教师教育模式新探索—民族边疆
地区 “综合型”教师培养模式改革的

理论与实践

昆明学院院长办公室　罗明东　等　
著

６．现代汉语语气副词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齐春
红　著

７．云南民族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目提
要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
室　普学旺　主编

８．甲骨卜辞神话资料整理与研究
　昆明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系　刘青　著
９．经济分析的伦理基础：马克思对古典
经济学的道德重塑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李建立李
东方王红玲　著

１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哈尼族
卷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

公室　李克忠
普学旺　史军超　主编

１１．汉藏语系语言被动句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

文系　李洁　著
１２．教育项目评估方法：微观视界的评估

研究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刘康宁　
著

１３．水语复音词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冯英　著

１４．纳税信用体系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陈新
著

１５．滇东文学：历史与个案
曲靖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张永刚　著

１６．明清佛教发展新趋势
云南师范大学组织部　黄海涛　著

１７．生存与信仰—云南稻作文化之鬼神崇
拜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董晓
京　著

１８．贝叶上的傣族文明
———云南西双版纳南传上座部佛教社

会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哲学系

　吴之清　著
１９．词语语义语法偏离搭配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周春林　著

２０．云南水富内陆港发展战略及建设方案
研究

省政府研究室　课题组
２１．云南调查报告

云南调查总队　杨雯　主编
２２．纳西民族志田野调查实录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杨福泉　著
２３．区域人文社会和谐发展机制及对策研

究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吴映梅　封志明　彭福亮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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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少数民族发展中的人力资源开发研究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杨红英　著

２５．纪录片：观念与语言
云南艺术学院影视学院　宋杰　著

２６．简单：整合营销传播的一个关键词—
理论模式及运用

云南财经大学传媒学院　蔡勇　著
２７．翻译与创作：鲁迅语言的现代转型
曲靖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黄琼英　著

２８．跨境洗钱犯罪研究
云南警官学院侦查系　李春　著

２９．重彩壁画
玉溪师范学院艺术学院美术系　赵芳
著

３０．保山碑刻
保山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编

３１．警察擒拿格斗
云南警官学院　李德祥　主编

３２．刑法适用解释
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公诉三处　王凯石
著

３３．都市经济简明教程
云南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于干千
　李河流　胡洪斌主编

３４．彝族谱牒的史学研究价值
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　普珍

３５．中国边境地区的一体化效应与边缘经
济增长中心的形成

———基于空间经济理论的解释

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　梁双陆
３６．从生命伦理看吸毒行为及其社会后果

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韩跃红
３７．信息服务与农户收入：中国的经验证

据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高梦滔　和
云　师慧丽

３８．关于放生的叙事与分析—嘉绒藏族村
落宗教生活考察

云南师范大学艺术学院　李立

３９．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人文关怀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张巨成

４０．金平县莽人族属问题简论
红河学院国际哈尼／阿卡研究中心　
杨六金

４１．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周鸿

４２．和谐社会建设与当代中国经济学家责
任

———兼论 “预言与劝说”之经济学

伦理内涵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侯合心
４３．加强云南多发性自然灾害预警应急机

制建设研究

中共云南省委政策研究室党政处　课
题组

４４．隆阳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理论
与实践研究

中共保山市隆阳区委党校　课题组
４５．文学历史的阐释与文学经典的建构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傅宇斌

４６．地区主义与跨界民族主义
———论中国西南边疆跨界民族主义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何跃
４７．试论中国农民获得物质帮助的宪法权

利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　周梁
云

４８．论中国保险产业的适度规模
云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保险系　何晓
夏　章林

４９．国外热点问题研究系列论文
云南师范大学　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中心

５０．欠发达地区教师资格认证制度问题及
对策

———以云南省为例

云南师范大学党委组织部　史晓宇
５１．终极控制权、股权结构与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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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财务管理系　
李小军　王平心

５２．建立潜在债权保护制度的初步构想
———以瑕疵担保请求权为考察中心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于定明
５３．云南农民增收：体征、模式和机制

玉溪师范学院商学院　李春海　沈丽
萍

５４．人在学校日常教育实践中的共同成长
———一种教育学意义上的幸福观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　
张向众

５５．论数字图书馆知识社区的构建
曲靖师范学院图书馆　韩丽

５６．殷商教育思想重溯
昭通师专中文系　简孝平

５７．清代云贵总督之建置演变考述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邹建达

５８．中国贫困地区的功能定位与反贫困战
略调整研究

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熊理然　成卓

５９．略论南京临时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政
策及设想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潘先林
６０．云南省旅游业投融资方式与体制机制

创新研究

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财经大学　课题
组

６１．西部少数民族人口城市化的特征
———非剩余劳动力大尺度异地城市化

曲靖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杨筠
６２．人的早产与教育起源

———兼评理查德·利基 《人类的起

源》的教育价值

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何志魁　张
诗亚

６３．信息时代的国家安全与信息安全研究

楚雄师范学院图书馆　李仲良
６４．马克思的社会建设思想

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蒋红
６５．中国民族村寨研究省思

———以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的学术著作
为对象的讨论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肖青

６６．承认与执行国际体育仲裁裁决相关法
律问题研究

云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石现明
６７．建立 “云南旅游综合改革试验区”

的构想

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　
田里　吕天云

６８．云南民族地区城市弱势群体现状分析
楚雄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陈文清　
陆琴雯

６９．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执行情况的
回望分析与调整完善相关优惠政策的

思考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　白玉刚
７０．彝汉纠纷中的身份、认知与权威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民族学所　杨洪
林 （嘉日姆几）

７１．对农村金融的差异需求与分层供给行
为选择的模型分析

———基于机制设计理论的视角

云南大学经济学院　郭树华　王健康
　袁天昂

７２．持久收入与农户储蓄：基于八省微观
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高梦滔　毕
岚岚　师慧丽

７３．云南地方党委领导方式转变研究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　课题组

７４．社会资本与消除农村贫困
云南财经大学　周文　李晓红

主题词：科技　社会科学△　奖励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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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曲靖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
经济技术开发区复函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９２号

曲靖市人民政府，省直有关部门：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曲靖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济技术

开发区的复函》（国办函 〔２０１０〕１００号）转
发给你们，请按照国办复函要求，认真抓好贯

彻落实，积极促进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健康、

快速发展。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七月十二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经济开发区△　曲靖△　通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曲靖经济开发区
升级为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复函

国办函 〔２０１０〕１００号

云南省人民政府、商务部：

你们关于曲靖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批准，现

函复如下：

一、国务院同意曲靖经济开发区升级为国

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定名为曲靖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行现行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政

策。

二、规划面积仍为１０平方公里，区域范
围为国务院有关部门公布的开发审核公告确定

的四至范围。

三、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创新利用外

资方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致力于发展高新

技术产业和高附加值服务业，着力提高开放水

平，完善体制机制，提高创新能力，充分发挥

辐射、示范和带动作用。

四、必须严格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

市总体规划，必须按规定程序履行具体用地报

批手续；必须依法供地，以产业用地为主，严

禁房地产开发，合理、集约、高效利用土地资

源。

五、商务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指导和服

务，促进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健康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一○年六月二十六日

主题词：经济管理　开发区　云南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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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认真做好农村抽样调查

样本轮换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３６号

各州、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

委、办、厅、局：

为建立科学、统一的农村统计调查监测体

系，准确及时反映农业、农村、农民发展变化

状况，为各级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真实可

靠的农村统计调查数据和信息咨询，按照

《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全国农村抽样调查样本

轮换工作的通知》 （国统字 〔２０１０〕２５号）

要求，２０１０年我省将组织农村抽样调查样本

轮换工作。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将认真做好

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认识，深入领会做好农村抽样调

查样本轮换工作的重要意义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省是农业大省，做

好新时期 “三农”工作，确保农业持续健康

稳定发展是实现把我省建成绿色经济强省、民

族文化强省和中国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的重要

支撑。在推进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

发展过程中，及时掌握农业农村基础信息和统

计调查资料，对准确反映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措

施贯彻落实情况，客观评价我省农业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全面制定支持 “三农”发展

的规划和政策，尽力争取国家对我省 “三农”

工作的大力支持，促进全省城乡统筹协调发

展，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快边远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发展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农村抽样调查是农村统计调查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

基础性工作。通过对抽选调查网点实地调查并

科学推算获取的农民收入与消费、农村贫困变

化情况、农作物产量、农民工就业情况、农产

品生产价格等主要数据，是各级政府落实科学

发展观，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指导 “三农”

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据。面对新时期 “三农”

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多、变化快、关联广、影响

深等复杂情况，开展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

提高抽样调查样本代表性，建立科学统一的农

村抽样调查工作新平台，确保农村抽样调查数

据真实可用，是提高 “三农”信息咨询服务

质量，满足各级党委、政府宏观调控政策需

要，服务全省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

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开展这次样

本轮换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切实把这项工

作抓紧抓好。

二、加强领导，切实加大对农村抽样调查

样本轮换的协调支持力度

此次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由国家统

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负责组织在全省各地同时展

开，涉及面广、工作难度大、技术要求高，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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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最终农村抽样调查网点的任务重。各级政府

要把此项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

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协调配合，明确一位负责

人联系此项工作，及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

困难和问题，在组织实施、业务经费、工作条

件等方面提供必要的保障和支持。统计部门要

协同配合，把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作为改进

和提高农村统计调查的重要工作来抓，继续加

强对农村抽样调查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强化

农村统计调查业务和队伍建设，切实提高调查

能力，确保取得真实、准确、完整的农村统计

调查数据。财政部门要对样本轮换及实施调查

所需工作经费和调查对象补贴给予必要支持。

各乡镇 （街道）要把协助调查和开户、访户

作为重要职责，积极配合做好调查的组织工

作。

三、多措并举，高质量完成全省农村抽样

调查样本轮换工作

（一）严格执行方案，确保轮换科学有

序。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是一项技术性

很强的工作。各地要按照 《２０１０年全国农村

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工作方案》和 《云南省农

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实施细则》的要求组织

开展样本轮换工作。要按照抽样的科学性与现

实性原则，充分考虑数据的有效衔接，结合我

省不同区域发展的特性，选好调查区域、选准

调查农户、选强调查人员，确保新调查网点抽

选的科学性和代表性，确保根据新网点调查数

据科学推算的全省数据能够客观、真实反映我

省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

（二）积极宣传动员，确保工作顺利进

行。此次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主题多，承担

主要调查数据日记账和动态记录工作的对象是

农民群众，他们积极参与调查、准确填写数据

是调查数据真实可用的根本保证。各地、各有

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做好宣传动员和组织

协调工作，确保参与农村抽样调查样本轮换农

民群众的配合和支持，要向农民群众准确说明

调查目的，全面解释调查内容，切实消除农民

群众的思想顾虑，确保农民群众积极、认真、

客观填写调查数据。

（三）统筹新旧衔接，确保新网点正常运

行。各级统计调查部门要切实加强农村抽样调

查新网点的启动和维护，认真做好对新网点调

查员和记账户的培训，扎实做好调查数据的现

场采集工作。要认真做好现行农村调查网点的

撤点工作，确保新旧两套样本网点调查数据的

衔接和资料的连续性。各级统计调查部门和调

查人员要严格遵守 《统计法》，对被调查单位

和调查户的资料要严格保密，不得弄虚作假，

切实保证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主题词：农业　农村　抽样调查△　样本轮换△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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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快
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３７号

各州、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直有

关部门，有关大型企业 （集团公司）：

建设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是有效削减化学

需氧量 （ＣＯＤ）排放，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任
务的重要举措。为确保全面完成国家下达我省

的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省人民政

府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

工作力度，切实加快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步伐。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加快全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

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近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省

人民政府的部署，认真实施 《云南省城镇污

水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２
年）》，不断加快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步伐，

取得了一定成效，建成并投入运行了一批城镇

污水处理项目。但是，根据国家下达我省的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要求，需要更多

的污水处理设施投入运营才能完成减排任务。

目前，我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总体进展不够理

想，列入治污项目建设目标责任书２００８年开
工建设的４０个项目仅建成投运１６个，列入我
省减排重点项目并应在２０１０年９月３０日前建
成投运的４６个项目仅建成投运１０个，如期完
成减排目标任务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亟须进

一步加快项目实施进度。各地、各有关部门要

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快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加快推进全

省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作为一项刚性责任，

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确保按照省人民政府要求

完成建设任务，为全面完成国家下达我省的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二、千方百计提前完成２０１０年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目标任务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按照全省节能减排及

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进一步

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办法，千方百计加快项目

建设进度，确保提前全面完成２０１０年污水处
理设施建设各项目标任务。一要确保在２０１０
年９月底以前把列入减排目标的重点污水处理
项目，以及２００８年开工建设并列入治污项目
建设目标责任书的污水处理项目全部建成并投

入运行。二要确保其他列入建设规划、目前尚

未开工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在

２０１０年底以前全部开工建设。三要进一步完
善污水处理设施稳定运行的体制机制，确保已

建成污水处理厂的有效运行。

三、进一步落实各有关方面的工作责任

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负起责

任，既各司其职，又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共

同推进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各州 （市）

人民政府要对省人民政府负总责，负责统筹协

调推进本地的污水处理设施项目建设，督促指

导项目建设，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要具体负责本地列入全省

规划的污水处理厂和管网建设项目的组织实

施，加快建设步伐。原则上污水处理厂由州

（市）、县 （市、区）指定的项目业主负责投

资建设和运营管理；污水处理配套管网由各县

（市、区）人民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管

理，也可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积极

引进技术先进、实力较强和管理经验丰富的投

资者参与建设和运营管理。州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要指导和督促污水处理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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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业主加大筹资力度，加快工程进度，确保项

目保质保量按期建成并投入运营。省直有关部

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切实加强对项目审批、资

金安排、项目建设和管理运营等工作的指导协

调和督促检查。

四、充分发挥省水务产业投资公司的平台

作用

省水务产业投资公司作为省人民政府加快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的省级投融资平台，在前期

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各地、

各有关部门要按照 “政府主导、市场运作、

社会参与”的原则，充分发挥省水务产业投

资公司在投融资方面的平台作用和优势，进一

步加强合作，拓宽融资渠道，加快推进项目实

施。对已由州 （市）人民政府与省水务产业

投资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的项目，由省水务产

业投资公司负责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对

州 （市）人民政府与其他投资人签订了合作

协议的项目，省水务产业投资公司作为项目业

主之一享有相应权益，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和运

营监管；对目前尚未签订合作协议且县 （市、

区）人民政府难以尽快组织实施的污水处理

设施建设项目，各州 （市）、县 （市、区）人

民政府要尽快商洽省水务产业投资公司作为项

目业主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为提高项目建设

资金使用效率，同时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省人民政府委托省水务产业投资公司持有中央

和省对厂、网设施建设补助资金５０％的权益
并转增为公司资本金，其余５０％的权益作为
县 （市、区）人民政府的资本金。具体由省

财政厅牵头，省发展改革委、国资委、住房城

乡建设厅、环境保护厅、工商局等有关部门及

各州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配合，抓

紧明确中央和省对厂、网设施建设补助资金的

权益界定，依法依规办理转增国有资本金等有

关手续。

五、加强督促检查和行政问责

根据省人民政府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１日召开的
全省节能减排及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会议精

神，由省政府督查室牵头，省直有关部门参

加，加强对全省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工作督促检

查。对不能按期完成目标任务的有关州

（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负责人和省直

有关部门负责人，要按照行政问责的规定进行

问责。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主题词：城乡建设　污水处理△　设施　通知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
云南省确保完成 “十一五”节能目标

预警调控实施方案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３９号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

局：

省工业信息化委、省统计局制定的 《云

南省确保完成 “十一五”节能目标预警调控

实施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

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七月二十五日

—９２—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云南省确保完成 “十一五”节能目标
预警调控实施方案
省工业信息化委　　省统计局

　　按照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确保实现 “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

（国发 〔２０１０〕１２号）及全国和我省节能减

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为确保完成 “十

一五”节能目标，制定本预警调控方案。

一、基本原则

坚持把节能减排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

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抓手；坚持又好

又快原则，以较低的能源消费增长支撑全省经

济持续稳定增长；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

的行政手段，确保实现 “十一五”节能目标。

二、调控目标

确保全省 ２０１０年单位 ＧＤＰ能耗下降

３６７％， “十一五”期间单位 ＧＤＰ能耗下降

１７％以上。

三、预警监测指标

预警监测指标主要包括能耗指标、经济发

展指标、能效指标等３类指标。

（一）能耗指标。主要包括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能源消费量及增速 （等价热值、月度）、

全省全社会电力消费量及增速 （月度）等指

标。主要用于监测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能源消费的数量、结构、用向等具体情

况。通过这些指标的逐月监测可预测出全省每

月的能源消费增速。

（二）经济指标。主要包括 ＧＤＰ增长率

（月度预测、季度监测）、第一、第二、第三

产业占 ＧＤＰ的比重 （月度预测、季度监测）、

规模以上工业增长情况 （月度）、高耗能行业

及烟草行业增长情况 （月度）等。主要用于

监测全省各产业、行业经济发展情况，并根据

不同产业和行业的能源消耗强度及其在国民经

济总量的比重变化，来分析经济增长和能源消

费增长的相互影响，判断节能指标的走向。

（三）能效指标。主要包括单位工业增加

值能耗下降率 （等价热值、月度）、单位 ＧＤＰ

能耗下降率 （月度预测、季度监测）、单位

ＧＤＰ电耗下降率 （月度预测、季度监测）。通

过这些指标监测分析，逐月预测主要节能指标

的完成情况，分析指标间的数据匹配性，为实

施节能调控提供依据。

四、预警级别

把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率作为预警调控的

核心指标，根据监测 （预测）全省和各州

（市）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率的大小来确定全省

和各州 （市）的预警状态，将确保完成 “十

一五”节能目标的预警状态分为３个级别。

Ⅰ级预警 （黄色预警）：单位ＧＤＰ能耗下

降幅度达到目标值的６０％及以上，但低于目

标值。

Ⅱ级预警 （橙色预警）：单位ＧＤＰ能耗下

降，但下降幅度低于目标值的６０％。

Ⅲ级预警 （红色预警）：单位ＧＤＰ能耗上

升。

五、调控对象

（一）重点地区

１单位ＧＤＰ能耗上升的地区。

２单位ＧＤＰ能耗下降幅度与目标差距较

大的地区。

（二）重点行业

根据２００９年统计数据，主要包括黑色金

属冶炼及压延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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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冶炼及压延业，建材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

品制造业，煤炭采选及炼焦业等６个行业。

（三）重点企业

１列入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的企业。

２在高耗能行业中，综合能源消费量较

大、单位产值能耗较高的企业。

六、调控措施

（一）限期淘汰落后产能。列入 ２００９年

底以前淘汰落后产能计划的，必须于２０１０年

６月底以前全部停产淘汰；列入２０１０年底以

前淘汰计划的，必须于２０１０年９月底以前全

部停产淘汰。州 （市）人民政府是当地淘汰

落后产能工作的直接责任单位，负责行政区域

内有关企业的落后生产装置在规定时限内停产

淘汰。省工业信息化委负责全省淘汰落后产能

综合协调工作，监督、指导各州 （市）和有

关企业开展淘汰落后产能工作，并会同有关部

门提出全省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生产装

置、淘汰时限等，有关名单报省人民政府审定

后向社会公告。各地供电部门要配合各级政府

做好对有关企业的停电工作。对未按照规定期

限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环境保护部门吊销排

污许可证，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得提供任何形式

的新增授信支持，投资管理部门不予审批和核

准新的投资项目，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不予批准

新增用地，有关管理部门不予办理生产许可

（已颁发生产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的要撤

回）。不能如期完成淘汰落后产能的地方，实

行项目 “区域限批”，暂停当地新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供地、核准和审批等。

（二）对高耗能企业实行节能调控。根据

２００９年度统计数据，对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１

万吨标准煤以上、万元产值能耗大于工业平均

值的高耗能行业企业实行节能调控。省工业信

息化委会同省统计局提出了重点调控企业名单

（见附件），各州 （市）可结合本地实际，扩

大调控企业范围。州 （市）人民政府负责行

政区域内高耗能企业节能调控工作，根据当地

预警级别高低，确定调控企业范围，适时下达

生产调度指令和临时停产整改通知，明确调控

企业停产检修时间和检修周期、限产产量、停

产整改时间等，并监督、指导有关企业执行调

控措施，确保当地能源消费增速得到有效控

制。各地供电部门要配合各级政府做好有关工

作，确保限电措施执行到位。各地在确保当地

单位 ＧＤＰ能耗下降率进入安全区间且不会反

弹的情况下，方可解除调控措施。

（三）实施节能发电调度。根据 《云南电

网节能发电调度实施方案》 （云工信电力

〔２０１０〕１４５号），《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关

于下发云南省统调电网燃煤机组发电序位表的

通知》 （云工信电力 〔２０１０〕３６５号），汛期

要保证水电尽可能多发多送多用，尽量减少弃

水，同时要优先调度煤耗低的火电机组发电，

提高电厂能效。全省节能发电调度方案由云南

电网公司组织实施，各统调发电企业要认真执

行电力调度指令，省工业信息化委负责对全省

节能发电调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确保节能发

电调度方案顺利实施。

（四）实施差别电价政策。落实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清理对高耗能企业优惠

电价等问题的通知》 （发改价格 〔２０１０〕９７８

号）要求，继续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

烧碱、水泥、钢铁、黄磷、锌冶炼等高耗能行

业实行差别电价政策，并按照规定提高限制类

和淘汰类企业电价加价标准。省工业信息化委

会同省发展改革委、云南电网公司对高耗能企

业进行动态甄别，及时更新公布执行差别电价

的企业名单，并按照企业名单落实差别电价政

策。省发展改革委等有关部门要及时研究出台

惩罚性电价政策，对能源消耗超过国家和我省

规定的单位产品能耗 （电耗）限额标准的，

实行惩罚性电价。

（五）重点领域节能调控。建筑、交通运

输、商业、农业、公共机构等行业主管部门，

要对本行业的主要用能单位和用能设备进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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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严格控制公用设施和大型建筑物装饰性景

观照明，加强交通运输节能运行调控。

七、调控实施

（一）逐月监测分析预警指标。

（二）定期发布预警级别。

（三）根据预警级别采取调控措施。

（四）监督检查调控措施落实情况。

（五）评价调控措施效果，调整调控力

度。

八、工作要求

（一）全省节能预警调控方案由省工业信

息化委牵头会同省统计局等部门实施，并定期

组织召开节能工作专题会议，分析节能降耗形

势，协调解决有关问题，督促落实各项调控措

施。

（二）省工业信息化委会同省统计局定期

发布全省及各州 （市）的预警级别。

（三）各级统计部门要加强能源统计监测

分析工作，及时反映全省及各州 （市）预警

指标变动情况，为实施调控措施提供支持。

（四）各州 （市）人民政府和住房城乡建

设、交通运输、商业、农业、公共机构等省级

行业主管部门，要同步制定实施本地、本行业

节能预警调控方案，于２０１０年８月上旬将预

警调控方案报省工业信息化委备案，并结合本

地、本行业实际情况，切实做好节能形势分析

和预警预测，认真落实调控措施，从７月份开

始每月１５日前将上月工作进展情况报送省工

业信息化委。

（五）省发展改革委，昆明电监办，省环

境保护厅、国土资源厅、工商局，人民银行昆

明中心支行，省安全监管局，云南电网公司等

部门和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积极做好配合工

作，形成工作合力，保证预警调控方案顺利实

施。

（六）对节能预警调控工作组织实施不

力，节能降耗问题突出的州 （市）和部门，

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

省节能减排工作行政问责实施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０８〕５４号）精神，启动行政

问责。

附件：云南省各州 （市）２０１０年节能调控企

业名单

附件

云南省各州 （市）２０１０年节能调控企业名单

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一、昆明市

１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分公司 １４０６ １００７４１

２ 昆明神农汇丰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３ ６９４６１

３ 昆明安宁广明水泥厂 １９０ ６４３５９

４ 昆明市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磷酸盐厂 ２０３ ６３５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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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５ 宜良县盘江水泥厂 ３１８ ６３００８

６ 昆明化肥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５ ６２８２２

７ 宜良金珠水泥有限公司 １１５４ ６１７４６

８ 云南昆明奕标水泥有限公司 ３１３ ６１４６６

９ 昆明马龙化工有限公司 ２１７３ ５８８０３

１０ 东川澄星磷业有限公司 ３０１ ５８０２９

１１ 云南国资水泥海口有限公司 ７４８ ５６６１３

１２ 宜良县永兴水泥厂 ２７５ ５６６０８

１３ 安宁鑫屯化工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０ ５４８４６

１４ 云南官房水泥有限公司 ３０５ ５３８０３

１５ 昆明市弘力水泥有限公司 ２１４ ５３４０７

１６ 昆明崇德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６６０ ５２１６７

１７ 嵩明天南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９１ ５１８００

１８ 昆明晋宁云峰钢铁有限公司 ９００ ５１２０４

１９ 云南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３１００ ５１０５７

２０ 昆明锦洋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４８４ ５０７０２

２１ 华新水泥 （昆明东川）有限公司 ２８８ ４８９９１

２２ 云南国资水泥东骏有限公司 １９４８ ４７５８４

２３ 云南旭东磷化集团旭东化工有限公司 ４０７ ４５４３１

２４ 东川冶金工业总公司钢铁厂 ７１１ ４４８４９

２５ 嵩明南西磷化工有限公司 １４２９ ４４５９８

２６ 云南宜良越兴钢铁有限公司 １０６６ ４４２４５

２７ 云南浩坤磷化工有限公司 ４２０ ４０５３９

２８ 云南晋宁黄磷有限公司 ４５４ ３７１５３

２９ 东川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６ ３７００７

３０ 云南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４６３ ３６４５７

３１ 云南国资水泥富民有限公司 ５６６ ３５５４７

３２ 云南南磷集团寻甸磷电有限公司 ４８９０ ３４９２６

３３ 昆明市滇新锰铁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６ ３３５２７

３４ 寻甸县东山水泥厂 ２００ ３２６０８

３５ 安宁市永昌钢铁有限公司 ５８７７ ２４９９１

３６ 昆明呈钢钢铁有限公司 ３２８ １８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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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３７ 武钢集团昆明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１８９ １５９７８

　　　　合　　计 ７２９１１

二、曲靖市

１ 曲靖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１７６２ １０５６４４

２ 云南云维集团有限公司 ４６２１ ８２００４

３ 曲靖际丰水泥有限公司 ４４４ ８１７６２

４ 云南陆良龙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９４９ ７７２０３

５ 曲靖市雄业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２ ６３８９３

６ 云南南磷集团陆良磷化工有限公司 ５１８ ６１５７８

７ 陆良县磊奉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３ ６０５４１

８ 马龙天恒工业有限公司 ５９９ ５７８２９

９ 云南省富源矿厂沾益钢铁厂 １０３１ ５７４９５

１０ 云南福隆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０１ ５６３４７

１１ 曲靖市宣峰水泥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４４５ ５５５７３

１２ 罗平磷化工有限公司 ６２２ ５４７３０

１３ 云南云维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９１ ５４３１８

１４ 马龙湘龙钢铁冶炼有限公司 ６８１ ５３４８７

１５ 云南省曲靖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３４０４ ５０８９９

１６ 云南省师宗县铁合金有限公司 １１５ ５０７０６

１７ 云南远东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６６ ４８４３４

１８ 曲靖马龙元泰钢铁有限公司 ９４０ ４７０３３

１９ 陆良县五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８４ ４６５６９

２０ 马龙亚兴钢铁有限公司 ５７８ ４６３６２

２１ 云南滇东水泥有限公司 ６７１ ４４４２１

２２ 云南省富源矿厂 ４９１ ４１７９６

２３ 陆良县宏盈磷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１ ４１５０９

２４ 云南曲靖华福钢铁有限公司 ２４７８ ４０２６０

２５ 宣威市宇恒水泥有限公司 ２０５４ ３９８７１

２６ 云南省东源铝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７２ ３９０３２

２７ 云南东源煤业集团曲靖铝业有限公司 ７３８８ ３８４４８

２８ 马龙龙丰钢铁有限公司 ７６３ ３７８３６

２９ 云南大为制焦有限公司 ８９９７ ３６８３９

３０ 罗平县永丰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８ ３５７７８

３１ 云南曲靖呈钢钢铁有限公司 １８０９ ３５０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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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３２ 云南马龙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龙分公司 ６３５ ３２４９１

３３ 会泽县磷源化工有限公司 ３６８ ２８６４４

３４ 曲靖大为焦化制供气有限公司 ３０２８ ２３３５５

３５ 云南曲靖越钢集团有限公司 ９５１ ２２２１２

３６ 云南省师宗县民科煤业有限公司 ７５３ ２１９１３

３７ 云南云峰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３２５１ ２０５３６

３８ 云南省富源县德鑫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焦化厂 ７７３ １６７８１

３９ 云南宣威市磷电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７３ １５９１４

４０ 会泽县滇北工贸有限公司 ８７９ １５６６７

４１ 云南省曲靖双友钢铁有限公司 ２４５６ １４５６９

　　　　合　　计 ６４０９５

三、玉溪市

１ 云南玉溪银河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０２ ９４７８５

２ 通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６ ９０２０１

３ 华宁玉珠水泥有限公司 ７０９ ６５７６８

４ 云南马龙产业华宁磷化工公司 １０７５ ６１３１２

５ 云南华宁汇鑫磷化工有限公司 ２２３ ５８４９３

６ 云南省易门县中瑞 （集团）建材有限公司 ６７５ ５６９１４

７ 云南江川翠峰水泥有限公司 ６９７ ５６１５５

８ 云南省峨山恒丰钢铁有限公司 １７７０ ５４１９８

９ 玉溪市北城钢铁有限公司 ９６３ ５３９７９

１０ 云南易门大椿树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９３ ５１９２３

１１ 云南省玉溪市大营街水泥制造有限公司 ３５３ ５１６７６

１２ 澄江磷化工金龙有限责任公司 ８１９ ５１３７９

１３ 云南澄江盘虎化工有限公司 ６７６ ５０８５５

１４ 玉溪市洛河昱鑫工贸有限公司 ５４５ ４９８００

１５ 峨山银锋钢铁有限公司 ５６２ ４９６４４

１６ 峨山县凡丹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９ ４９５７６

１７ 云南省玉溪市峨山敦煌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９９５ ４９０４９

１８ 云南再峰 （集团）龙凤磷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５５ ４８８２９

１９ 云南省玉溪市刘总旗活发水泥有限公司 ４８４ ４８８２９

２０ 玉溪祥华治炼有限公司 ４１５ ４８４９１

２１ 云南盘桥磷电有限公司 ５９３ ４６１６５

２２ 云南澄江磷化工广龙磷酸盐厂 ３３７ ４５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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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２３ 峨山东来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８８ ４５６９３

２４ 云南澄江志成磷业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４ ４５５５８

２５ 云南澄江冶钢集团有限公司 ８６６ ４５４４４

２６ 云南省玉溪市洛河钢铁有限公司 ３７８４ ４３２２５

２７ 云南玉溪市金泰钢铁有限公司 １１９７ ４３１４１

２８ 云南玉溪市太标钢铁有限公司 １６００ ４１９０２

２９ 玉溪洛河永旭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２９５１ ３９７７８

３０ 玉溪市福玉钢铁有限公司 １０４１ ３８１４１

３１ 云南纳山钢铁有限公司 １０７８ ３７３０５

３２ 玉溪市刘总旗活发钢铁厂 １９１０ ３６８３８

３３ 云南江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９３５ ３３０４６

３４ 云南玉溪仙福钢铁 （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８４ ２７７３０

３５ 云南澄江县德安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４５ ２７６５７

３６ 澄江县磷化工华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３５ ２５７５７

３７ 玉溪新兴钢铁有限公司 ８０２１ １８１５８

３８ 玉溪汇溪金属铸造制品有限公司 ３２４４ １３５４３

　　　　合　　计 ５３０７９

四、红河州

１ 云南瑞气化工有限公司 １８６４ １４３５６８

２ 蒙自红丰化工有限公司 ３４６ ９４４２５

３ 云南解化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７２１ ８７２５７

４ 红河锦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１１３８ ８２８５５

５ 泸西县伟洪吉宇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２５６ ７６１２１

６ 云南弥勒县磷电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８ ５９９７１

７ 云南省个旧市水泥总厂 ３７８ ５９０８８

８ 建水县石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４ ５１９７２

９ 红河建材熔剂有限公司 ３８６ ４６７２２

１０ 云南屏边黄磷厂 ８７１ ４６２０４

１１ 云南省石屏县异龙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０ ４３５２６

１２ 云南省圭山煤矿 １１２１ ４３４１４

１３ 红河州紫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４００ ４３３６９

１４ 蒙自瀛洲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５ ４１６７６

１５ 云南开远市明威有限公司 ３１２ ４１５６６

１６ 云南滇能弥勒发电有限公司 ６０３ ４０８５３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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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１７ 云南润鑫铝业有限公司 ４３０７ ４０３１１

１８ 云南涌鑫金属加工有限公司 １７０５ ３２０７６

１９ 云南国资水泥红河有限公司 １４９７ ３０３７１

２０ 云南群星化工有限公司 ２３８ ２９７７６

２１ 屏边九千岩硅铁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１ ２６６９５

２２ 云南建水县华通锰业有限公司 ２２２ ２５１７７

２３ 云南建水锰矿有限责任公司 ８０１ １９９８４

２４ 红河钢铁有限公司 ６７７１ １８１７４

２５ 云南云天化国际化工红磷分公司 ２３７８ １５０３０

２６ 云南红河煤焦化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７ １３６０３

２７ 云南省弥勒县嘉麟实业有限公司 １８１ １１８２０

２８ 建水合兴矿冶有限公司 １１２ １１７９４

　　　　合　　计 ４０９２３

五、大理州

１ 大理市华营水泥厂 ７６８ １４５０６７

２ 永平县腾达金属硅冶炼厂 １８５ １３２４５７

３ 洱源华龙钛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 １１０１４５

４ 大理红山水泥有限责公司 ２０５１ ９４５６９

５ 祥云建材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０ ７８５７７

６ 鹤庆县诚成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４ ５７５７４

７ 大理水泥 （集团）公司 １５２６ ５６６２６

８ 云南红塔滇西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７７５ ５５４４２

９ 云南国资水泥剑川有限公司 ８９０ ４２６０３

１０ 宾川县金鑫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７９ ３１６１５

１１ 剑川县活发矿冶有限公司 ３４１ ２３２８７

１２ 云南省鹤庆锰业有限公司 ３２７ １５３８７

１３ 大理大钢钢铁有限公司 ５３１ １２０４４

１４ 祥云县飞龙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３７３ １１９７８

　　　　合　　计 １４４９７

六、昭通市

１ 水富金明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７７ ７５９３８

２ 云南省大关县电力矿业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５ ７３８３８

３ 镇雄县黎明化工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２３２ ７２９１５

４ 云南天力煤化有限公司 ５５６ ７０４５０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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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５ 绥江县烟囱坝浙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１ ６９９７４

６ 威信县麻园泥厂 １４４ ６２５０１

７ 盐津红原电石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１１ ５５６９２

８ 云南云天化股份公司 ７１９１ ４９７９３

９ 大关县寿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８ ４８７６１

１０ 镇雄县五德电冶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２ ４８３４１

１１ 镇雄县板桥水泥厂 １０７ ４８００８

１２ 华兴水泥 （昭通）有限公司 １８３４ ４０５３２

１３ 盐津石特建材有限公司 １２３ ３８５６８

１４ 镇雄县天源建筑建材总公司南台水泥厂 １８３ ３８４６６

１５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水泥厂 ６０７ ３７３１０

１６ 巧家恒达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０ ３４５２３

１７ 云南昊龙实业集团兴煜冶炼有限公司 １９８ １６５８２

　　　　合　　计 １６０６９

七、文山州

１ 文山州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５３１ １５７５２６

２ 麻栗坡县鸿源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９ ６４１３２

３ 云南兴建兴街水泥有限公司 ４３９ ６３８６９

４ 云南普阳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５０ ５９７６９

５ 广南腾际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７ ５５３６５

６ 云南兴建水泥有限公司 １０８５ ５０７３０

７ 云南省壮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３６９ ４７２９８

８ 文山县建国硅锰冶炼有限公司 ３１６ ４６６９９

９ 砚山县宏华水泥厂 １０１ ４３５１８

１０ 广南县广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２ ３８０１６

１１ 广南县江南铁合金有限公司 ３７１ ３７０４６

１２ 文山县金和电冶厂 １２２１ ３２８７２

１３ 文山州万达冶炼有限公司 １６８ ３２２２３

１４ 砚山县平远震容冶炼有限责任公司 ３４４ ３２１７０

１５ 文山县正泰锰业有限公司 ２４７ ３１５０６

１６ 马关县金欣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０ ３０７０１

１７ 文山州农垦分局铁合金冶炼厂 １０４ ２９２８９

１８ 砚山县阿舍冶炼厂 ９１９ ２８５８９

１９ 富宁县花甲锰粉厂 ３２０ ２７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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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２０ 麻栗坡县兴达冶金化工有限公司 ３４６ ２７４７５

２１ 砚山县阿舍鹏呈冶炼厂 ４０２ ２６５０３

２２ 富宁县金源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５ ２６３２６

２３ 广南县八宝金龙铁合金厂 ３２２ ２５５０９

２４ 砚山县滇常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５８１ ２５４８２

２５ 云南文山斗南锰业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１９ ２３２０２

２６ 砚山县正大锰业有限公司 １４５ １７４０９

２７ 文山县金仪铟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１８２ １６４８６

２８ 马关云铜锌业有限公司 ４７５ １６２２３

　　　　合　　计 １３８７

八、楚雄州

１ 云南楚雄宏源化工有限公司 １４７ ８２１４０

２ 禄丰江达磷化学有限公司 ２４７ ５８８５２

３ 元谋土林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建材分公司 １１４ ４９３５３

４ 禄丰县三源岭化工有限公司 ３８５ ４７９９１

５ 武定县永丰钛业有限公司 １４７ ４４０３９

６ 云南奕标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４５４ ４３８６３

７ 云南省楚雄滇中铝业有限公司 ２４６ ２９０３７

８ 云南燃二化工有限公司禄丰玻璃厂 ２１４ ２６７５５

９ 云南德胜钢铁有限公司 １０４８５ １９８６７

１０ 一平浪煤矿 ６５１ １９３０１

１１ 云南燃二化工有限公司 ４４２ １９０３０

１２ 云南兴陵矿业有限公司 １２４ １８４５４

　　　　合　　计 １３６５６

九、丽江市

１ 华坪县龙源实业有限公司 １８８ １２５２９０

２ 华坪县实达煤业有限责任公司 ８２６ ７４６１５

３ 云南华盛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００ ７３７１１

４ 云南华坪县金鑫硅业有限公司 １１０ ６６３８９

５ 华坪县富荣植化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８ ６４６４４

６ 华坪县定华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２１２５ ５５８７３

７ 云南省华坪县杨源植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４６ ５２２０８

８ 丽江玉峰水泥有限公司 １６８ ５０５８３

９ 华坪县炎光实业有限公司 ７６２ ４７０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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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１０ 云南省丽江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１１ ４４７３３

１１ 华坪县红花场煤矿 ２０５ ４００５９

１２ 华坪县泰鑫实业有限公司 ４８４ ３２６８２

１３ 丽江永保特种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９３４ ２５６６６

１４ 华坪县永兴煤炭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３ ２２２０５

１５ 丽江永保水泥有限责任公司金山分公司 ３６７ １９４２１

　　　　合　　计 １１１５７

十、保山市

１ 腾冲奕标水泥有限公司 １６３ ６３３３３

２ 云南保山丙麻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６９ ６２７４５

３ 保山市顺和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１１ ４７８７３

４ 龙陵县顺康硅厂 ２０６ ４５６６０

５ 昌宁县盛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５ ４５２７８

６ 保山昆钢嘉华水泥建材有限公司 １４４３ ４１１０８

７ 昌宁贞元冶炼硅有限公司 ５６５ ３９７５４

８ 龙陵县兴鑫硅冶炼厂 ３６７ ３８０５５

９ 腾冲县巨鑫硅业有限公司 ５１９ ３６１１４

１０ 龙陵县龙山硅有限责任公司 ３８４ ３５４２７

１１ 云南永昌铅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０５ ３１６２９

１２ 腾冲合力硅业有限公司 １８９ ２７７６７

１３ 云南保山科源硅电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８ ２５７０８

　　　　合　　计 ６１７４

十一、德宏州

１ 潞西市永鑫硅业有限公司 １９２ ６５０３２

２ 盈江县光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２１ ６２６４２

３ 畹町金华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３ ６１６２８

４ 陇川县中晟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５１９ ６０５６５

５ 瑞丽市畹町经济开发区金谷硅业有限公司 ３４９ ６０２０７

６ 潞西市越盛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６９０ ５４０６８

７ 德宏奥环水泥有限公司 ９１６ ５３９６６

８ 云南省德宏州通用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５ ５３４０１

９ 盈江县和义硅业有限责任公司 ３２１ ５２７７５

１０ 瑞鑫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 ５１６３５

１１ 云南省盈江县星云有限公司 ６６１ ４２９４０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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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州 （市）企业名称　　　　　　　
２００９年
能源消费量

（万吨标煤）

２００９年产值能耗
（吨标准煤／万元）

１２ 盈江县允罕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６３ ３７１５９

　　　　合　　计 ４８４５

十二、普洱市

１ 普洱攀龙建材有限公司 １０８ ６１６５６

２ 澜沧万象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３ ６０５７５

３ 景谷泰毓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３７９ ６０５６６

４ 墨江森鑫达水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４７ ５４３５３

５ 云南普洱天壁水泥有限公司 ６９２ ５２９９１

６ 景东金泰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９ ５２５１１

７ 思茅建峰水泥有限公司 １１９３ ４５３９９

　　　　合　　计 ２８２１

十三、怒江州

兰坪金鼎锌业有限公司 ２１１２ １２３９４

十四、临沧市

１ 沧源县建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２５３ ６８８４４

２ 凤庆县习谦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９０ ５５２８６

３ 云县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５ ５０１２１

４ 临沧贞元冶炼硅有限公司 ２００ ４７３５２

５ 云南永德县松山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８ ４４６７２

６ 双江西地澜沧江水电矿业有限公司 ３８６ ３６７６７

　　　　合　　计 １２６２

十五、迪庆州

迪庆经济开发区昆钢铁合金有限公司 ８７４ ３６９７７

十六、西双版纳州

１ 景洪红塔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 ３８３３４

２ 西双版纳勐养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２ ３８１３４

　　　　合　　计 ２５６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０９年度统计数据，能源消费量为等价热值，产值为当年价

主题词：经济管理　节能　方案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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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
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１０〕１４１号

各州、市、县 （市、区）人民政府，省直各

委、办、厅、局：

２００９年１１月全省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

作会议以来，全省各地认真贯彻落实 《云南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学区域

布局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０９〕２４１号），以实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

为契机，以集中办学、整合资源、扩大规模、

提高办学效益为方向，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

水平、推进素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实现教育公平为目标，大力发展寄宿制学

校建设，强化学校管理，积极稳步推进中小学

区域布局调整工作，农村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办学效益和教育质量有了明显提高，布局调整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但据调查显示，我省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

仍然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是：部分

地区在布局调整工作中出现了工作过急、过

粗，工作简单、机械，没有按照科学规划的要

求，认真做好区域内的校点规划工作；没有统

筹考虑学校的综合配套工作，认真研究学校的

撤并工作；没有全面考虑实际情况和群众承受

能力，从群众的需要和可能出发开展工作。这

些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

为进一步做好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

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关于全省中小学区域

布局调整工作推进会议精神，经省人民政府同

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是以保障适龄儿童少

年接受优质教育，促进义务教育科学发展为根

本目的，实现教育公平、办人民满意教育的需

要；是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

的需要；是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教育质量和效

益的需要；是加强学校现代管理、营造教书育

人良好环境的需要。各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门

要全面贯彻落实好省委、省政府领导关于中小

学区域布局调整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云

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中小学区

域布局调整指导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０９〕２４１号）要求， “整体规划、分步推

进，合理布局、高效利用，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先建后撤、确保教学，创新机制、整合资

源”的原则，科学合理、积极稳妥地做好布

局调整的有关工作。

各地、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本地中小学区

域布局调整工作的指导，加强调查研究，积极

推广先进经验；要高度重视布局调整工作过程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注意解决撤并出现的遗留

问题；要耐心细致地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积极

引导社会各界、各族群众进一步提高对中小学

区域布局调整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的认识。各

地、各部门要进一步充分认识中小学区域布局

调整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克服畏难情绪，

统一思想，坚定集中办学方向和信心，坚定不

移地加快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步伐。

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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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规划是中小学区域布

局调整工作中具有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

重要环节。各级政府要切实承担责任，加大对

当地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的领导，在做布

局调整规划时，要加大统筹力度，将中小学区

域布局调整与城镇化进程结合、与统筹农村社

会事业发展结合、与推进城乡一体化结合。要

在充分调研论证、科学规划的基础上，坚持民

主程序，把发展好各民族群众的长远利益与解

决好当前实际困难结合起来，要注意方便学生

入学，有利于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率，在公平

基础上兼顾效率，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

学、辍学和 “上学难”等问题，确保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当地发展改革、

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城乡建设等部

门，立足本地实际，充分考虑教育发展状况、

人口变动状况和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按照实

事求是、稳步推进、方便就学的原则，科学制

定农村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规划，以集中办学

为方向，坚持宜并则并、需增则增、撤建并

举、先建后撤的原则，先易后难，循序渐进，

分步实施，撤并 “一师一校”，推动小学集中

到行政村，初中集中到乡镇，高中集中到县

（市、区）政府所在地，逐步实现小学集中到

乡镇，初、高中集中到州 （市）或县 （市、

区）政府所在地，鼓励州 （市）发展优质初、

高中教育，逐步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

三、加大统筹，整合资源

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工作要努力实现各类

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有效增加教育资源总

量。一要与改善办学条件相结合，与中小学校

舍安全、农村初中校舍改造等工作相结合，避

免造成投资浪费。二要与加强薄弱学校建设相

结合，新建学校要做到建一校成一校。对确需

保留但办学质量差、教学质量低的学校，要适

当增加投入，加强管理，充实师资，重点扶

持，确保达到教学要求，逐步缩小与优质学校

的差距。三要与义务教育巩固提高相结合，按

照 “两基”迎国检的要求，确保布局调整后

的学校各项指标达标。四要与优化教育结构相

结合。要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为重点，实现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三教”统筹。

五要与师资队伍建设相结合，加强对教师培养

和管理，合理配置教师，不断提高教师业务能

力和水平。六要与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加强

学校现代管理，改进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增

强学校活力，提高教育质量。

实施中小学布局调整，要防止教育资源浪

费。办学条件较好、办学规模达到要求的学校

要尽量予以保留。要加强对布局调整形成闲置

校产的管理、使用和处置工作，防止国有资产

流失，确保闲置校产得到合理保护和使用。要

积极运用现代远程教育手段，满足教育教学的

需求。

四、落实政策，完善配套

各地、各部门要注意研究中小学区域布局

调整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完善

配套政策措施，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

题。

机构编制部门要结合中小学区域布局调整

工作进展情况，按照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转发省编办等部门关于制定我省中小学教职

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 （云政办发 〔２００２〕

５２号）规定，重新核定中小学校人员编制，

并在核定人员编制数额内，合理确定寄宿制学

校教师和保育、后勤服务、校医和安全保卫等

各类人员编制。人事部门在核定人员编制内，

按照编制结构及时配备各类人员，有条件的地

区还应配备心理健康教育专任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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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要加强乡镇中心学校中

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教师的公共租赁住房等保

障性住房建设，完善用水、用电等生活配套设

施，改善农村中小学教师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交通运输部门要针对部分地区寄宿制学生

上学往返路途较远实际，增设相应的专线班

车，方便学生就读，并积极配合公安交警、安

监等部门，确保学生出行安全。

国土资源、农业、科技、民政和教育等部

门要加大对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的扶持，支持

农村学校特别是寄宿制学校发展种植和养殖

业，寄宿制中小学校应确保勤工俭学用地，中

学每校不少于 １０亩、小学每校不少于 ５亩，

真正用于改善寄宿学生生活水平。寄宿制学校

勤工俭学用地，可按照只征不转的方式办理用

地手续。

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调整支出结构，建

立和完善多渠道投入的资金保障机制，以中小

学校舍安全工程为契机，加大对中小学布局调

整工作的投入力度，确保教育经费 “３个增

长”，有效解决集中办学后校舍不足、食宿设

施不够、寄宿生生活补助面不足、标准不高、

专职后勤及保卫人员经费缺乏等实际困难。增

加对寄宿制贫困学生的补助名额，力争达到全

覆盖，并创造条件提高补助标准。各地应根据

本地实际，对寄宿制学校增加必要的公用经

费，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

五、加强管理，改善条件

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激励

机制。研究完善面向农村、边远和艰苦地区中

小学教师工资待遇优惠制度，在绩效工资中单

独设立农村学校工作津贴并逐步提高标准，吸

引教师安心在农村中小学任教。

要建立教师交流轮岗制度，逐步建立教师

由城镇向农村、由优质学校向薄弱学校，尤其

是人员超编学校向空编学校流动制度。贯彻落

实城镇教师到农村定期任教３年服务制度，并

以此作为城镇教师晋升职称和评优的必要条

件。加强农村教师流动管理，凡在农村学校未

服务满３年的教师，各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门原则上不得办理调动手续。

各级政府应根据农村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加大对寄宿制学校建设投入的力度，在寄宿制

学校建设用地和各种规费征收等方面实行优惠

和减免政策，千方百计改善农村寄宿制学校办

学条件。要加大寄宿制学校基础设施建设，配

足配齐教学仪器和基本生活设施，缩小农村学

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切实保障学生的基本生

活，增强寄宿制学校的吸引力。

要切实加强寄宿制学校的日常管理。一要

安排教师全天值班。二要建立生活指导教师陪

护制度，处理突发事件，保证学生夜间安全。

三要强化卫生管理，配备好学校医务人员，严

格卫生制度，防止流行性疾病发生。四要办好

食堂，注意营养搭配和饮食卫生，保证学生成

长发育的营养健康需求。五要定期排查安全隐

患，对校内外环境定时检查，及时排除隐患。

加强对学生进行安全知识教育，提高安全意

识。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一○年八月一日

主题词：教育　学校　调整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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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实施细则

云府登７２５号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告

第３号

现将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

任、省物价局局长李承宗于 ２０１０年 ６

月１日签署的 《云南省政府制定价格

听证办法实施细则》予以公布，自

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施行。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二一年七月九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政府制定价格听证行为，
提高政府制定价格的民主性、科学性和透明

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 《政府

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和 《云南省人民政府重

大决策听证制度实施办法》及相关规定，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实施细则所称政府制定价格听
证 （以下简称定价听证），是指定价机关依法

制定 （含调整，下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

价过程中，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采取听证会形

式，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

对制定价格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论证的活

动。

前款所称的定价机关，包括有定价权的省

级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有关部门和经云南

省定价目录授权的市、县人民政府。

第三条　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
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和自然垄断经营的商

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实行定

价听证。

第四条　云南省定价听证目录由省级价格
主管部门依据云南省定价目录制定并公布。法

律、法规、规章规定实行定价听证的项目自动

进入定价听证目录。

制定定价听证目录以外的政府指导价、政

府定价，定价机关认为有必要的，也可以实行

定价听证。

第五条　定价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和效率的原则。除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

密外，听证会应当公开举行，允许旁听和新闻

报道。

第二章　听证的组织

第六条　定价听证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
织。在制定 （包括调整，下同）列入 《云南

省价格听证目录 （暂行）》的商品和服务价格

前，必须实行价格听证。其中，定价权限属于

省级的，由省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也可会

同或委托有关州、市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

织听证；省价格主管部门授权州、市、县人民

政府定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州、市、县人

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听证。

第七条　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下级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组织定价听证的，应当出具

书面委托书。委托书的内容应当包括委托听证

的事项、依据、理由、时限等。受委托的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以委托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名义开展定价听证的组织工作。委托听证的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对受委托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的听证行为加强监督与指导，并承担相应法

律责任。

第八条　听证会设三至五名听证人。听证
人是指代表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专门听取听证会

意见的人员。听证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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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担任，部分听证人也可以由政府价

格主管部门聘请社会知名人士担任。听证会主

持人由听证人中的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兼任。

第九条　听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听取听证会参加人的意见陈述，并

可以询问；

（二）提出听证报告。

第十条　听证会主持人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布听证事项；

（二）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人；

（三）宣布听证会纪律，维护听证会秩

序；

（四）按法定听证程序主持听证会；

（五）必要时，可适当引导和协调，使各

方面意见充分表达；

（六）因特殊原因，可以决定听证会延

期、临时休会、终止。

第十一条　听证会设定价听证方案提出人
和成本监审人。

（一）定价听证方案提出人由政府价格主

管部门内设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或有定价权的

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负责在听证会上陈

述定价听证方案，接受并回答听证会参加人的

询问，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二）定价成本监审人由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内设的成本监审部门的工作人员担任，负责

在听证会上介绍定价成本监审结论及相关情

况，接受并回答听证会参加人的询问，但涉及

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除外。

第十二条　听证会参加人由下列人员构
成：

（一）消费者；

（二）经营者；

（三）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他利益相

关方；

（四）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五）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参加

听证会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

第十三条　听证会参加人的总数原则上不

得少于１５人，听证会参加人人员的构成比例
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情况

确定，其中，消费者人数不得少于听证会参加

人总数的五分之二。

第十四条　听证会参加人由下列方式产
生：

（一）消费者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

式，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消费者组

织或者其他群众组织推荐；

（二）经营者、与定价听证项目有关的其

他利益相关方采取自愿报名、随机选取方式，

也可以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委托行业组织、政

府主管部门推荐；

（三）专家、学者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

据需要聘请；

（四）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和其他人员由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需要聘请，也可以委托

相关机关、部门和组织推荐。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可以根据听证项目的实

际情况规定听证会参加人条件。

第十五条　听证会参加人的权利和义务：
（一）可向有关经营者、行业组织、政府

主管部门了解与听证事项相关的情况；

（二）出席听证会，就听证事项发表意

见、阐明理由；

（三）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遵守听

证会纪律。

第十六条　听证会设记录员。记录员由政
府价格主管部门指定的人员担任，如实记录听

证会参加人的意见。

第十七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旁听席。
旁听人员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或

随机抽取，旁听人员人数根据听证项目的实际

情况确定。旁听人员享有旁听的权利，但不得

在听证会进行时发言、提问。旁听人员应当遵

守听证会纪律。

第十八条　公开举行的听证会设记者席。
与会采访的新闻媒体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根据

新闻媒体报名情况，按照报名顺序选取、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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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或邀请确定。与会采访的新闻媒体应当遵

守听证会新闻采访纪律。

第三章　听证程序

第十九条　定价听证依据下列情况提起：
（一）定价机关是政府价格主管部门 （含

与其他部门联合定价）和州 （市）、县人民政

府的，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承担具体定价职责

的业务部门提出定价听证的方案 （附定价成

本监审报告），经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负责人批

准后提起定价听证；

（二）定价机关是其他部门的，由该部门

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提起定价听证，并向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提交定价听证方案和定价成本监

审报告。

第二十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在定价听证
提起后，应当及时开展下列准备工作：

（一）确定听证会的主持人、听证人、记

录人；

（二）明确听证会组织工作具体承办业务

部门并进行分工；

（三）价格主管部门相关业务部门制定定

价听证方案要点；

（四）按法定时效向社会发布相关公告；

（五）确定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和新

闻媒体的名额；

（六）确定听证会的议程；

（七）制定听证会纪律；

（八）进行听证会所需的其它准备工作。

第二十一条　定价听证方案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拟制定价格的具体项目；

（二）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

价额、调价幅度和调价总额；

（三）拟制定价格的依据和理由；

（四）拟制定价格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分

析；

（五）其他与制定价格有关的材料。

第二十二条　听证会举行３０日前，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

社会公告听证会参加人、旁听人员、与会采访

的新闻媒体的名额、产生方式及具体报名办

法。

第二十三条　听证会举行１５日前，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

社会公告听证会举行的时间、地点，定价听证

方案要点，听证会参加人和听证人名单。

第二十四条　听证会举行１５日前，政府
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向听证会参加人送达下列材

料：

（一）听证会通知；

（二）定价听证方案；

（三）定价成本监审结论；

（四）听证会议程；

（五）听证会纪律；

（六）送达回执。

第二十五条　听证会应当在有三分之二以
上听证会参加人出席时举行。听证会参加人出

席人数不足三分之二的，听证会应当延期举

行。

第二十六条　听证会纪律主要包括：
（一）听证会出席人员按时进入和离开听

证会场；

（二）听证人询问，听证会参加人发表意

见和询问应当依照听证会程序进行，发表意见

和询问之前应当经听证会主持人允许；

（三）听证会参加人应按照规定的时间发

表意见和询问，超时限的，主持人可予以终

止；

（四）与会人员须互相尊重，文明用语，

不得用偏激言语攻击、指责、诋毁他人，也不

得进行妨碍听证秩序的其他活动；

（五）与听证有关的新闻采访纪律；

（六）其他应当遵守的听证会纪律。

第二十七条　听证会可以一次举行，也可
以分次举行。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一）主持人宣布听证事项和听证会纪

律，介绍听证会参加人、听证人、定价听证方

案提出人、定价成本监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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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价听证方案提出人陈述定价听证

方案；

（三）定价成本监审人介绍定价成本监审

结论及相关情况；

（四）听证会参加人对定价听证方案发表

意见，进行询问；

（五）听证会参加人审阅涉及本人的听证

笔录并签字；

（六）主持人总结发言。

第二十八条　听证会举行后，听证人应当
根据听证笔录制作听证报告。听证报告包括下

列内容：

（一）听证会的基本情况；

（二）听证会参加人对定价听证方案的意

见；

（三）听证人对听证会参加人意见的处理

建议。处理建议应当包括对听证会参加人主要

意见采纳与不采纳的建议和理由说明。

第二十九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应当在听
证会举行后１５日内将听证笔录、听证报告一
并提交定价机关。

听证会通知、定价听证方案、定价成本监

审结论、听证会议程、听证会纪律、送达回

执、听证笔录、听证报告等由定价机关归档管

理。

第三十条　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时应当
充分考虑听证会的意见。

定价机关根据听证会意见，对定价听证方

案作出修改后，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认为有必要

的，可以再次举行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方式

征求社会意见。

第三十一条　定价机关可以通过政府网
站、新闻媒体就听证事项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

见。

第三十二条　制定在局部地区执行的价格
或者降低价格的，听证会可以采取下列简易程

序：

（一）只设主持人；

（二）听证会参加人由消费者、经营者构

成；

（三）听证会按照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

（一）、（四）、（五）、（六）项规定的议程进

行。

第三十三条　定价机关需要报请本级人民
政府或者上级定价机关批准后才能作出定价决

定的，上报定价方案时应当同时提交听证报

告。

第三十四条　定价机关作出定价决定后，
应当通过政府网站、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布定价

决定和对听证会参加人主要意见采纳情况及理

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五条　定价机关制定定价听证目录
内商品和服务价格，未举行听证会的，由本级

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价格主管部门宣布定价无

效，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六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违反本细
则规定的程序组织或者举行听证会，情节严重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政府价格主管部

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

第三十七条　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工作人
员在听证会的组织或举行过程中，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听证经费应当申请纳入同级
财政预算。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由省价格主管部门负
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细则自２０１０年９月１日起
施行。

—８４—

省级部门文件

云
 南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