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总第 １１８９ 期）

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８ 日出版

目　 　 录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情况

　 的通报（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２９ 号） （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３８ 号） （１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行动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２ 号） （２４）!!!!!!!!!!!!!!!!!!!!!!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安监局等部门关于在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６ 号） （２９）!!!!!!!!!!!!!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８ 号） （３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浙江省第十九届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审情况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２９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

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积极开展哲学社

会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取得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经省政府同意，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性及实践解读》等 ２００ 项论文、著作和研究报告为浙江省

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现予以通报。

希望上述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厉，再创新绩。全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

者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学习先进，开拓创新，多出成

果，出好成果，为提升我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水平、服务“两个高水平”建设作出新的贡

献。

附件：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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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浙江省第十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名单

（同等级成果以姓氏笔画为序）

一、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类优秀成果（共 １３ 项）

一等奖（２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马克思历史认识模式的复杂

性及实践解读
论文 叶险明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２ 启蒙理性及现代性：马克思

的批判性重构
论文 刘同舫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二等奖（３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史料长编（１９１７—１９２７） 著作

吕延勤、

康文龙、

赵金飞等

嘉兴学院 长江出版社

２ 中国农民发展理论研究 著作 高　 君 浙江农林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３ 创新驱动发展与资本逻辑 著作 潘恩荣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三等奖（８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探索历

程及其基本特征
论文

冯昊青、

郑祥福
浙江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２ 新自由论 著作 成　 林 浙江师范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３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村民自

治权利保障
著作

李勇华、

程　 珂、
张金凤、

彭金玉

浙江农林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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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结构视域下中国主导意识形

态研究
著作 刘友女 宁波大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

５ 马克思的公平正义理论与实

践
著作 何建华 浙江省委党校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

６ 中国梦与浙江实践（七卷

本）
著作

王金玲、

徐剑锋、

陈　 野、
杨建华、

黄　 宇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７ 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综论 著作

周光迅、

武群堂、

鲁明川、

杨英文、

胡　 倩等

浙江理工大学、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８ 全面深化改革：马克思主义

总体方法论创新发展
著作

胡承槐、

王　 侃、
胡文木、

杨　 俊

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人民出版社

二、应用理论与对策咨询类优秀成果（共 ５０ 项）

一等奖（７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高等职业教育技术型人才培

养研究
著作 丁金昌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２ 浙江省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

准化体系建设研究

研究

报告

朱旭光、

张仁汉、

王　 莹

浙江传媒学院、浙

江大学

３ 我国中小企业技术源开发的

若干问题研究
著作

汤临佳、

池仁勇、

程　 聪、
文　 武

浙江工业大学、浙

江理工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４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地

方财税体制改革研究
著作

钟晓敏、

张雷宝、

李永友、

金　 戈、
赵海利等

浙江财经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５
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

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

社会调查

著作 袁靖华 浙江传媒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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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土地非农化的治理效率 著作 谭　 荣等 浙江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７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资产

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对策建议

研究

报告

潘伟光、

赵兴泉、

沈月琴

浙江农林大学
农业部软科学委员

会《决策参考》

二等奖（１７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了解自己的职业性向———职

业兴趣组合卡的价值与应用
著作 刘宣文 杭州师范大学 宁波出版社

２ 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中的策

略及中国的对策建议
论文 曲　 波 宁波大学 边界与海洋研究

３ 农村基层医学人才培养机制

的研究与实践
论文

许冬武、

瞿　 佳、
林　 雷

温州医科大学 教育研究

４ 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应尽

快走出僵局

研究

报告

何文炯、

杨一心、

刘晓婷、

张　 翔、
施　 红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民生专报》

５ 城市治理创新的逻辑与路径 著作

何显明、

白小虎、

徐　 斌、
陶建钟、

吴兴智

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基

于科技进步的视角研究

研究

报告

肖　 文、
潘士远、

李建琴、

唐兆希、

潘家栋

浙江大学

７ 中国海外投资的风险防范与

管控体系研究
著作

陈菲琼、

杨柳勇
浙江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８ 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与调控政

策研究

研究

报告

陈永红、

杨丹萍、

许继琴、

陈钧浩、

陶　 菁

宁波大学

９ 市场的社会结构———市场社

会学的当代理论与中国经验
著作 陈林生 浙江理工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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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实现路

径：四张清单一张网
著作

范柏乃、

张　 鸣、
刘四方、

张茜蓉

浙江大学、浙江省

委党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１ 数字时代中国学术出版国际

化的国家文化安全管理
论文 陆建平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

１２
Ｌａｂｏｒ’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Ｉｎｃｏｍｅ：Ａｎ
ｏｔｈｅｒ Ｋｅ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Ｃｈｉ
ｎａ’ｓ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著作 周明海 宁波诺丁汉大学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１３ 中国历史村镇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研究
著作 周乾松 杭州市委党校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

社

１４ 特殊群体社会问题研究———

以多元化解决策略为视角
著作

郅玉玲、

李　 一
浙江理工大学、浙

江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５
非正规部门影响居民收入的

力度与传导路径———基于新

ＳＮＡ框架的统计研究

研究

报告

徐蔼婷、

刘　 波、
李金昌、

洪兴建、

陈宜治

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财经大学

１６ 贫困中的合作———贫困地区

农村合作组织发展研究
著作

徐旭初、

吴　 彬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７ 民间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创新

研究
著作 潘　 彬等 宁波大学 中国金融出版社

三等奖（２６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加速推进“田园社区”建设

主动适应“逆城市化”趋势

研究

报告

毛　 丹、
陈建胜

浙江大学、浙江财

经大学

２ 城镇化进程中近郊村落的边

缘化研究
著作

卢福营、

李　 意、
李传喜、

陈玉华、

姜方炳

杭州师范大学、浙

江财经大学、台州

市委党校、浙江工

业大学、杭州市委

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

当代中国儿童美术教育研究

丛书（３ 部）：《儿童美术教育
的真谛》《儿童美术教育历

史与现状》《儿童美术教育

专题研究》

著作 李力加 浙江师范大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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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异地升学政策如何影响随迁

子女身份认同与社会融

合———基于国内若干个大中

型城市的调查分析

论文 吕慈仙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

学院
教育发展研究

５
Ｄｏ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ａｔｔｅｒ：
Ｗ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Ｐｒｉｃｅｓ？

论文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６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ｙｓｔｅ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ｄｉｏｓｙｎｃｒａｔｉｃ
Ｒｉｓｋ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Ｓｐｒｅａｄ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Ｂｏｎｄ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Ｉｎ
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

论文
陈荣达、

王玮瑾等
浙江财经大学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７
外需疲软与成本上升背景下

中国制造业产品技术复杂度

的升级机制及赶超策略研究

著作
陈晓华、

刘　 慧 浙江理工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８ 网络强国战略与浙江实践 著作

陈畴镛、

王　 雷、
周　 青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９ 微传播时代的媒体生态 著作 陆高峰 浙江理工大学 知识产权出版社

１０

中国（宁波）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总体实施方案、

创新措施清单和重点建设任

务研究

研究

报告

肖　 亮、
王璐雅、

王铜安、

袁　 霄

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理工大学

１１ 纾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策略

研究
著作

金雪军、

肖　 文、
林承亮、

杨福明、

陈　 哲

浙江大学、浙江大

学宁波理工学院、

温州大学城市学院

科学出版社

１２ 千村故事精选 著作

金佩华、

王景新、

王　 欣、
颜晓红、

洪千里等

浙江农林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３ 阿拉宁波话（修订版） 著作
周志锋、

汪维辉

宁波大学、浙江大

学
宁波出版社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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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浙江省传统制造业改造提升

路径与政策支撑体系研究

研究

报告

郭元源、

陈利华、

池仁勇、

金陈飞、

吴　 宝等

浙江工业大学

１５ 全球可持续能源竞争力报告

２０１５ 著作

郭苏建、

周云亨、

叶瑞克、

王　 双、
方　 恺等

浙江大学、浙江工

业大学、浙江外国

语学院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６ 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及其实现机制研究
著作 胡求光 宁波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７ 诗性：当代江南乡村景观设

计与文化理路
著作 施俊天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

社

１８ 顺势推进出租车市场治理变

革

研究

报告
俞春江等

杭州市社会治理研

究与评价中心

国家社科规划办公

室《成果要报》

１９
利率市场化改革、企业产权

异质与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

道的效应

论文
战明华、

应诚炜

浙江理工大学、浙

江金融职业学院
经济研究

２０ 关于深入推进浙江海洋战略

的若干建议

研究

报告
倪建伟 浙江财经大学

２１ ２０１６ 浙非产能合作发展报
告

研究

报告

唐任伍、

刘　 洋、
段文奇、

王利民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２２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绿色核算与实证研究分析
著作

唐绍祥、

周新苗
宁波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２３
中国产业政策的最优实施空

间界定———补贴效应、竞争

兼容与过剩破解

论文

黄先海、

宋学印、

诸竹君

浙江大学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４ 修辞学与语文教学 著作 傅惠钧 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５ 农村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研

究丛书
著作

楼世洲、

徐今雅、

李长吉、

蔡志良、

张天雪等

浙江师范大学、衢

州学院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２６ 中国方志馆 著作

潘捷军、

顾志兴、

吕克军、

汤敏华、

赵海良等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方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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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础理论研究类优秀成果（共 １３７ 项）

一等奖（２１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中国城市公用事业政府监管

体系创新研究
著作

王俊豪、

苏为华、

唐要家、

郭剑鸣

浙江财经大学、浙

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 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 著作 刘鸿武等 浙江师范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３ 移植与再造：近代中国大学

教师制度之演进
著作 刘剑虹 湖州师范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４ 傅雷翻译研究 著作
许　 钧、
宋学智等

浙江大学、浙江越

秀外国语学院
译林出版社

５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

馆藏蒋廷黻资料（２４ 册） 著作

陈红民、

赵晓红、

肖如平等

浙江大学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６ 私法的自然法方法 著作 陈永强 中国计量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７ 神经现象学：整合脑与意识

经验的认知科学哲学进路
著作 陈　 巍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８ 中国工业节水战略研究 著作

沈满洪、

谢慧明、

程永毅、

张兵兵、

李太龙等

宁波大学、浙江理

工大学、浙江大学

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

社

９ 国际传播的理论、现状与发

展趋势研究
著作

吴　 飞、
潘一禾、

李红涛、

高芳芳、

洪长晖等

浙江大学、浙江传

媒学院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０ 清以前汉语音训材料整理与

研究
著作 吴泽顺 浙江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１１
民间金融合约的信息机

制———来自改革后温台地区

民间金融市场的证据

著作 张　 翔 浙江大学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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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实验经济学简史 著作 范良聪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３ 教育研究的逻辑 著作 金生蚆 浙江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出版社

１４ 明清歇家研究 著作 胡铁球 浙江师范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５ 遗传资源知识产权法律问题

研究
著作

钭晓东、

黄秀蓉、

向　 敏、
周晓斌等

宁波大学、温州医

科大学、乐清市财

政局等

法律出版社

１６ 中国古代文才思想论 著作 赵树功 宁波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１７ 区域协调发展中政府与市场

的作用研究
著作 钟昌标 宁波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８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论文 聂珍钊 浙江大学 Ａｒｃａｄｉａ

１９ 众创时代高校创业教育新探

索
著作

黄兆信、

罗志敏、

李炎炎、

曾　 骊

温州医科大学、温

州科技职业学院、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 衢州文献集成 著作

黄灵庚、

诸葛慧艳、

吴锡标、

魏俊杰、

杨　 昕等

衢州学院等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２１ 战略网络中组织学习与创新

相关理论研究
著作

谢洪明、

程　 聪、
章　 俨等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二等奖（４０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创新驱动”战略下高等教

育与社会互动机制研究———

基于大学变革的视角

著作 王志强 温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

Ｓｙｎｔａｃｔｉｃ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Ａｄ
ｖｅｒｂ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Ｃｏｄｅ －
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论文

王　 琳、
刘海涛

（通讯作者）

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大学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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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网络众包模式下的开放式创

新机制及激励政策研究
著作

叶伟巍、

陈钰芬、

阳银绢、

黄淑芳

浙江财经大学、浙

江工商大学、浙江

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

４ 从实践哲学到历史哲学：希

腊化和中世纪早期哲学研究
著作

石敏敏、

章雪富

浙江工商大学、浙

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

再论
论文 巩　 固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６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ａｌ －
ｓｏｕｒｃ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ｗｉｔｈ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Ｌｅａｄ Ｔｉｍｅｓ

论文

华中生、

章　 魏
（通讯

作者）、

徐晓燕

浙江大学 ＩＩＥ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７ 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间财政

竞争
论文 李永友 浙江财经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８ 宁海丛书提要 著作

李圣华、

万吉良、

陈开勇、

张常明

浙江师范大学、宁

海县文化广电新闻

出版局、宁海县博

物馆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９ 中国利用外资溢出效应和挤

出效应研究
著作

李晓钟、

张小蒂

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浙江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０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中国儒

道释典籍之翻译与诠释
著作 李新德 温州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１１ 教育研究哲学论纲 著作 刘燕楠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２ 晚清民国时期艺术教育期刊

志（１９００—１９４９） 著作 刘　 晨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３ 美育三义 论文 杜　 卫 杭州师范大学 文艺研究

１４ 南宋全史 著作

何忠礼、

范立舟、

徐吉军

杭州市社会科学

院、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５ 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知识

观念
论文 何　 俊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１６ 计算机自适应语言测试模型

设计与效度验证
著作

何莲珍、

闵尚超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７ 公共体育场馆民营制度选择

与效益评价研究
著作

陆亨伯、

庄永达、

刘遵嘉

宁波大学、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大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２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１８ 媒介记忆理论———人类一切

记忆研究的核心与纽带
著作 邵　 鹏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１９ 复兴之路———百年中国教科

书与社会变革
著作 吴小鸥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０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 著作

吴秀明、

郭剑敏、

方爱武、

黄亚清、

马小敏等

浙江大学、浙江工

商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浙江经济职

业技术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１ 欧洲国家资格框架：演变、特

点与启示
论文

吴雪萍、

郝人缘
浙江大学 教育研究

２２ 刘禹锡诗研究（上下编） 著作 肖瑞峰 浙江工业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３ 分配正义与社会应得 论文 张国清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４ 顾客角色外行为研究 著作 范　 钧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５ 生态市场经济论 著作 杨文进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６ 腐败的困境：腐败本质的一

项实验研究
论文

姜树广、

陈叶烽

浙江财经大学、浙

江大学
经济研究

２７ 政府善治与中国大学的主体

性重建
著作 宣　 勇等 浙江工业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２８ 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

（上、下）
著作 俞为民 温州大学 中华书局

２９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 著作 钱茂伟 宁波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０ 浙江吴音研究 著作 徐　 越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１ 英国文学中的音乐与共同体

形塑
论文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文学研究

３２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对日

防空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著作 袁成毅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３ 古代汉语文化百科词典 著作 黄金贵等 浙江大学 上海辞书出版社

３４ 中国礼俗语言与传统文化 著作 黄　 涛 温州大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３５ 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研究 著作 梁开银 浙江师范大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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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论文学地图 论文 梅新林 浙江工业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３７ 杨简全集 著作 董　 平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８ 欢乐诗学：泛审美时代的快

感体验与文化嬗变
著作 傅守祥 温州大学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

社

３９
公共服务逆向合同外包的理

论机理、现实动因与制度安

排

论文 詹国彬 宁波大学 政治学研究

４０ 创新全球化：中国企业的跨

越
著作

魏　 江、
应　 瑛、
潘秋癑

浙江大学、浙江财

经大学
科学出版社

三等奖（７６ 项）

序号 成果名称 形式 作者 工作单位
出版社或刊物

名称

１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Ｆａｃｉａｌ Ｔｒｕｓｔｗｏｒｔｈｉ
ｎｅｓｓ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Ｆａｃｉａｌ Ａｔ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论文

马凤玲、

徐　 芬
（通讯

作者）、

罗献明

（通讯

作者）

浙江理工大学、温

州医科大学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 ｉｎ Ｐｓｙｃｈｏｌ
ｏｇｙ

２ 多民族文学意象的叙事性研

究
著作 马明奎 湖州师范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 结果加重犯的基本原理与认

定规则研究
著作 邓毅丞 杭州师范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４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ｒ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ｉｎ
ａ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论文 方　 恺等 浙江大学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
ｉｃｓ

５
重构抽象表现主义———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的主体性与绘
画

译著 毛秋月 浙江大学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

社

６ 东亚俗文学的共通性 论文 王小盾 温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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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浙江省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建

设研究
著作 王占坤 温州医科大学 人民体育出版社

８ 无著道忠禅语考释集录与研

究
著作 王闰吉 丽水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９ 汉语发展性阅读障碍与

ＰＡＳＳ认知加工 著作 王晓辰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０
外资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运行

模式及其对中国风险投资的

影响

著作

尹国俊、

曾可昕、

伍利群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等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１１ 教师转型与创业型大学建设 著作 付八军 绍兴文理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２ 城市重特大事故大规模人群

疏散及其优化决策
著作

叶　 永、
赵林度、

何雨旋

温州医科大学、浙

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１３ 越文化发展论 著作
叶　 岗、
王海雷

绍兴文理学院 中华书局

１４ 宪法的民族观及其中国意义

研究
著作

李占荣、

唐　 勇、
吴方圆、

张　 磊

浙江财经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１５ 医学伦理审查中道德冲突与

程序性共识的构建
论文 刘婵娟 温州医科大学 浙江社会科学

１６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ｎ
Ｕｓｅｒ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ｎｃ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论文 孙　 元 浙江工商大学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

１７ 历代赋论汇编 著作
孙福轩、

韩泉欣

浙江大学城市学

院、浙江大学
人民文学出版社

１８ 晚清温州知识社群与儒学传

统的近代转化
著作

陈安金、

孙邦金、

尤育号

温州大学 光明日报出版社

１９ 软实力发展战略视阈下的中

国国际话语权研究
著作 陈正良 宁波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２０ 清代私牢研究 著作 陈兆肆 杭州师范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２１ 中小学生课外学习与心理发

展研究
著作

陈传锋、

王玲凤、

李成齐、

陈汉英、

程　 愚等

湖州师范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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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盖斯凯尔小说中的维多利亚

精神
著作 陈礼珍 杭州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２３ 司法判决中的词典释义 论文 陈林林 浙江工商大学 法学研究

２４ 环境保护的国家义务研究 著作 陈真亮 浙江农林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２５ 丰子恺佛教题材绘画作品的

平民化意识与警世价值研究
著作 陈　 星 杭州师范大学 上海三联书店

２６ 宪制的伦理之维 著作 陈寿灿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７ 从泰西、海东文献看明清官

话之嬗变———以语音为中心
著作 陈　 辉 浙江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２８ 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潜力与

成本：基于分省数据的研究
著作 杜立民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２９ 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

边界拓宽及局限性
论文 何大安 浙江工商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

３０ 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

察为中心
著作 何兆泉 中国计量大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３１
以房抵债协议的法理分

析———《最高人民法院公

报》载“朱俊芳案”评释

论文 陆　 青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３２ 部门法哲学研究 著作 邱　 本 温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３ 中国古代水墨画“造型观”

研究
著作 沈其旺 丽水学院 江苏大学出版社

３４ 教师课程观研究 著作
苏　 强、
林　 征 温州医科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３５
革命与霓裳———大革命时代

法国女性服饰中的文化与政

治

著作 汤晓燕 浙江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３６ 教学文化变革与重构———教

师发展的“灵魂”
著作 肖正德 杭州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３７ 行政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权

的实效性考察
论文

余　 军、
张　 文 浙江大学 法学研究

３８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论文 余林徽 浙江大学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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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态度与行为：社会不赞许行

为的心理机制
著作 张　 林 宁波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０ 报酬递增思想的演进———以

马歇尔为中心的考察
著作 张日波 浙江省委党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１ 玛乔瑞·帕洛夫诗学批评研

究
著作 张　 鑫 浙江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４２
海外移民创业如何持续———

来自意大利温州移民的案例

研究

论文
张一力、

张　 敏 温州大学 社会学研究

４３
转基因技术与现代性的焦

虑———一种社会心态学的视

角

论文
张兆曙、

何　 耀 浙江师范大学 天津社会科学

４４ 论美情 论文 金　 雅 浙江理工大学 社会科学战线

４５ 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

论
著作 单小曦 杭州师范大学 商务印书馆

４６ 汉英形容词构式学习词典编

纂体系构建
著作 罗思明 宁波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

社

４７ 人力资源管理研究与实践：

前沿量表手册
著作

苗　 青、
陈思静、

宫　 准、
洪　 雁

浙江大学、浙江科

技学院、浙江省人

才发展研究院、浙

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４８ 消费者渠道扩展与选择行为

研究
著作 杨水清 浙江财经大学 人民邮电出版社

４９ 美国现代口述史学研究 著作 杨祥银 温州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０ 西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 著作 杨向荣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１ 证券市场相对效率评价：理

论与实证
著作 易荣华 中国计量大学 经济科学出版社

５２ 现代行政中的裁量及其规制 著作 郑春燕 浙江大学 法律出版社

５３ 青少年的道德情感：结构与

发展
著作 郑信军 温州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５４ 论新世纪文学的“同质化”

倾向
论文 洪治纲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文学批评

５５ 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

究
著作 贺武华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６ 微笑传播与文化创新 著作
胡河宁、

朱巧燕
温州医科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７１—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５７ 西方德性伦理传统批判 著作 胡"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５８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
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
ｈｉｎｇ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

著作 施　 旭 杭州师范大学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５９ 调腔钞本叙录———新昌县档

案馆藏晚清民国部分
著作

俞志慧、

吴宗辉

绍兴文理学院、浙江

师范大学
中华书局

６０ 两宋谣谚与社会研究 著作 赵瑶丹 浙江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６１ 走向生命诗学———弗吉尼亚·

伍尔夫小说理论研究
著作 高　 奋 浙江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６２ 杭州戏曲史 著作 郭　 梅 杭州师范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３ 清诗总集通论 著作 夏　 勇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４ 自由：发展可能性空间的扩

展
著作 徐邦友 浙江省委党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６５ 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 著作 徐献军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６６ 电视即将被革命（第二版） 译著 陶　 冶 浙江传媒学院
中国广播影视出版

社

６７
布尔迪厄文化社会学视域中

的译者主体性———近代翻译

家马君武个案研究

论文 屠国元 宁波大学 中国翻译

６８ 从概念化到审议：课程政策

过程研究
著作 屠莉娅 浙江大学 山东教育出版社

６９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ｔｏ ｂｅ Ｕｎｓｕｎｇ Ｈｅｒｏ
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ｗｏ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论文

傅根跃、

海　 曼、
李　 康

杭州师范大学、浙

江师范大学
Ｃｈｉ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７０ 区域创新与知识管理的若干

理论问题探索
著作

蒋天颖、

郑长娟、

胡　 跃、
蔡章生

宁波大红鹰学院、

浙江省中小企业协

会

科学出版社

７１

Ａ Ｓｏｃｉｏｓｅｍｉｏ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Ｃｒｉｍｅ ｏｆ Ｗｈｏ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ａｎ
Ｕｎｄｅｒａｇｅ Ｇｉｒ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论文

蒙兴灿、

文　 炳
（通讯

作者）

浙江理工大学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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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失地农民创业行为特征与创

业培训对策
著作

鲍海君、

韩　 璐 浙江财经大学 浙江大学出版社

７３ 通往幸福之路———古典经济

学的幸福思想研究
著作 蒲德祥 浙江财经大学 人民出版社

７４ 美国非裔作家论 著作 谭惠娟等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

社

７５ 非遗保护与遂昌昆曲十番研

究
著作

谭　 啸、
罗　 涛、
殷　 、
余娜玮、

刘秀峰等

丽水职业技术学

院、浙江外国语学

院、浙江音乐学院

苏州大学出版社

７６ 开放知识系统及其可拓优化

与服务
著作

潘旭伟、

姜　 毅 浙江理工大学 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实施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３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健身休闲产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健身服务、设施建设、器材装备制

造等业态。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是建设健康浙江的重要内容，对丰富体育产品和服

务供给、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体育产业提质增效、增强经济增长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６〕７７

号）精神，更好地推动全省健身休闲产业发展，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健身休闲产业蓬勃发展，市场主体逐步壮大，健身休闲基础设施不断完

善，群众健身休闲意识不断增强，健身休闲赛事活动丰富多样，健身休闲产业规模约占

体育产业总规模的 ６０％。到 ２０２５ 年，基本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健身

休闲产业体系，打造国际知名的健身休闲目的地和全国领先的高端健身休闲装备制造

集聚地，健身休闲产业总规模达到 ３０００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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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健身休闲项目

（一）普及日常健身。大力实施全民健身计划，推动常态化健身休闲活动全覆盖。

加快发展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徒步、路跑、骑行等普及性运动项目。

传承推广民间传统健身休闲项目及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传统体育项目。鼓励开

发适合老年人、妇女、青少年、儿童特点的运动项目，培育打造一批具有浙江特色的运动

项目。开展全民健身与亚运同行主题活动，办好各类群众性体育赛会，促进全民健身活

动的普及和开展。

（二）发展户外运动。制定全省户外运动发展行动纲要，重点规划一批山地户外、

水上、航空、汽车摩托车、冰雪等户外运动项目。鼓励各类户外运动协会、俱乐部和青少

年户外体育活动营地组织开展户外运动赛事及培训活动，设计开发以户外运动为主题

的体育旅游产品和线路。

三、壮大健身休闲市场主体

（三）支持健身休闲企业发展。鼓励具有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的健身休

闲骨干企业做大做强。发挥各级体育发展专项资金的带动作用，重点支持特色健身休

闲服务、高端健身休闲装备制造和品牌体育赛事等项目。在省级体育用品制造业、体育

服务业示范企业认定中将健身休闲作为重点领域。

（四）加强体育社会组织建设。按照政社分开、管办分离的原则，加快推进体育社会组

织实体化改革。鼓励体育社会组织参加社会组织等级评估。支持体育社会组织参与运动项

目发展规划制订、赛事承办、培训组织和社会服务，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和组织水平。

四、促进健身休闲产业融合发展

（五）大力发展体育旅游。制定促进体育旅游发展的政策措施，加快建设一批在国

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体育旅游目的地，创建一批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培育一批以健

身休闲为特色的旅游度假区、精品旅游景区和旅游风情小镇。

（六）推动体医结合。促进体育运动和传统中医药的融合发展，推广运动处方，积

极发挥体育锻炼在疾病防治以及健康促进等方面的作用。鼓励各级各类有条件的医疗

机构和社会力量设立国民体质监测站点，开办运动康复、中医理疗、健身咨询等服务机

构，推广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运动健康服务。建设一批运动休闲康复示范基地。

（七）支持“健身休闲 ＋互联网”。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平台的运行管理，提供场

馆预订、健身指导、运动分析、体质监测、交流互动、赛事参与等服务。支持传统健身休

闲企业利用大数据、云计算及物联网技术拓展业务。支持智能体育发展，促进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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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健身休闲方面的推广应用。

五、加快健身休闲产业转型升级

（八）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健身休闲服务业、器材装备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结构，提

高健身服务、体育培训、场馆服务、竞赛表演等服务业在健身休闲产业中的比重，打造一

批健身休闲器材装备制造集群。以健身休闲产业为核心，重点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培育

一批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国家全民健身示范区、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单位和项目，打

造一批品牌赛事活动。

（九）提升健身休闲器材装备研发能力。支持企业、用户单位、科研单位、社会组织

等组建跨行业产业联盟，鼓励健身休闲器材装备制造企业向服务业延伸发展，形成全产

业链优势。引导企业增加科技投入，开发科技含量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体育产品，

特别是针对青少年、老年人群体，研发多样化、适应性强的新型健身休闲器材装备。鼓

励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建立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十）推动品牌提升。培育一批健身休闲器材装备制造知名品牌，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开展驰名商标申报。鼓励企业与运动项目协会等体育社会组织开展合作，通过赛事营

销等模式，提高品牌知名度。推动更多浙江品牌产品成为奥运会、亚运会等国际大赛的

指定比赛用品。支持企业参展国内外重大体育产品展览销售平台，提升品牌影响力。

六、加强健身休闲设施建设

（十一）完善健身休闲基础设施网络。实施城乡社区多功能体育设施普及计划，建

设一批社区多功能体育设施等健身休闲设施，打造城市社区 １５ 分钟健身圈。严格执行

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等标准规范有关配套建设健身设施的要求，并实现同步设计、同步

施工、同步投入。完善健身休闲设施的建设标准，规范公共体育设施建设与管理。

（十二）盘活用好现有体育场馆资源。进一步推进公共体育设施、学校体育设施、

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通过信息公开、规范管理、服务提升、补贴扶持、购买

服务等举措，建立体育设施公众共享长效机制。积极探索公共体育场馆所有权与经营

权分离，引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开展多元化经营服务，提高体育场馆资源的综合利用

水平。制定体育场馆公共服务购买标准，完善购买机制，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

务，推动公共体育服务的多层次、多样化供给。利用大型体育场馆的闲置空间，通过合

理的适用性改造，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和体育产业集群。

（十三）布局建设特色健身休闲设施。结合智慧城市、森林公园、绿色出行，重点建

设健身（登山）步道、自行车骑行绿道等户外健身休闲场地设施，形成省域“万里绿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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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加强健身休闲项目配套设施的规划与建设。将体育旅游项目纳入旅游信息服务

平台。

七、优化健身休闲产业发展平台

（十四）打造产业集聚平台。依托全省健身休闲产业初步形成的集聚态势和地域

特色，构建“四区五带”健身休闲产业总体布局。建设杭州现代体育服务业都市区、宁

波海洋体育产业都市区、温州社会力量办体育示范区和金华—义乌健身休闲用品制造

转型发展示范区等 ４ 个健身休闲都市区。建设浙东滨海、浙西—浙南山地、沿钱塘江水

系、沿太湖、沿瓯江水系 ５ 个运动休闲产业带。按照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错位发展的原

则，培育一批省级运动休闲小镇和运动休闲基地。

（十五）鼓励创业创新。加强健身休闲产业创业创新教育服务平台建设，整合政府、

高校、企业以及投融资机构等相关资源，为大学生参与体育休闲产业创业创新提供服务。

依托高校、体育职业俱乐部、大型综合性体育场馆等资源，打造健身休闲产业孵化器。加

强退役运动员职业转型培训，鼓励退役运动员发挥专业特长，投身健身休闲产业。

（十六）培育品牌体育赛事。以品牌体育赛事带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整合本区域

体育赛事资源，积极培育各类户外运动项目品牌赛事，形成一市一品、一县一品的赛事

格局。定期更新发布省重点培育品牌体育赛事名录库，深入挖掘赛事文化内涵，加强品

牌宣传推广。

八、改善健身休闲消费环境

（十七）激发消费潜力。推动群众体育健身活动的普及化、经常化、多样化，实现群

众天天有活动、村居（社区）月月有赛事、乡镇（街道）年年有运动会，丰富健身休闲产品

服务供给。发挥体育明星和运动达人示范作用，激发大众健身休闲消费需求。推动健

身休闲项目进校园，发展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鼓励学校向体育社会组织、体育培训机构

购买服务，着力培养青少年体育运动的意识、技能和习惯。

（十八）完善消费政策。各级政府要将全民健身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保持与国民

经济增长相适应。安排一定比例体育彩票公益金，通过发放健身消费券等方式，提高群

众的健身消费意愿，支持各级各类健身休闲组织机构提供多元化产品和服务。鼓励健

身休闲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试点发行健身休闲联名银行卡，实施特惠商户折扣。引导

保险公司针对不同体育运动项目开发各类体育场馆公众责任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十九）引导消费理念。加大全民健身宣传力度，普及科学健身知识，提高城乡居

民体育健身科学素养。鼓励发展多媒体广播电视、网络广播电视、手机应用程序（ＡＰ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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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健身休闲传媒新业态，提升消费体验。

九、加强组织实施

（二十）持续推动“放管服”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深入实施“最多跑一次”改

革，减少健身休闲领域相关审批事项，实施负面清单管理。探索建立区域性体育资源交

易平台，推进赛事举办权、场馆经营权、无形资产开发等资源公平、公正、公开流转。完

善健身休闲行业信用体系，建立黑名单制度和退出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健全市场

监管体系，规范体育赛事、高危险性体育项目管理。

（二十一）优化规划和土地利用政策。积极引导健身休闲产业集约节约用地、科学选

址，对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规划、环保规划等相关规划的重大健身休闲项目，要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对使用荒山、荒地、边远海岛土地

等建设的健身休闲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出让底价可按不低于土地取

得成本、土地前期开发成本和按规定应收取相关费用之和的原则确定。对民间资本参与

投资并列入省重大产业项目库的体育设施类产业项目，按规定给予土地计划指标奖励。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外布局的重大健身休闲项

目，可按照单独选址项目安排用地。鼓励利用闲置厂房、仓储用房、传统商业用房、农村

闲置房，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的“三改一拆”后的空地及边角地、低效地，建

设健身休闲设施。各级政府可安排一定资金，支持收回、收购低效用地建设健身休闲设

施。鼓励以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方式供应健身休闲项目建设用地。支持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自办或以土地使用权入股、联营等方式参与建设经营健身休闲项目。

（二十二）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充分发挥省转型升级产业基金的引导和放大作

用，推动成立体育产业子基金，重点支持健身休闲产业。逐步增加省扶持体育发展专项

资金规模，有条件的市、县（市、区）要设立体育发展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的健身休闲

企业及社会组织给予项目补助、贷款贴息和奖励。鼓励金融机构为健身休闲企业提供

金融产品，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鼓励政策性担保机构为健身休闲企业提供融

资性担保服务。支持符合条件的健身休闲企业上市和发行企业债券、公司债券、短期融

资券、中期票据、中小企业集合票据、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创新健身休闲产业项目利用

外资方式，有效利用境外直接投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国际商业贷款。推

动成立由社会资本筹资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引导社会力量以出资新建、参与改制、托

管、联合经营等方式参与健身休闲产业。

（二十三）加强人才保障。加大健身休闲专业人才培养力度，支持高校、科研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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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培训机构和相关企业建立健身休闲教学、科研和培训基地。加强职业培训，提升健

身休闲从业人员的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加强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引导社会体

育指导员深入城乡社区各健身站（点）、各类健身场所开展体育健身指导服务。加强健

身休闲产业发展战略和基础理论研究，发挥体育产业研究机构的智库作用。

（二十四）完善标准和统计制度。围绕服务提供、技能培训、活动管理、设施建设、

器材装备制造等方面，制定相关服务规范和质量标准。引导和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国家

和行业标准制定。以国家体育产业统计分类为基础，完善我省健身休闲产业统计监测

机制。

（二十五）健全工作机制。发挥省体育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及时研究健身

休闲产业发展重大事项。各地要把发展健身休闲产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编制健身休闲发展专项规划，结合实际建立体育、发展改革、旅游等

多部门合作的工作协调机制。各有关部门要强化责任落实，完善配套措施，形成政策合

力。各级体育行政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牵头推动健身休闲产业发展，会同相关部门对

各地落实本意见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推进
物流业降本增效行动方案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２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浙江省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行动方案（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已经省政府同意，现印

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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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推进物流业降本增效行动方案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推进物流降本增效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７３ 号）文件精神，结合浙江实际，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激发物流主体活力

（一）优化道路运输通行管理。积极做好跨省大件运输并联许可全国联网工作，加快实

现省内大件运输业务网上办理。出台实施我省低危气体道路运输豁免管理操作政策，适时

争取扩大豁免管理对象范围。（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实行通行证管理措施，对货车在城市道

路的通行时间和线路进行管理，通行时间以夜间为主、日间为辅。（省公安厅负责）

（二）规范公路货运执法行为。推动治超联合执法模式制度化、常态化，交通运输

部门公路管理机构负责监督消除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实施处罚记分。科学设

置公路超限检测站，根据治超工作需要，在高速公路入口增设具有停车、装（卸）载货物

功能的场所。严格执行涉路行政处罚标准和一事不再罚、罚缴分离制度。（省交通运

输厅、省公安厅负责）

（三）完善营运车辆管理和检验检测制度。加快推进全省道路运政信息系统与综

合性能检测站使用的检测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工作，推动实现营运货车网上审验、自动

审验、全省异地签注。（省交通运输厅负责）落实货运车辆年检（安全技术检验）和年审

（综合性能检测）合并政策，允许普通道路营运货车异地检验，减轻检验检测费用负担。

（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质监局负责）

（四）精简快递企业分支机构、末端网点备案手续。快递企业分支机构备案实行全

流程网上办理，落实末端网点备案制度。（省邮政管理局负责）快递企业在住所以外另

设经营场所，住所和经营场所在同一县（市、区）范围内的，可以申请“一照多址”。（省

工商局、省邮政管理局负责）

（五）深化货运通关改革。全面实施一次申报、分步处置，实现企业自报、自缴税

款，为企业提供汇总征税的通关便利。大力推进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积极推进

国家标准版在浙江的推广应用，实现一点接入、共享共用、免费申报。（省海港委、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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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宁波海关、浙江检验检疫局、宁波检验检疫局、浙江海事局、省边防总队负责）

二、加大降税清费力度，切实减轻企业负担

（一）落实物流领域税收优惠政策。继续落实营改增等减税政策。对纳税人自行

采购并交给实际承运人使用的成品油以及支付的道路、桥、闸通行费，符合有关条件的，

落实其进项税额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政策，以及收费公路通行费进项税抵扣政策。

贯彻落实交通运输业个体纳税人异地代开增值税发票管理有关规定。（省国税局负

责）鼓励具备条件的物流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省科技厅负责）

（二）降低车辆通行收费水平。组织开展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试点。推行货车非

现金支付贷记卡，引入商业保理融资服务，减轻企业资金负担。（省交通运输厅、省物

价局负责）落实好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省交通运输厅、省农业厅、省海洋

与渔业局和各设区市政府负责）

（三）加强物流领域收费清理。开展物流领域收费专项检查，着力解决乱收费、乱

罚款等问题。（省物价局负责）完善港口服务价格形成机制，落实新修订的《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省交通运输厅、省物价局、省海港委负责）

三、完善物流网络体系，提升综合服务能力

（一）提升物流枢纽服务能级。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做好与国家级物流

枢纽布局和建设规划的衔接，支持杭州、宁波打造全国综合性交通物流枢纽，建设舟山

江海联运服务中心、义甬舟开放大通道等，支持杭州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提升

杭州空港、宁波舟山港、义乌国际陆港服务能级，加快智慧港建设，提升服务“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能力。布局和完善一批具有多式联运功能的综合物流枢纽，推进

公路、铁路、水运、民航、邮政等基础设施的无缝衔接。积极推进国家级示范物流园区建

设，鼓励发展综合服务型物流园区，促进物流集聚区与产业基地、交通枢纽融合互动发

展。支持沿海港口、省级重点物流园区的公路、铁路、水路集疏运体系建设，畅通港站枢

纽微循环，提升集疏运效率。（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海港委、民航浙江安全

监管局、省邮政管理局和有关设区市政府负责）

（二）完善城市物流配送体系。依托重要交通枢纽、物流集散地，规划建设或改造

升级一批集运输、仓储、配送、信息、交易于一体的综合物流服务基地。鼓励大型商业连

锁企业配送中心、大型工业企业物流设施面向社会开放。统一规范城市配送车辆，鼓励

和支持使用新能源配送车辆，对纳入城市物流配送体系的配送车辆通行、停靠作业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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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支持城市末端配送点建设，提高城市智能投递终端覆盖率。（省商务厅、省发展

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邮政管理局、省公安厅、省建设厅负责）

（三）健全农村物流配送网络。支持供销合作社、邮政企业、快递企业及涉农电子

商务企业自营物流加快向农村地区延伸，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节点体系，提高网点的覆

盖率和稳定性。引导快递企业为特色农产品提供包装、仓储、运输的标准化、定制化服

务，加强农产品产后净化、预冷、保鲜、分等分级、烘干等配套服务能力建设。（省农办、

省供销社、省交通运输厅、省商务厅、省邮政管理局负责）

四、推进物流标准化建设，提高整体运行效率

（一）推广应用高效便捷物流模式。实施一批国家和省级多式联运示范工程，积极

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厢式半挂车多式联运、甩挂运输。加大无车承运人试点力度，扩

大省级试点范围，健全无车承运准入管理、诚信考核、服务标准等制度。（省交通运输

厅、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强化物流标准化应用。鼓励物流企业使用标准化设施设备，支持企业参与制

（修）订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开展省级物流标准化试点，构建物流标准信息

服务平台。（省质监局、省商务厅负责）推进物流车辆标准化，开展不合规平板半挂车、

车辆运输车等车型专项治理，合理确定过渡期和实施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车型替代和

分批退出。（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五、打通信息互联渠道，发挥信息共享效用

（一）加强物流数据开放共享。建立政府物流数据公开目录，向社会开放相关物流

数据资源。（各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推动海港、陆港、空港物流信息互联共享，谋

划建设物流大数据分析应用中心。（省交通运输厅、省海港委、民航浙江安全监管局、

省发展改革委负责）推进应用国家交通运输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支持发展公路干线、城

市配送、集装箱双重运输、航运订舱等互联网信息平台，降低车辆、船舶、集装箱空驶

（置）率。（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二）推动物流活动数据化。强化物联网技术应用，推广使用电子运单、电子仓单、

电子面单等电子化单证。开展物流大数据应用示范，积极支持基于大数据的运输配载、

跟踪监测、库存监控等第三方物流信息平台创新发展。（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

厅、省经信委负责）

（三）推进物流智能化。推进智能机器人、智能物流装备及系统集成在物流领域的

应用，促进货物分拣、包装、存储、装卸、搬运等物流各环节作业模式创新。培育物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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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业机器人应用系统集成商，选择典型物流企业、货物类型、物流作业环节开展物流

机器人应用示范，分类打造物流机器人应用模式标准化样板。推进港口、铁路、机场、公

路货运站场等交通枢纽机器人应用。开展仓储机器人应用试点，在重要物流节点和物

流集散地规划建设或改造一批机器人应用示范基地，建设省级智能化物流仓储示范基

地、国家智能化仓储物流示范基地。鼓励工业企业建设智能化立体仓库，支持大型批发

零售、电子商务、物流企业和储备物资仓库等建设智能仓储系统。（省发展改革委、省

经信委、省科技厅、省商务厅、省交通运输厅负责）

六、深化产业联动融合，促进协同发展

（一）推动物流业与其他产业联动发展。依托产业集群建设一批生产服务型物流

园区，深入开展物流业与制造业联动发展试点示范，鼓励物流企业向综合物流服务商和

供应链集成商转变。（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负责）结合特色农业发展，支持鲜活农

（渔）产品产地预冷、初加工、储运等设施建设，完善农产品批发市场等重要节点物流设

施体系，积极发展农产品物流和冷链物流。（省农办、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二）加快发展现代物流装备产业。重点发展仓储物流装备、装卸物流装备、城市物

流配送装备、特种化学运输装备、特种冷链运输装备和智能化系统集成、物流装备电子、

现代物流大数据与云计算平台等。鼓励集成制造的大型龙头骨干企业，与工业设计、控

制软件等研发企业开展协同创新、协同制造。深入推进现代物流装备产业技术创新综合

试点，加快建设湖州现代物流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省经信委、省发展改革委负责）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物流用地保障。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中综合考虑物流发展

用地，统筹安排物流及配套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布局，在综合交通枢纽、产业集聚区等物流

集散地布局和完善一批物流园区、配送中心等，确保规划和物流用地落实。对纳入国家

和省级示范的物流园区新增物流仓储用地给予重点保障。鼓励通过长期租赁、先租后

让、租让结合等多种方式向物流企业供应土地。对利用工业企业旧厂房、仓库和存量土

地资源建设物流设施或提供物流服务，涉及原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租赁的，经批准可

采取协议方式办理土地有偿使用手续。鼓励中小物流企业入驻标准厂房（小微企业创业

园）。在符合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前提下，现有制造业企业通过提高工业用地容积率、调整

用地结构增加物流仓储等业务设施和经营场所，其建筑面积比例不超过原总建筑面积

１５％的，可继续按原用途使用土地，但不得分割转让。（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负责）

（二）拓宽物流企业投融资渠道。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发支持物流业发展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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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链金融产品和融资服务方案，提升企业融资便利性。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

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和上市等多种方式拓宽融资渠道，支持物流企业利用非金融企业债

务融资工具筹集资金。鼓励社会资本以市场化方式设立现代物流产业发展投资基金，

支持重要节点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现代物流企业

集团。（人行杭州中心支行、浙江银监局、省发展改革委、省金融办负责）

（三）完善物流行业信用体系。加强物流行业与公安、工商、交通运输、银行、保险

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信息共享，建立物流从业单位和从业人员信用信息档案，健全失信

黑名单制度，定期发布严重失信黑名单，完善物流企业及相关责任主体守信激励和失信

惩戒机制。（省发展改革委、省交通运输厅、省公安厅、省工商局、人行杭州中心支行、

浙江银监局、浙江保监局负责）

（四）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检查。各地、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物流降本增效对深化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加强组织领导，明确任务分工，认真落

实国家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各项政策措施以及本行动方案，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建立

工作推进机制。省发展改革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工作指导，及时协调解决政策落实

中存在的问题，定期总结各项工作进展情况，适时开展督查，对政策实施效果开展第三

方评估，重要情况及时报省政府。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安监局等部门关于
在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６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安监局、浙江保监局、省金融办、省经信委、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海洋与渔

业局《关于在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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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高危行业全面推进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通知

省安监局　 浙江保监局　 省金融办　 省经信委

省建设厅　 省交通运输厅　 省海洋与渔业局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是保险机构为投保的生产经营单位提供事故预防服务，在责任

限额内为生产经营单位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有关经济损失等予以赔

偿的保险。近年来，我省一些地方和行业领域探索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积累了一些

经验。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

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部署，现就在全省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重要意义。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

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行业领域生产安全风险高，事故影响大、危害严重。《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制度，在八类高危行业领域强制实施，切实发挥保险机构参与风险评估管控和

事故预防功能。在各地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在八类高危行业领域全面推进安全生产责

任保险，将保险的风险管理机制引入安全生产监管体系，对于强化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完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后的经济保障机制，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改善安全生产

环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指导思想。以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创新机制为手段，以防控事故风险为切入

点，以强化主体责任为基础，以政府保险机构合作、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保本微利、强化

服务为原则，坚持社会公益属性，实行全省统筹、专业经营、系统管理的运作方式，建立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机制，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

（三）实施范围。在全省矿山，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带储存经营以及使用危险化

学品构成重大危险源，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金属冶炼，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班车客

运、包车客运，危险货物运输，交通运输船舶，建筑施工，海洋渔业等行业领域，全面推进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已按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实施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属性相同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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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保险的，从其规定。鼓励、引导其他行业领域特别是使用或易产生可燃爆的粉尘、气

体、液体等爆炸性危险物质的，涉氨制冷的，或船舶修造及拆解、有限空间作业和喷涂等

具有较高生产安全风险的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四）主要目标。到 ２０１８ 年底，力争八类高危行业领域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实现全覆盖，政府、企业、社会多方联动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工作机制

基本完善，企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机制初显成效，事故隐患明显减少，安全

生产管理水平显著提升。

二、工作措施

（一）确定承保模式。在我省从事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业务的保险机构，应具备能提

供优质的保险产品、健全的服务网络、良好的市场信誉、科学合理的理赔程序等条件。

各设区市要结合本地高危行业领域企业安全状况，从维护本地统一、规范、有序、可持续

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秩序出发，坚持保险产品供给与市场容量相匹配原则，确定本

地区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承保模式。保险机构要合理确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额。对依

法可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人员，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每人每次事故伤亡赔偿限额不低于

３０ 万元；对未依法参加工伤保险的人员，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每人每次事故伤亡赔偿

限额不低于 ５０ 万元；鼓励生产经营单位按需投保更高保额。

（二）制定承保方案。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快建立与保险机构的工作合作机制，

积极向承保机构提供本地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基本情况、企业安全生产基本信息，为

承保机构确定保险费率提供参考。承保机构要开展相关高危行业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

险项目调研，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加强风险数据收集和分析研究，综合考虑生产经

营单位所属行业领域、规模、业态等方面的风险差别，大力开发符合高危行业领域实际

且生产经营单位可接受的特色保险产品，以主险和附加险方式为企业提供投保选择。

（三）科学确定保险费率。承保机构要强化现场勘查，对投保单位进行风险评估，

充分考虑我省各相关行业情况，明确基准费率，并根据投保单位性质、规模、安全管理水

平以及风险等级等要素，合理确定费率水平，切实减轻投保企业负担。

（四）积极引导企业投保。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指导各级保险行业协会会同承保机

构，广泛深入宣传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制度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将安

全生产责任保险保费计入生产经营单位的成本，按照国家有关部委的规定规范列支；把

企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情况纳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用等级等评定体系。承

保机构要依法妥善解决整合其他商业保险等问题，优化整合雇主责任险、意外伤害险等

商业险种。各地要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发挥保险功能作用促进我省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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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意见》（浙政发〔２０１４〕３６ 号）的规定，结合实际，对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

工作给予财政资金支持。

（五）化保险服务。浙江保监局要指导省级承保机构加强全省统一的服务规范建

设，编制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服务手册，严格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服务程序和标准；改

进服务方式，提高投保效率，简化投保手续，建立本系统全省统筹的快速理赔机制，保证

赔付过程公开、透明、方便、快捷，最大程度保障投保企业的合法权益。加强保险从业人

员诚信教育，培育保险诚信文化。鼓励承保机构在投保企业比较集中的县（市、区）设

置分支机构或服务点。

（六）加强对承保机构的监管。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将信用管理引入对本地承保机

构和第三方服务机构的监督机制，重点是加强对各类机构的服务水平、服务能力和保障

工作等的评价。保监部门要加强相关政策措施研究，鼓励和引导承保机构开展产品创

新和服务创新，督促承保机构规范经营，查处扰乱市场的违法经营行为，建立和维护统

一、规范、有序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市场秩序。承保机构要定期向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提

供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承保、服务等数据。

三、充分发挥保险对生产安全的促进作用

（一）实行差别化浮动费率机制。支持承保机构将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用等级

记录等作为费率调整因子，并根据企业上一年度安全生产状况或安全生产信用等级、保

险赔付情况，每年浮动调整 １ 次，倒逼企业重视安全生产、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二）加强安全社会化服务。支持承保机构在保险合同中明确，安排专门的安全风

险管控服务资金，用于组织开展针对投保企业的日常风险管理、隐患排查、职业病危害

防治、安全生产宣传培训等保险服务工作；可组建专门的安全服务团队，也可聘请经工

商登记注册、具备相应安全生产专业服务能力、信用良好的第三方服务机构，为投保企

业提供隐患排查等风险管理专业化服务，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书面整改意见，督促投保企

业加强事故预防能力建设；根据事故调查结果向投保企业提出加强安全生产风险管控

及问题整改的建议。

（三）完善安全监管与保险联动机制。有关监管部门与承保机构要建立资源共享

的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管理平台，实现高危企业投保、隐患排查治理、风险等级以及安全

标准化、信用情况等信息即时互通。承保机构要及时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供对投保企业

隐患排查治理和风险管控服务的相关信息。投保企业未落实重大隐患整改措施的，有

关监管部门要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督促落实，并视情在安全标准化、信用等级等评定方面

调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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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支持保障力度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高危行业全面推进安全生产

责任保险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安监部门负责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综合监管，以及职

责范围内行业领域的推进工作；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其他有关部门负责本行业领

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的具体推进和监管工作；保监部门负责指导承保机构做好安全生

产责任保险工作。

（二）编制工作方案。各地要结合本地实际，梳理摸清高危行业企业情况，根据企

业规模、业态、安全风险、工作难易程度等，抓紧编制并组织实施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

做到重点突破、分类施策，确保完成工作任务。

（三）加强财政支持。省财政根据政保合作项目特点和开展情况，通过保费补贴、

以奖代补等方式，对推进工作力度大和成效明显的县（市、区）给予适当财政支持。具

体办法由省财政厅会省安监局及有关部门研究制定。

（四）加强督促考核。各级政府要完善安全生产目标责任制管理考核机制，将高危

行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投保覆盖率纳入考核。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
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１４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省委十四届二次

全会精神，以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７〕７９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经省政府同意，现

就进一步激发民间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化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革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投

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７４ 号）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

公厅关于印发企业投资项目“最多跑一次”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浙政办发〔２０１７〕９１

号）要求，努力打造全国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企业获得感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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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省份。迭代提升和推广应用浙江政务服务网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加快建设

“１２５３”公共数据共享体系，实现投资项目数据共享和应用。制订全省相对统一的企业

投资项目审批事项标准化清单、办事指南及通用格式文本。创新和完善环境影响、安全

等评价审批管理方式，推行免于办理评价、网上在线备案、承诺备案管理、简化评价内容

等措施。加快推进企业投资项目联合验收、测验合一改革。开展民间投资项目报建审

批情况清理核查，逐项梳理已报审的民间投资项目，清查各类审批事项办理情况，明确

办理时限。推行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改革，加快开展绍兴市柯桥区行政审批集成式改

革。（省编办、省发展改革委、省环保厅、省建设厅、省数据管理中心负责）

二、支持民间投资创新发展

坚持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切实提高资本效率，促进民间投资合理增

长。积极打造数据强省、云上浙江，大力实施《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浙江行动纲要》，鼓励民

营企业进入轨道交通装备、集成电路、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产业链长、带动效应

显著的行业领域。谋划实施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建设行动计划，引导民间资本参与

重大项目建设。支持“双创”示范基地、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建设，提高为民营企业投

资新兴产业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建设全国一流的科技成果交易中心，不断加快技

术市场交易方式创新，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资本化和产业化。完善省领导与省外浙江商

（协）会等组织的挂钩联系机制，发挥浙江商会、浙江大学校友会等的桥梁作用，支持在

外浙商科技成果在我省转化。（省发展改革委、省经信委、省科技厅负责）

三、规范有序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ＰＰＰ）模式

建立健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协同，逐步统一 ＰＰＰ 项目

库和专家库。加大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开放力度，支持民间资本股权占比高的社

会资本参与 ＰＰＰ项目，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鼓励通过移交—运营—移交（ＴＯＴ）等方

式，规范有序盘活基础设施优质存量资产，拓展民营企业投资领域，形成资产变资金、资

金变资本的可持续投融资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 ＰＰＰ 项目价格收费机制和动态调整

的财政补贴机制。推进杭绍台铁路、杭温铁路等 ＰＰＰ示范项目和嘉善县国家重大市政

工程领域 ＰＰＰ创新试点建设。（省发展改革委、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物价局负责）

四、切实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本

严格落实国家和我省企业减负担降成本各项措施，进一步挖潜降低民营企业经营成

本。落实和完善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大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小型微利企业范

围，落实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继续清理涉企收费，加大

对乱收费的查处和整治力度，取消或停征不合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深化电力、石油天

—４３—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推进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实行工业用地弹性年期出让制度，

用好用足标准厂房、科技孵化器用地支持政策，降低企业用能、用地、物流成本。精简归

并“五险一金”，允许企业适当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规范港口、机场、高速公路等经

营性收费，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物流成本。（省发展改革委〔省能源局〕、省财政厅、省人

力社保厅、省国土资源厅、省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地税局、省物价局、省国税局负责）

五、努力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加大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力度，营造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良好环境，深化国企国

资、财政金融等改革。加快推进钱塘江金融港湾建设，扎实抓好各类国家级金融改革试

点，加大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推进以企业上市和并购重组为核心的“凤凰行动”，支持

民营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实施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专项行动，推动解决银行

业金融机构对企业抽贷、压贷、断贷等问题。推进浙江省湖州市、衢州市绿色金融改革创

新试验区建设。（省财政厅、省国资委、省金融办、浙江银监局、浙江证监局负责）

六、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落实我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实施意见，依

法甄别纠正社会反映强烈的产权纠纷案件。建立健全政府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机

制，倾听民营企业的呼声。完善公开、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全面实施不断完善市场准

入负面清单制度，破除歧视性限制和各种隐性障碍，实施公平竞争审查机制。健全知识

产权侵权判定咨询机制和纠纷行政调解制度，依法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组织

开展民营企业家专业化、精准化培训，提升民营企业经营管理水平。（省发展改革委、

省工商联、省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负责）

七、建立健全工作机制

各地、各有关单位要认真落实《指导意见》和本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激发民间

有效投资活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工作的领导，抓紧分解工作任务，加强协同配合；

全面梳理党中央、国务院已出台的鼓励民间投资政策措施，逐项检查各项政策措施在本

地区、本领域落实情况；建立健全政务舆情收集、研判、处置和回应机制，切实做好民营

企业关切事项的回应工作，及时跟踪相关工作进展情况，认真研究民间投资中的新情况

和新问题。省发展改革委要加强统筹协调，对《指导意见》和本通知落实情况进行督促

指导和跟踪分析，总结推广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重要事项及时向省政府报告。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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