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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浙江省军区
关于表彰 ２０１２ 年征兵工作
先进单位和个人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３３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军分区（警备区）、

县（市、区）人武部，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２０１２ 年各地、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
中央军委征兵命令，积极适应征兵工作改革，加强

组织领导，深入宣传发动，坚持规范征兵、廉洁征

兵、创新征兵、安全征兵，圆满完成了新兵征集任

务，涌现出一批先进单位和个人。为树立典型、鼓

励先进，促进全省征兵工作健康发展，决定对下列

２９ 个单位和 ４０ 名个人予以通报表彰：
一、先进单位（２９ 个）
１．先进市：宁波市、嘉兴市、舟山市。
２．先进县（市、区）：杭州市江干区、西湖区、滨

江区，富阳市；宁波市镇海区，余姚市，宁海县；温州

市龙湾区、瓯海区，永嘉县；德清县，长兴县；嘉兴市

南湖区，平湖市；诸暨市，上虞市；金华市婺城区，浦

江县；衢州市衢江区，江山市；舟山市定海区；台州

市椒江区、黄岩区，临海市；云和县，松阳县。

二、先进个人（４０ 个）
张莹尹 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副处长

龚礼安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医院主治医师

刘焕生 杭州市余杭区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郭　 坚 建德市常务副市长

陆兰春 淳安县里商乡武装部部长

金　 梅 宁波市第六医院副院长

李传斌 宁波军分区司令部参谋

卢昌平 宁波市鄞州区人武部副部长

陈国作 象山县人武部部长

许绍策 温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科员

王英姿 温州市龙湾区卫生局副局长

林明山 温州市瓯海区卫生局党委副书记

杨国富 平阳县人武部副部长

罗晴军 永嘉县人武部政委

俞仲兴 嵊州市常务副市长

陈学军 绍兴市越城区皋埠镇人民医院

主治医师

梁莹初 新昌县公安局城东派出所教导员

刘晓洪 嘉兴市秀洲区人武部部长

黄江莺 海盐县副县长

陈　 军 桐乡市人武部政工科长

潘建中 湖州市吴兴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王云香 湖州市南浔区千金镇镇长

徐礼明 安吉县副县长

徐宝胜 金华市中心医院主治医师

何　 强 永康市人武部副部长

陈海标 磐安县公安局政委

姜小明 开化县人武部部长

叶菊贞 龙游县人民医院副院长

樊有卫 常山县大桥头乡乡长

张禾波 舟山市普陀区常务副区长

胡国祥 岱山县常务副县长

徐仁标 台州市路桥区区长

唐跃华 三门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方道斌 仙居县人武部军事科参谋

戴岳楚 台州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

胡昌盛 丽水市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盛奎华 丽水市国动委综合办专职副主任

罗运乾 遂昌县常务副县长

陈汛敏 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动员处参谋

欧阳高攀 浙江省军区政治部纪检处干事

望上述受表彰的单位和个人谦虚谨慎，再接再

厉，进一步做好征兵工作，为部队输送更多的优质

兵员。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征兵工作者要向先

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学习，积极做好我省征兵工作，

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浙 江 省 人 民 政 府

浙 江 省 军 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 日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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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３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印发给你们，请各地、各有关部门认真组织实施。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浙江省 ２０１３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

　 　 为确保实现 ２０１３ 年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
标，结合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要求，制定

本计划。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省第十三次党代

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建设生态文明为

统领，以保障人民群众环境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保护环境、优化发展、维护权益为工作方针，

强化刚性约束，突出结构调整，完善基础设施，规

范监督管理，创新工作机制，减少污染物排放，持

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确保完成年度污染物减排

任务。

二、编制依据

（一）《国务院关于印发节能减排“十二五”规

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２〕４０ 号）。
（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

“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的通知》

（国办发〔２０１３〕４ 号）。
（三）《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１５ 号）。
（四）《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节能

减排行动计划和综合性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１〕８７ 号）。
（五）《环境保护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监察部关于印发“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

排统计、监测办法的通知》（环发〔２０１３〕１４ 号）。
（六）《环境保护部关于印发〈“十二五”主要

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细则〉的通知》（环发〔２０１１〕
１４８ 号）。

（七）《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环境

资源配置量化管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８ 号）。
三、编制原则

（一）系统控制原则。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

必要的行政手段，从资源消耗、人口变化、结构调

整、工程治理和监督管理等全过程提出相应措施

和对策，全面系统推进污染减排工作。

（二）动态管理原则。按照地区生产总值、人

口、能源消耗等变化趋势动态测算污染物新增量。

以工程治理和产业结构调整为基础，以资金、措施

落实为重要依据，动态测算新增削减量。

（三）责任落实原则。将减排的目标责任层

层分解到部门和地区，将具体的减排任务落实到

单位和企业，明确工作重点，严格考核制度，确保

各项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四）与环境统计相衔接原则。在减排潜力分

析、责任目标落实、计划措施制订等方面与环境统

计数据相衔接，确保年度计划的准确性和可达性。

四、减排目标

“十二五”前两年，全省化学需氧量（ＣＯＤ）、
氨氮（ＮＨ３—Ｎ）、二氧化硫（ＳＯ２）和氮氧化物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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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ＯＸ）排放量累计削减 ６ ６１％、５ ２１％、８ ４５％
和 ５ ２１％，已分别完成“十二五”减排目标的
５８％、４２％、６３％和 ２９％。２０１３ 年全省主要污染

物减排目标为：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和氮

氧化物排放量在 ２０１２ 年基础上分别削减 ２ ８％、
２ ８％、４ ０％和 ４ ０％。

各设区市 ２０１３ 年度减排目标

地　 区
２０１３ 年度减排目标

ＣＯＤ ＮＨ３—Ｎ ＳＯ２ ＮＯＸ

杭州市 ３ ０％ ３ ０％ ４ ０％ ４ ０％

宁波市 ３ ５％ ３ ５％ ５ ０％ ８ ０％

温州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４ ０％

湖州市 ２ ８％ ２ ８％ ３ ５％ ４ ０％

嘉兴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４ ５％

绍兴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４ ０％

金华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５ ０％

衢州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４ ０％

舟山市 ２ ０％ ２ ０％ ０ ０

台州市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３ ０％

丽水市 ２ ５％ ２ ５％ １ ０％ ０

全省 ２ ８％ ２ ８％ ４ ０％ ４ ０％

　 　 五、主要任务
（一）大力推进结构减排。

１ 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加强环境资源配置
量化管理，建立排污总量控制激励制度，以纳税工

业企业单位排污量为主要评价标准，综合考虑用

地、用电、耗能等因素，通过量化考核、综合排序和

分行业“三三制”排序等，实行差异化减排考核政

策，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２ 强化污染整治提升。在巩固提升铅蓄电
池、电镀行业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制革、

造纸、印染、化工 ４ 个行业的整治提升工作。鼓励
优势水泥企业主导的兼并重组，推动节能环保、生

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发挥节能减排的倒逼作用，加快淘汰

高耗能、高污染的产能和技术。

３ 严格环境准入制度。严格落实建设项目
主要污染物总量削减替代制度，完善新（扩、改）

建项目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管理办法，新（扩、

改）建工业项目新增的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应

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有偿取得。

４ 推进能源结构优化。推进煤炭的清洁高
效利用，充分利用现有电源资源，推动上大压小、

中小机组油改气、大机组供热改造。热电行业继

续淘汰中温中压及以下机组，加快拆除链条炉、抛

煤炉和已实施集中供热区域内的分散小锅炉。努

力提高清洁能源在我省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

加大天然气供应，鼓励节约用煤和使用优质煤，加

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

（二）着力推进工程减排。

１ 抓好污水处理厂运行管理和提标改造。
加快推进污水处理厂中控系统建设，强化监管，确

保污水处理厂正常稳定运行，切实发挥减排作用。

加大中水回用、管网等工程建设力度，加快污泥处

置设施建设，努力实现污泥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

化。加快推进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

发展有限公司、上虞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嘉兴联

合污水处理厂等一批污水处理厂的提标、扩建改

造工作。

２ 强化农业源污染减排。按照畜禽养殖量
和污染物排放量双控制度，开展全省规模化畜禽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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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殖环境检查，指导督促相关企业按照农业源核

查核算要求，进一步建立健全减排台账资料，完善

污染治理设施，提高主要污染物去除率。

３ 推进重点行业脱硫脱硝。采取低氮燃烧
和烟气脱硝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推进全省 ４６ 条水
泥熟料生产线脱硝改造，切实提高脱硝设施建设

标准，发挥长效减排作用。推进电力企业的脱硝

工程和脱硫设施烟气旁路拆除工作。按要求实施

重点燃煤机组脱硝工程和脱硫设施烟气旁路拆除

工作，在 ２０１３ 年底前，完成 １５７ 台机组的脱硝工
程和 ２７ 台机组的脱硫设施烟气旁路取消工作。
４ 加强机动车污染减排和油品提升。全省

适度控制新车增速，加大黄标车淘汰力度。加快

推进油品提升工作，加强车用油品质量监管，确保

车用汽油、柴油达到标准要求。

（三）切实加强监管减排。

１ 实施刷卡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在国控、省
控等废水、废气重点污染源建设企业刷卡排污总

量自动控制系统，建立刷卡排污质量监管体系。

进一步规范排污许可证的管理，排污企业不得超

过排污许可证核定的允许排放量排放污染物，对

偷排、漏排、超总量排放的，依法严肃查处。

２ 强化环境执法监管。深入开展各类环保
专项执法行动，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对重点污染源的执法检查力度。深化环保公安执

法联动机制建设，组织开展联合执法月行动；加强

与监察部门联动，强化执法督查；加强基层环保执

法，推进网格化精细化管理。大力推进企业自我

监督机制和社会监督体系建设，加强企业环境监

督员、农村环保联络员、社会环保监督员队伍建

设。

３ 强化减排目标责任考核。层层分解和落
实 ２０１３ 年度减排目标，明确减排项目责任单位、
完成时间、减排措施等具体要求。采取通报、预

警、对接、约谈、限批等措施，不断提高监管减排成

效。继续强化考核结果应用，将年度考核结果作

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

容，纳入政府绩效管理，实行问责制。

六、重点项目

（一）化学需氧量（ＣＯＤ）减排项目。
１ 工程减排项目 ３６７ 个，预计削减化学需氧

量 ４ ４９ 万吨。其中，近两年间建成且为新申报减
排项目的污水处理厂（站）共 １３４ 座，预计削减化

学需氧量 １ １５ 万吨；扩建改造、扩大收集管网覆
盖面、开展深度治理及中水回用的污水处理厂

（站）共 ９１ 座，预计削减化学需氧量 ２ ９０ 万吨；
工业企业实施工程治理项目 １４２ 个，预计削减化
学需氧量 ０ ４４ 万吨。
２ 结构减排项目 ２９２ 个，预计削减化学需氧

量 ０ ５８ 万吨。
３ 监管减排项目 ２ 个，预计削减化学需氧量

０ １１ 万吨。
４ 农业畜禽养殖减排项目 ４０９ 个，预计削减

化学需氧量 １ ０６ 万吨。
以上化学需氧量减排项目合计 １０７０ 个，预计

削减化学需氧量 ６ ２４ 万吨。
（二）氨氮（ＮＨ３—Ｎ）减排项目。
１ 工程减排项目 ３６７ 个，预计削减氨氮 ５３２５

吨。其中，近两年间建成且为新申报减排项目的

污水处理厂（站）共 １３４ 座，预计削减氨氮 １３０５
吨；扩建改造、扩大收集管网覆盖面、开展深度治

理及中水回用的污水处理厂（站）共 ９１ 座，预计
削减氨氮 ３７７９ 吨；工业企业实施工程治理项目
１４２ 个，预计削减氨氮 ２４１ 吨。

２ 结构减排项目 ２９２ 个，预计削减氨氮 ５５３
吨。

３ 监管减排项目 １ 个，预计削减氨氮 ７３ 吨。
４ 农业畜禽养殖减排项目 ４０９ 个，预计削减

氨氮 １７２０ 吨。
以上氨氮减排项目合计 １０６９ 个，预计削减氨

氮 ７６７１ 吨。
（三）二氧化硫（ＳＯ２）减排项目。
１ 工程减排项目 ２３３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３ ２４ 万吨。其中，热电烟气脱硫改造工程减排项
目 ６５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１ ３３ 万吨；钢铁烧结
机脱硫项目 ３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０ ９９ 万吨；
清洁能源替代减排项目 １１５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
硫 ０ ３５ 万吨；非电非钢企业工程治理减排项目
５０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０ ５７ 万吨。

２ 结构减排项目 １９３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０ ７０ 万吨。其中，关停小火电项目 ５ 个，预计削
减二氧化硫 ０ １９ 万吨；关停落后产能项目 １８０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０ ３４ 万吨；新建集中供热
设施替代锅炉项目 ８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０ １７
万吨。

３ 监管减排项目 １２２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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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３１ 万吨，其中省统调火电机组取消旁路项目 ２７
个，预计削减二氧化硫 ２ ２８ 万吨。

以上二氧化硫减排项目共 ５４８ 个，预计削减
二氧化硫 ７ ２５ 万吨。

（四）氮氧化物（ＮＯｘ）减排项目。
１ 工程减排项目 ３１８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７ ８６ 万吨。其中，电力行业脱硝工程减排项目
１５６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５ ８４ 万吨；水泥行业
脱硝工程治理减排项目 ４６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１ ９１ 万吨；非电非水泥企业脱硝工程治理减排项
目 １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０ ０２ 万吨；清洁能源
替代减排项目 １１５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０ ０９ 万
吨。

２ 结构减排项目 １９３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０ ５１ 万吨。其中，关停小火电项目 ５ 个，预计削
减氮氧化物 ０ ２１ 万吨；关停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

２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０ ０６ 万吨；关停落后产
能项目 １７８ 个，预计削减氮氧化物 ０ ２２ 万吨；新
建集中供热设施替代锅炉项目 ８ 个，预计削减氮
氧化物 ０ ０２ 万吨。
３ 全省采取机动车减排措施 １１ 项，预计淘

汰机动车 ８ 万辆以上，机动车环保标志发放率
８５％，全省车用汽油升级为国Ⅳ，预计削减氮氧化
物 １ ８０ 万吨。

以上氮氧化物减排项目共 ５２２ 个，预计削减
氮氧化物 １０ １７ 万吨。

（五）国家“十二五”减排目标责任书中 ２０１３
年度减排项目。

根据国家与我省签订的“十二五”主要污染

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２０１３ 年我省共有 ７５ 个
责任书项目，各有关市要认真组织落实，确保按期

保质完成。

序号 地区 企业（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责任单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杭

州

市

杭州石化有限责任公司 气浮、隔油 ＋生化处理 杭州市政府

杭州航民美时达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萧越染织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嘉濠印花染整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浙江圣山科纺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集美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鸿江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华仑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浙江庆丰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萧山区政府

杭州庆丰农化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萧山区政府

杭州萧山康盛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萧山区政府

浙江新东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萧山区政府

杭州新欣种猪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萧山区政府

杭州千岛湖科普养鸡园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淳安县政府

浙江杭州大马水泥有限公司 １＃
水泥熟料生产线

水泥脱硝 临安市政府

浙江临安大地化工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临安市政府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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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宁

波

市

浙江国华浙能发电有限公司 ２＃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宁波市政府

浙江大唐乌沙山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 ３＃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宁波市政府

国电北仑第一发电有限公司 １＃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宁波市政府

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 ３＃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宁波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镇海炼化分公司 炼油达标污水回用工程 镇海区政府

镇海炼化分公司 乙烯达标污水回用工程 镇海区政府

宁波北仑岩东排水有限公司 中水回用 北仑区政府

宁波钢铁有限公司 １＃烧结机脱
硫

烧结机脱硫，综合脱硫效率达

７０％以上 北仑区政府

浙江正大畜禽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北仑区政府

宁波城市排水有限公司南区污水

处理厂
中水回用 鄞州区政府

宁波黄家埠滨海污水处理有限公

司
新增水量，负荷率达 ７５％以上 余姚市政府

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１＃熟料生产线 水泥脱硝 余姚市政府

宁波久久红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余姚市政府

余姚市恒大禽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余姚市政府

慈溪市杭州湾水处理有限公司 新增水量，负荷率达 ７５％以上 杭州湾新区

管委会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３６

温

州

市

浙江浙能温州发电有限公司 ６＃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温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公司 １＃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温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浙江浙能乐清发电有限公司 ２＃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温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温州市精诚皮革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瓯海区政府

滨海园区第二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负荷率达 ７５％以上 温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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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仙桥集团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 ＋深度治理 瑞安市政府

瑞安市华鑫禽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瑞安市政府

温州三强皮业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平阳县政府

温州市金桥纸业有限公司 生化处理 ＋深度治理 苍南县政府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湖

州

市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 ２＃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湖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浙江浙能长兴发电有限公司 ４＃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湖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碧浪污水处理厂 新增水量，负荷率达 ７５％以上 吴兴区政府

浙江大港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吴兴区政府

湖州光正水质净化有限公司 新增水量，负荷率达 ７５％以上 南浔区政府

浙江凤山奶牛养殖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德清县政府

湖州槐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１＃
水泥熟料生产线

水泥脱硝 长兴县政府

湖州槐坎南方水泥有限公司 ２＃
水泥熟料生产线

水泥脱硝 长兴县政府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嘉

兴

市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３＃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嘉兴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浙江浙能嘉华发电有限公司 ４＃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嘉兴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嘉兴市舜荣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南湖区政府

嘉兴市士法禽业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南湖区政府

嘉兴市永泉织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嘉善县政府

叶文辉养鸡场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海盐县政府

５５

５６

绍

兴

市

绍兴市越州家禽育种有限公司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越城区政府

绍兴东龙针纺织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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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浙江振越染整砂洗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维艺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兴美达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稽山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怡创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绍兴县绿叶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绍兴县爱利斯纺织染整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绍兴县广丰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宝纺棉麻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百瑞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浙江绍兴县振亚印染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节水 绍兴县政府

６８

６９

金

华

市

浙江浙能兰溪发电有限公司 １＃
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金华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义乌水处理中心污水处理厂 中水回用 义乌市政府

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７４

台

州

市

台州发电厂 ７＃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台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台州发电厂 ９＃机组 火电脱硝，综合脱硝效率达 ７０％
以上

台州市政府

省能源集团

浙江海正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椒江区政府

前所种鸡场
雨污分流 ＋干清粪 ＋畜禽粪便资
源化利用

椒江区政府

浙江新农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深度治理 仙居县政府

７５
丽

水

市

浙江同丰革基布有限公司 纳管 ＋中水回用 丽水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

　 注：经环保部同意，浙江浙能北仑发电有限公司列入本年度减排责任书的项目由 ４＃机组脱硝调整为 ３
＃机组脱硝。

省政府文件



浙江省人民政府公报(总第 1015 期) 11

书书书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

要把污染减排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

态文明必须完成的硬任务，进一步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上来，强化组织领

导，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工作措施，确保完成今年

的污染减排任务。

（二）创新工作机制。进一步优化环境资源

配置，强化源头调控，实施量化管理，建立主要污

染物总量指标量化管理制度，分阶段推进企业刷

卡排污总量控制工作，不断深化和完善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建立产业转型升级排污总量

控制考核激励制度，严格执行建设项目主要污染

物总量削减替代制度。到 ２０１３ 年底，初步建立优
化环境资源配置实施量化管理制度体系。

（三）加大督查力度。对列入减排计划的污

水处理厂、印染、造纸、电力、钢铁、水泥、畜禽养

殖、机动车减排等“七厂（场）一车”减排项目建

设，加强现场督查指导，抓好项目实施。各地要与

减排计划项目实施单位签订责任书，逐个予以落

实。各级环保部门要加强减排日常督查，完善环

保长效管理机制，适时组织专项督查、暗查，对重

点和难点问题实行挂牌跟踪督办，重点加强对污

水处理厂、电厂、热电厂和其他国、省控重点企业

的现场监管。

（四）强化减排基础。持续推进减排统计、监

测和考核体系建设，按照“项目化、数据化、精细化、

刚性化”的减排管理要求，重点抓好污水处理厂、电

厂、水泥厂等减排设施运行管理，做好减排月报和

季报、减排形势分析、减排核查核算等基础性工作。

加强减排监测体系建设，提高污染源自动监控数据

传输有效率，及时公布企业自行监测和监督性监测

结果，确保减排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

（五）深化宣传教育。通过报纸、电视、广播、

网络等各种载体，广泛宣传党委、政府关于污染减

排的决策部署和已取得的成效，提高全社会对污

染减排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组织开展污染减

排科普活动，增进社会各界对污染减排工作的了

解。落实环境质量公报、污染减排结果发布和企

业环境行为公告等制度，强化环境信息公开和环

境公众参与，切实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

和监督权。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表彰 ２０１２ 年度
吸引浙商设立功能性机构考评优秀单位的通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３５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

支持浙商创业创新促进浙江发展的若干意见》

（浙委〔２０１１〕１１９ 号）精神，省支持浙商创业创
新促进浙江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全省组

织开展了 ２０１２ 年度吸引浙商设立功能性机构
工作的考评。为鼓励先进、促进工作，省政府决

定对杭州市下城区等 １０ 个考评优秀单位予以
通报表彰，并对考评优秀单位各奖励 １０００ 万
元。各获奖单位要着力提高资金使用绩效，集

中用于支持浙商创业创新、引导发展总部经济、

促进经济转型升级，不得用于建设各类“楼堂馆

所”和发放各类津贴、补贴等。

希望各优秀单位戒骄戒躁，再接再厉，在新的

一年里取得更大成绩。各市、县（市、区）要以优

秀单位为榜样，勇于开拓，敢于创新，努力在吸引

浙商设立功能性机构方面取得新的成绩，不断扩

大浙商创业创新工作实效，为干好“一三五”、实

现“四翻番”，加快推进建设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

现代化浙江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２０１２ 年度吸引浙商设立功能性机构考
评优秀单位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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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０１２ 年度吸引浙商设立功能性机构
考评优秀单位名单

　 　 杭州市下城区、杭州市江干区、杭州市西湖
区、杭州市余杭区、嘉兴市南湖区、桐乡市、诸暨

市、义乌市、丽水市、松阳县。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
第一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和

第一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通知
浙政发〔２０１３〕３７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省政府同意省文化厅评选的第一批浙江省珍

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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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１ 第一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２２８
部）

２ 第一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
单（１１ 个）

浙江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９ 日

附件 １

第一批浙江省珍贵古籍名录
（２２８ 部）

００００１　 石斋先生经传九种五十六卷　 （明）黄道周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郑肇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０２　 易经旁训三卷　 （元）李恕撰　 明万历二十三年（１５９５）郑汝璧、田畴等刻五经旁训本　 清翁方

纲圈点　 清徐同柏跋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００３　 平湖柯春塘先生易说三十九卷　 （清）柯汝霖撰　 稿本　 金兆蕃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０４　 易释不分卷　 （清）黄以周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０５　 胡氏禹贡锥指勘补十二卷　 （清）姚燮撰　 手稿本　 佚名校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０６　 周礼二十卷　 （明）陈深批点　 明凌杜若刻朱墨套印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０７　 注释古周礼五卷考工记一卷　 （明）郎兆玉撰　 明天启郎氏堂策槛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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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０８　 五礼异义不分卷　 （清）黄以周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０９　 律吕图说二卷　 （清）王建常撰　 清康熙王弘撰待庵刻本　 清姚景夔题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０　 古乐书二卷　 （清）应扌为谦撰　 稿本　 清方芸荪批校　 清朱剑芝题签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１１　 论语后案二十卷　 （清）黄式三撰　 清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鲁岐峰活字印本　 陈汉章批校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２　 孟子二卷　 题（宋）苏洵批点　 明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吴兴闵齐?刻三色套印本　 佚名题签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１３　 孟子四考四卷　 （清）周广业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１４　 四书翼注论文三十八卷　 （清）张甄陶撰　 清乾隆五十二年（１７８７）浙湖竹下书堂刻本　 平湖市

图书馆

０００１５　 说经札记十卷　 （明）蔡汝楠撰　 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蔡武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６　 松源经说四卷　 （清）孙之马录撰　 清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春草园刻本　 孙毓修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７　 五雅四十一卷　 （明）郎奎金编　 明天启六年（１６２６）郎氏堂策槛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８　 说文经字录三卷　 （清）李宗莲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１９　 六书故三十三卷六书通释一卷　 （元）戴侗撰　 明毛氏汲古阁影元抄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２０　 谐声品字笺九卷 　 （清）虞咸熙撰 　 （清）虞德升续撰 　 （清）虞嗣集补注 　 清康熙十六年

（１６７７）陆颀、陆颢刻二十三年（１６８４）虞嗣集增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２１　 钟鼎字源五卷附录一卷　 （清）汪立名撰　 清康熙五十五年（１７１６）汪立名一隅草堂刻本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０２２　 六书通六卷　 （明）闵齐?撰　 （清）毕弘述篆订　 清康熙五十九年（１７２０）基闻堂刻本　 浙江图
书馆

０００２３　 仓颉篇校证三卷补遗一卷　 （清）孙星衍原辑　 （清）梁章钜重编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２４　 仓颉篇校证三卷补遗一卷　 （清）梁章钜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２５　 古今韵会举要小补三十卷　 （明）方日升撰　 明万历三十四年（１６０６）周士显建阳刻本　 温州市

图书馆

０００２６　 元音统韵二十八卷　 （明）陈荩谟撰　 清康熙五十三年（１７１４）范廷瑚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２７　 杜韩诗句集韵三卷　 （清）汪文柏撰　 清康熙四十六年（１７０７）古香楼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０２８　 音均部略不分卷诗音谱略不分卷　 （清）黄式三撰　 稿本　 清杨文莹跋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２９　 释名四卷　 （汉）刘熙撰　 明刻广汉魏丛书本　 清诸可宝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３０　 车酋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十三卷　 （汉）扬雄撰　 （晋）郭璞注　 清嘉庆六年（１８０１）樊廷绪

刻本　 清陶方琦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３１　 后汉书九十卷　 （刘宋）范晔撰　 （唐）李贤注　 志三十卷　 （晋）司马彪撰　 （梁）刘昭注　 明

崇祯十六年（１６４３）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本　 清孙衣言校点　 温州市图书馆
存八十四卷（一至三、十至九十）

０００３２　 国榷不分卷　 （清）谈迁撰　 清初抄本　 佚名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３３　 明年表一卷附明辩亡论　 （清）王撰　 清抄本　 佚名批校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０００３４　 鲍氏国策十卷　 （宋）鲍彪校注　 明嘉靖七年（１５２８）龚雷影宋刻本　 佚名批校　 余姚市文物保

护管理所

０００３５　 战国策十二卷　 （明）闵齐?裁注　 今本目录一卷　 明万历四十八年闵齐?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０３６　 鲁之春秋二十四卷首一卷　 （清）李聿求撰　 清咸丰刻本（卷首、卷一、二配写样稿本及抄本）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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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勘记二卷　 朱希祖、徐益之撰　 稿本　 朱希祖、李开福跋　 佚名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３７　 洋烟考述八卷　 （清）姚燮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０３８　 越绝书十五卷　 （汉）袁康撰　 明嘉靖三十三年（１５５４）张佳胤双柏堂刻本　 湖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３９　 史抄不分卷　 （清）傅以礼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０４０　 唐荆川批选史记十二卷批选汉书四卷　 （明）唐顺之辑　 明天启三年（１６２３）沈卿刻本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０４１　 宋史阐幽二卷　 （明）许浩撰　 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许锵刻本（四库进呈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４２　 胜国传略不分卷　 （清）沈冰壶撰　 本朝诸公传不分卷　 清施溶抄本　 清施山题跋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０４３　 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不分卷　 （清）张岱撰　 清光绪十四年（１８８８）山阴陈锦刻本　 清杨越

校跋并录清李慈铭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４４　 黄氏续录五卷首一卷　 （清）黄百家撰　 （清）黄炳篨辑　 清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刻本　 余姚市

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０４５　 浦江郑氏旌义编二卷　 （明）郑涛纂修　 （明）郑楷重修　 明万历三十一年（１６０３）郑氏刻本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０４６　 董氏家谱十二卷　 （明）董廷献纂修　 明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刻清康熙嘉庆增修本　 嘉兴市图
书馆

０００４７　 ［浙江龙泉］刘氏家谱不分卷　 明崇祯抄本　 云和县图书馆
０００４８　 ［浙江景宁］叶氏宗谱不分卷　 清康熙四十二年（１７０３）抄本　 云和县图书馆
０００４９　 孙氏世系表一卷　 （清）孙锵鸣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５０　 温州氏族韵编不分卷　 （清）孙锵鸣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５１　 圣门志考略二卷熙朝盛事一卷历代幸临阙里致祭考一卷（清）沈德膚撰　 临雍纪事一卷　 （明）

南居仁撰　 清康熙二十四年（１６８５）衢州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５２　 宋元学案一百卷首一卷备览不分卷　 （清）黄宗羲辑　 （清）全祖望订补　 （清）冯云濠、王梓材

校正　 清道光抄本　 清盛炳校　 清王梓材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５３　 儒林宗派十六卷　 （清）万斯同撰　 清王梓材醉经书屋抄本　 孙峻跋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０５４　 黄梨洲先生宋元学案元孙?圭校补稿五十五卷　 （清）黄璋撰　 清乾隆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

管理所

０００５５　 新镌增补宋岳鄂武穆王精忠汇编十四卷　 （明）高应科辑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刻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５６　 先人老屋记一卷　 （清）丁立诚辑　 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５７　 一笑录一卷　 （清）王钦豫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０５８　 赐研斋日记不分卷　 （清）戴熙撰　 手稿本　 浙江图书馆

存清道光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

０００５９　 止庵日记不分卷　 （清）孙锵鸣撰　 手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清同治元年七月至闰八月、二年正月至三月

０００６０　 卧虎山人日记不分卷　 （清）王撰　 手稿本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存清光绪十五年正月元旦至二十五年九月晦日

０００６１　 三国会要不分卷　 （清）钱仪吉撰　 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存礼、凶、礼器、兵、刑

０００６２　 司马氏书仪十卷　 （宋）司马光撰　 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４）汪郊刻朱印本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０００６３　 救荒全书十六卷　 （明）祁彪佳撰　 清沈复粲鸣野山房抄本　 绍兴图书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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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十一卷（一至六、十二至十六）

０００６４　 皇舆统志十四卷　 （清）钱沾撰　 稿本　 清翁同騄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６５　 新塍琐志十四卷首一卷　 （清）郑凤锵撰　 郑文谦增补　 清同治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０６６　 ［正德］嘉善县志六卷　 （明）倪玑纂修　 清抄本　 佚名录　 清毕星灿跋、文水长发堂主人题记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０６７　 ［天启］吴兴备志三十二卷　 （明）董斯张撰　 清康熙四十八年（１７０９）董朝柱抄本　 清董!跋　

吴昌绶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６８　 ［同治］象山县志二十四卷末一卷　 （清）黄丙、马嗣澄等纂修　 清抄本　 张美翊跋　 宁波市

图书馆

０００６９　 ［万历］会稽县志十六卷　 （明）杨维新、张元汴等纂修　 明万历三年（１５７５）刻本　 清恋书子批
跋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０７０　 ［乾隆］余姚志四十卷　 （清）唐若瀛纂修　 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０７１　 景定严州续志十卷　 （宋）郑瑶、方仁荣纂修　 清抄本　 清朱澄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７２　 ［万历］续修严州府志二十四卷　 （明）杨守仁、徐楚纂修　 （明）吕昌期、俞炳然续修　 明万历六

年（１５７８）刻四十一年（１６１３）续修清顺治六年（１６４９）补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７３　 卞里志六卷　 （明）吕兆祥撰　 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吕圣符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７４　 武林梵志十二卷记略一卷　 （明）吴之鲸撰　 明万历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７５　 杭州进京水程里次一卷　 （清）宗圣垣撰　 清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稿本　 清宗稷辰题跋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０７６　 龙井见闻录十卷附宋僧元净外传二卷　 （清）汪孟钅口月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存六卷（三至六、外传全）

０００７７　 西吴枝乘　 （明）谢肇膌撰　 明万历三十六年（１６０８）自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７８　 绍兴风俗志十二卷补遗二卷　 （清）金明全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７９　 行水金鉴一百七十五卷首一卷　 （清）溥泽洪撰　 清雍正三年（１７２５）淮扬官舍刻本　 胡步川批

校并跋　 临海市图书馆
０００８０　 全谢山七校水经注四十卷附录一卷　 （北魏）郦道元撰　 （清）全祖望校　 后乐园时课一卷　

（清）王梓材撰　 清道光二十九年（１８４９）王梓材抄本　 杨泰亨题签并题记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１　 西湖赋一卷　 （清）柴绍炳撰　 西湖赋笺一卷　 （清）柴杰撰清乾隆三十九年（１７７４）仁和柴氏洽

礼堂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２　 浙江省地图附说明不分卷　 （清）佚名绘　 清彩绘绢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３　 竹崦庵金石目录六卷　 （清）赵魏撰　 清抄本　 清汪大钧批校并跋　 吴庆坻校　 吴士鉴批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４　 金石综例四卷　 （清）冯登府撰　 金石例补二卷　 （清）郭鮕撰　 清光绪七至八年（１８８１—１８８２）
吴仰贤抄本　 清吴仰贤批校、题款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５　 钱谱不分卷　 （清）许鼐騄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６　 金薤琳琅二十卷　 （明）都穆撰　 补遗一卷　 （清）宋振誉撰　 清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汪荻洲刻

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０８７　 国山碑考一卷　 （清）吴骞撰　 清魏锡曾抄本　 清魏锡曾跋并录清翁方纲校　 清罗以智校　 沈

倬章跋　 潜庵署签并题记　 佚名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８８　 汇刻历代史志凡例一卷　 清姚氏咫进斋抄本　 王修跋　 浙江图书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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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０８９　 钦颁文澜阁四库全书书目清册四卷古今图书集成书目清册一卷　 （清）吴恒聚等编　 清嘉庆二
十五年（１８２０）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９０　 两浙地志录一卷　 （清）周广业撰　 清种松书塾抄本　 佚名增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９１　 重编汲古阁刊书目录二卷　 （明）毛晋撰　 （清）姚振宗编清姚氏快阁师石山房抄本　 清陶方琦

跋　 清陶浚宣批校并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９２　 纂图互注荀子二十卷　 （唐）杨絫注　 明初刻本　 佚名圈点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０９３　 董子二卷　 （汉）董仲舒撰　 （清）谭献集校　 稿本　 清陈寿祺校　 浙江图书馆

存一卷（上）

０００９４　 新吾先生呻吟语不分卷附明职一卷　 （明）吕坤撰　 （清）陈世倌辑　 清雍正六年（１７２８）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０９５　 潘子求仁录辑要十卷　 （清）潘平格撰　 清康熙五十六年（１７１７）毛文强、郑性刻本　 宁波市图
书馆

０００９６　 老子道德经二卷　 （晋）王弼注　 清乾隆四十二年（１７７７）浙江刻武英殿聚珍版书本　 清丁晏批
校并跋　 佚名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０９７　 道德经二卷　 （宋）苏辙注　 （明）凌以栋批点　 老子考异一卷　 明刻朱墨套印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０９８　 南华真经十卷　 （晋）郭象注　 （唐）陆德明音义　 清嘉庆姑苏聚文堂刻本　 清孙衣言批点　 瑞

安市文物馆

０００９９　 敬由编十二卷　 （明）窦子翶撰　 明万历三十九年（１６１１）浙江按察司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００　 秘传花镜六卷　 （清）陈膗子撰　 清康熙金阊书业堂刻本　 周树人（鲁迅）批校　 绍兴鲁迅纪念馆
００１０１　 虱小志六卷　 （清）莫縂撰　 清乾隆三十四年（１７６９）手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０２　 心印绀珠经二卷　 （明）李汤卿撰　 明嘉靖二十八年（１５４９）赵瀛刻本　 佚名批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０３　 医灯续焰二十一卷　 （清）潘楫撰　 清顺治潘氏陆地舟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１０４　 本草纲目五十二卷首一卷　 （明）李时珍撰　 清初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１０５　 本草思辨录八卷　 （清）周岩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０６　 医方选要　 （明）周文采辑　 明嘉靖刻本　 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
００１０７　 血症全集要不分卷　 （明）孙光裕辑　 明末沈应辰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０８　 便产须知二卷　 明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会稽王万祚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０９　 调经法门一卷　 （明）吕献策撰　 明崇祯二年（１６２９）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１０　 医学纲目四十卷　 （明）楼英撰　 明嘉靖四十四年（１５６５）曹灼刻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１１　 证治宝鉴二卷　 （明）俞桥撰　 明嘉靖刻本　 瑞安市文物馆
００１１２　 吕氏春秋注补正一卷　 （清）孙锵鸣撰　 稿本　 清孙蒶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１１３　 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　 （汉）刘安撰　 （汉）高诱注　 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归安茅一桂刻本　 清孙

诒让批校　 瑞安市文物馆
００１１４　 经锄堂杂志四卷　 （宋）倪思撰　 明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潘大复刻本　 瑞安市文物馆
００１１５　 窦子纪闻类编四卷　 （明）窦文照撰　 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１１６　 东观余论二卷　 （宋）黄伯思撰　 明万历十二年（１５８４）秀水项笃寿万卷堂刻本　 清蔡鸿鉴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１７　 泺源问答十二卷　 （清）沈可培撰　 稿本　 祝廷锡跋并校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１８　 越缦堂笔记一卷　 （清）李慈铭撰　 手稿本　 陈锡钧观款　 陈训慈、冯孟颛跋　 宁波市天一阁

博物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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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１９　 芝园外集二十四卷　 （明）张时彻撰　 明嘉靖刻本（目录补配清山阴姚氏快阁师石山房抄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２０　 小柴桑喃喃录二卷　 （明）陶龄撰　 明崇祯八年（１６３５）李为芝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２１　 沈氏弋说六卷　 （明）沈长卿撰　 （明）黄可师等评　 明万历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２２　 养拙轩笔记不分卷　 （清）沈梓撰　 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２３　 谈资三卷　 （明）秦鸣雷撰　 明万历元年（１５７３）临海秦鸣雷刻本　 清佚名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２４　 樗庵日抄不分卷问古新编□□卷　 （清）周天锡撰　 稿本　 温州市图书馆

存五卷（日抄全、问古新编七至十）

００１２５　 世说通语四卷　 （明）狄期进辑　 明万历三十五年（１６０７）自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２６　 快园道古二十卷　 （清）张岱撰　 清道光抄本　 绍兴图书馆

存九卷（一至五、十二至十五）

００１２７　 周年昏旦星象图一卷　 （清）佚名绘　 清朱墨绘本　 祝廷锡跋并题签　 佚名题签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２８　 玉几山人书画涉记手稿不分卷　 （清）陈撰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１２９　 沧海遗珠不分卷　 （清）周师濂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３０　 稷山论书诗不分卷　 （清）陶浚宣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３１　 淳化帖释文十卷　 （明）黄道周撰　 清嘉庆十年（１８０５）任以治家抄本　 清任以治批并跋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１３２　 范氏集古印谱十卷　 （明）范汝桐辑　 明万历二十五年（１５９７）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１３３　 学山堂印谱五卷　 （明）张灏辑　 明崇祯四年（１６３１）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１３４　 飞鸿堂印谱四十卷　 （清）汪启淑辑　 清乾隆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１３５　 吴让之印存不分卷　 （清）魏锡曾篆　 清同治刻钤印本　 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
００１３６　 斗吊大全不分卷　 （清）游艺生辑　 清嘉庆十六年（１８１１）秀水吴楷吟翠居抄本　 清吴楷跋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１３７　 醉庵砚铭一卷枕湖楼藏砚铭一卷　 王继香撰　 稿本　 清徐树铭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３８　 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十卷　 （唐）释般剌密帝、释弥伽释迦译　 明凌

毓鰓刻朱墨套印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３９　 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直解二卷　 （唐）释佛陀多罗译　 （明）释德清解　 清乾隆四十七年

（１７８２）钱塘吴宝林杭州刻本　 余重耀批校并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４０　 云门显圣寺散木禅师宗门或问一卷　 （明）释圆澄撰　 （明）陶望龄校正　 （明）柳浈、朱嘉谟辑

明万历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４１　 五灯会元二十卷　 （宋）释普济撰　 明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刻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４２　 唐李长吉歌诗补注四卷外二卷复古堂旧本五卷年谱一卷附录九卷首一卷　 （清）史荣撰　 稿本

清陶燮、陈常、毛升、王奎跋　 冯贞群跋并录清全祖望史雪汀墓版文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１４３　 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　 （唐）韩愈撰　 （宋）廖莹中校正　 朱子校昌黎先生集传

一卷　 明徐氏东雅堂刻本　 瑞安市文物馆
００１４４　 柳文七卷　 （唐）柳宗元撰　 明刻朱墨套印本　 浙江大学图书馆

存四卷（一至四）

００１４５　 林和靖诗集三卷　 （宋）林逋撰　 （清）陈梓辑　 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深柳读书堂刻本　 清管庭芬
批校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１４６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宋）文彦博撰　 明嘉靖五年（１５２６）王溱刻本　 浙江大学图书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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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４７　 王荆文公诗五十卷　 （宋）王安石撰　 （宋）李壁笺注　 清乾隆五至六年（１７４０—１７４１）张宗松清
绮斋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１４８　 苏文忠公策论选十二卷　 （宋）苏轼撰　 （明）茅坤、钟惺评　 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刻三色套印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４９　 刘给谏文集五卷　 （宋）刘安上著　 清抄本　 清孙诒让批校　 浙江大学图书馆
００１５０　 刘左史集四卷　 （宋）刘安节撰　 清抄本　 清孙衣言校并跋　 清孙诒让校　 浙江大学图书馆
００１５１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百卷续集五卷别集七卷目录二卷 　 （宋）朱熹撰 　 清康熙二十七年

（１６８８）蔡方炳、臧眉锡刻本　 平湖市图书馆
００１５２　 会稽三赋四卷　 （宋）王十朋撰　 （明）南逢吉注　 （明）尹坛补注　 明刻本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００１５３　 南轩先生诗集七卷　 （宋）张縂撰　 （清）张鹏翮、张嘉桢等辑　 清康熙三十三年（１６９４）武林张

氏遥述堂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５４　 西湖百咏二卷　 （宋）董嗣杲撰　 （明）陈贽和韵　 清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罗山张廷枚宝墨斋刻

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５５　 月屋樵吟四卷　 （元）黄庚撰　 清嘉庆十三年（１８０８）鲍氏知不足斋抄本　 清鲍廷博批校　 清鲍

正言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５６　 杨铁崖先生文集十一卷附铁笛清江引一卷　 （元）杨维桢撰　 明万历四十三年（１６１５）诸暨陈善

学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５７　 屠长卿集十九卷　 （明）屠隆撰　 明万历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５８　 歇庵集二十卷　 （明）陶望龄撰　 附录三卷　 明万历乔时敏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５９　 谑庵文饭小品五卷　 （明）王思任撰　 清顺治十五年（１６５８）王鼎起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６０　 倪文正公遗稿三卷　 （明）倪元璐撰　 清康熙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１６１　 祁忠敏公稿五种五卷　 （明）祁彪佳撰　 手稿本　 祁允题签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６２　 钟山献四卷　 （明）杨宛撰　 明天启七年（１６２７）茅元仪玄穑居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６３　 倘湖遗稿不分卷　 （明）来集之撰　 倘湖小筑稿本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１６４　 黄陶庵先生全集二十二卷　 （明）黄淳耀撰　 清乾隆宝山学刻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１６５　 余忠节公遗文一卷附录一卷　 （明）余煌撰　 徐维则辑　 清光绪二十五年（１８９９）稿本　 绍兴图

书馆

００１６６　 古调堂初集十二卷　 （清）马之撰　 清顺治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１６７　 篱隐园删存诗七卷　 （清）汪浩然撰　 （清）汪琬、余怀、濮淙评　 清康熙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６８　 曝书亭诗!三卷　 （清）钱珏撰　 清嘉庆元年（１７９６）钱廷烛抄本　 清钱廷烛跋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６９　 鹤洲残稿诗一卷词一卷　 （清）朱彝爵撰　 清乾隆六年（１７４１）朱嵩龄修汲堂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７０　 碧澜堂集七卷　 （清）乔寅撰　 清康熙写刻本　 清汪士钟题签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７１　 忆雪楼诗三卷山参衡游草一卷并乡集一卷还庚集一卷少作偶存一卷　 （清）王?撰　 清抄本　 绍

兴图书馆

００１７２　 苇间诗集五卷　 （清）姜宸英撰　 清康熙五十二年（１７１３）唐执玉刻本　 宁波市图书馆
００１７３　 洛思山农骈枝集八卷　 （清）沈堡撰　 清抄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７４　 菽畹集七卷　 （清）毛远公撰　 清康熙刻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７５　 二树山人写梅歌不分卷　 （清）童钰撰 　 （清）苏如溱评 　 清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周树人（鲁

迅）抄本　 绍兴鲁迅纪念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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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１７６　 兰陔诗集二卷　 （清）周大业撰　 清乾隆五十五年（１７９０）抄本　 清周广业校并跋　 海宁市图
书馆

００１７７　 九山类稿三卷诗文二卷近稿偶存一卷　 （清）倪象占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１７８　 蕉闲馆诗钞八卷　 （清）唐谟撰　 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７９　 ?溪老屋自娱集二卷补遗七卷芷湘吟稿不分卷　 （清）管庭芬撰　 稿本（补遗配清管伟之抄本）

清管元耀跋　 海宁市图书馆
００１８０　 隐吾草堂诗稿二卷静寄斋诗稿一卷　 （清）郭照撰　 清光绪二十五至二十六年（１８９９—１９００）郭

似埙抄本　 清郭似埙题记　 清张鸣珂校　 清吴受福题诗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１８１　 柔桥初集二十卷续集十四卷诗集九卷　 （清）王撰　 稿本　 杭州图书馆

存二十三卷（初集一至三、九至二十，续集一、二，诗集一至四、八、九）

００１８２　 耘轩居士初稿十六卷　 （清）王撰　 清咸丰至光绪手稿本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存十五卷（一、三至十六）

００１８３　 书瘾楼文稿不分卷　 （清）胡德辉撰　 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１８４　 兀壶集一卷　 （清）王石如撰　 清康熙十五年（１６７６）手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８５　 惜阴书屋诗草不分卷　 （清）罗继章撰　 清乾隆稿本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１８６　 浣香山房吟草一卷　 （清）董滋本撰　 清同治元年（１８６２）会稽董氏行余讲舍抄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８７　 寄盘诗稿不分卷　 （清）陶在铭撰　 稿本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８８　 南山堂近草二卷　 （清）祝定国撰　 松卿诗草一卷　 （清）祝出东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８９　 懒云楼诗草一卷　 （清）释!香撰　 手稿本　 杨哲庵、戚扬、鲍亚白跋　 李生翁跋并题签　 袁天

庚题诗　 绍兴图书馆
００１９０　 拙怡堂文稿二卷　 （清）马赓良撰　 稿本　 清施补华、陶浚宣观款　 清陶方琦观款并题签　 绍

兴图书馆

００１９１　 陶韦合集二十卷（存一种）　 明凌蒙初刻朱墨套印本　 杭州图书馆
存九卷

００１９２　 文选六十卷　 （梁）萧统撰　 （唐）李善注　 清乾隆二十五年（１７６０）珠树堂刻本　 清董增儒过录
何焯批校跋、汪由敦批校　 清董增儒题记　 郦承铨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９３　 重订文选集评十五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于光华辑　 清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鸳湖芸晖阁刻本
湖州市图书馆

００１９４　 翠娱阁评选文韵四卷　 （明）陆云龙辑　 明崇祯陆氏翠娱阁刻本　 佚名批、圈点并句读　 浙江
图书馆

００１９５　 唐十二家诗集四十九卷　 明刻本　 刘祝群跋　 温州市图书馆
００１９６　 韩柳合刻八卷　 （明）陆梦龙编并评　 明崇祯元年（１６２８）武林顾懋樊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９７　 峡川诗钞前集四卷正集十二卷外集四卷峡川词钞一卷　 （清）曹宗载辑　 清东山楼抄本　 清许

仁杰批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１９８　 魏塘诗存三十卷首一卷　 （清）唐啸登辑　 清光绪稿本　 周梅安跋　 佚名跋　 佚名编目录　 浙

江图书馆

存二十卷（首、一、二、五至七、九、十二至十四、十六、十八至二十、二十四、二十六至三十）

００１９９　 续甬上耆旧诗七十九卷　 （清）全祖望辑　 清抄本　 冯贞群跋　 佚名批校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０　 国朝姚江诗存十二卷　 （清）张廷枚辑　 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张氏宝墨斋刻本　 余姚市文物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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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０１　 天台诗征内编六卷　 （清）张廷琛辑　 手稿本　 清陈立树浮签校并跋　 清许树明题签并跋　 浙
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２　 金华诗录六十卷外集六卷别集四卷书后一卷　 （清）黄彬、朱琰辑　 清乾隆三十八年（１７７３）金
华府学刻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３　 国朝杭郡诗辑十六卷　 （清）吴颢辑　 清嘉庆五年（１８００）钱塘吴氏守堂刻本　 吴秉澄、张宗
祥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４　 易庵蒲塘二翁诗稿二卷　 （明）张谐辑　 明万历八年（１５８０）张谐刻本　 清许默庵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５　 黄氏鮣残集不分卷附黄氏家录不分卷　 （清）黄宗羲辑　 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黄炳抑抑堂刻

本　 佚名墨笔圈点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００２０６　 乌石寺历朝题咏文集一卷　 （清）释智通辑　 清道光活字印本　 余绍宋跋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７　 诗苑雅谈三卷　 （清）罗以智撰　 稿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０８　 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别集一卷　 （宋）姜夔撰　 清乾隆八年（１７４３）陆钟辉刻白石道人四种本　 郑

文焯题签、题记并校清张祥龄跋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０９　 九曲渔庄词二卷　 （清）沈涛撰　 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１０　 疏影楼词二卷　 （清）姚燮撰　 稿本　 清叶元璧、冯登府、曹德馨观款　 清姚燮题记　 清周泰跋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１１　 花间集四卷　 （后蜀）赵崇祚辑　 （明）汤显祖评　 明万历四十八年（１６２０）刻朱墨套印本　 浙江
大学图书馆

００２１２　 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五卷　 （元）王实甫撰　 （明）王骥德校注　 汇考一卷　 （明）王骥德撰　 明万
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王氏香雪居刻本　 绍兴图书馆
存三卷（四、五、汇考全）

００２１３　 弄珠楼二卷三十二出　 （明）王异撰　 明武林凝瑞堂刻本浙江图书馆
存二十三出（一至二十三）

００２１４　 双冠诰二十九出　 （清）陈二白撰　 稿本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
００２１５　 复庄今乐府选□□种□□卷总目一卷　 （清）姚燮编　 详目一卷　 张宗祥编　 稿本　 清姚燮批

校并跋　 清姚小复校并跋　 张宗祥批校并跋　 浙江图书馆
存二百五十五种

００２１６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　 （清）曹沾、高鹗撰　 清乾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萃文书屋活字印本　 清陈其
泰批校并跋　 杭州图书馆

００２１７　 初学记三十卷　 （唐）徐坚等辑　 明嘉靖十三年（１５３４）晋府刻本　 杨绍廉批校并题记　 温州市
图书馆

００２１８　 唐宋白孔六帖一百卷目录二卷　 （唐）白居易辑　 （宋）孔传续辑　 明刻本　 清章绶衔跋　 杭州
图书馆

００２１９　 王先生十七史蒙求二卷　 （宋）王令撰　 康熙四十九年（１７１０）程宗?刻本　 湖州师范学院图书馆
００２２０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六十九卷后集八十一卷续集五十六卷　 （宋）谢维新辑　 别集九十四卷

外集六十六卷　 （宋）虞载辑　 明嘉靖三十一至三十五年（１５５２—１５５６）三衢夏相刻本　 温州市
图书馆

００２２１　 镌书言群玉要删二十卷　 （明）屠隆辑　 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郑世豪刻本　 浙江图书馆

省政府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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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０２２２　 经史子集合纂类语三十二卷　 （明）鲁重民辑　 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武林辉山堂金陵汪复初刻
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２３　 四部类稿六十四卷　 （清）陆云庆辑　 清康熙爱日堂抄本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２４　 獭祭录三十卷　 （清）李绳远辑　 清乾隆抄本　 清李遇孙跋　 佚名批　 浙江图书馆
００２２５　 偶园二十四种　 （清）金安清撰　 稿本　 清张履勋校并跋佚名批　 佚名题签　 嘉兴市图书馆

存二种

００２２６　 古香堂丛书十三种三十卷　 （清）王初桐撰　 清乾隆五十八年至嘉庆十二年（１７９３—１８０７）刻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２７　 香严庵杂稿八种　 （清）金蓉镜撰　 稿本　 嘉兴市图书馆
００２２８　 金石识别十二卷　 （美）代那撰　 （美）玛高温口译　 （清）华蘅芳笔述　 清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

刻江南制造局编译丛书本　 周树人（鲁迅）批校　 绍兴鲁迅纪念馆

附件 ２

第一批浙江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名单
（１１ 个）

　 　 １ 浙江师范大学图书馆
２ 宁波市图书馆
３ 余姚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４ 平湖市图书馆
５ 上虞市图书馆
６ 嵊州市图书馆

７ 兰溪市博物馆
８ 义乌市图书馆
９ 衢州市博物馆
１０ 台州市黄岩区图书馆
１１ 临海市图书馆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增补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和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
副 组 长 的 通 知
浙委办发〔２０１３〕５０ 号

　 　 各市、县（市、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省直属各
单位：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省委、省政府决

定：陈德荣同志任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副

组长。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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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表彰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模范县的通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６４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

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决策部署，积

极统筹生态与产业协调发展、兴林与富民同步

推进，林业经营主体持续做强，森林资源流转逐

步规范，林业金融服务不断创新，林下经济蓬勃

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加快构建，为现代林业和农

村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经杭州等 ９ 个设
区市推荐、省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考

核，省政府同意授予临安市等 １８ 个县（市、区）
为“浙江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模范县”称号，并

予以通报表彰。

希望受表彰的县（市、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再作贡献。其他县（市、区）要向模范县学习，

锐意进取，创新机制，不断巩固和扩大集体林权制

度改革成果，为建设“森林浙江”、发展山区经济

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浙江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模范县名单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附件

浙江省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模范县名单

　 　 临安市、建德市、桐庐县、淳安县、安吉县、德
清县、宁海县、文成县、台州市黄岩区、诸暨市、永

康市、浦江县、江山市、开化县、龙泉市、庆元县、云

和县、遂昌县。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
部分省级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的通知

浙政办发〔２０１３〕８８ 号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直属各单位：

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经省政府同意，原由

卢子跃同志担任的部分省级议事协调机构的领导

职务，改由熊建平副省长担任。具体如下：

１ 省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工
作协调小组组长；

２ 省退役士兵职业技能教育培训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

３ 省退伍军人和军队离退休干部安置领导
小组组长；

４ 省水库移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５ 省救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６ 省减灾委员会主任；
７ 省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联席会议

省政府办公厅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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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召集人；

８ 省老龄工作委员会主任；
９ 省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
１０ 省就业创业工作联席会议总召集人；
１１ 省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１２ 省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领导小组

组长；

１３ 省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领
导小组组长；

１４ 省太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组
长；

１５ 省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工作领导小组组

长；

１６ 省清洁空气行动领导小组组长；
１７ 省核电厂事故场外应急委员会主任；
１８ 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任；
１９ 省对口支援和山海协作领导小组组长；
２０ 全国浙商营销网络建设工作联席会议总

召集人；

２１ 省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
组副组长。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全省各地邮局订阅
全年定价 108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