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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５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有利于改善民

生福祉,有利于促进家庭和谐,有利于培育经济

发展新动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

署,更好发挥各级政府作用,更充分激发社会力

量活力,更好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的政策体系

(一)分层次加强科学规划布局.根据 “一

老一小”人口分布和结构变化,科学谋划 “十四

五”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服务能力提质扩容

和区域均衡布局.省级人民政府要将养老托育纳

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统筹推进,并制定

“十四五”养老托育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建立

常态化督查机制,督促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的编

制和实施,确保新建住宅小区与配套养老托育服

务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

付.

(二)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托育发展.强化政

府保基本兜底线职能,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体系.

优化乡村养老设施布局,整合区域内服务资源,

开展社会化管理运营,不断拓展乡镇敬老院服务

能力和辐射范围.完善老年人助餐服务体系,加

强农村老年餐桌建设.探索在脱贫地区和城镇流

动人口集聚区设置活动培训场所,依托基层力量

提供集中托育、育儿指导、养护培训等服务,加

强婴幼儿身心健康、社会交往、认知水平等方面

早期发展干预.

(三)积极支持普惠性服务发展.大力发展

成本可负担、方便可及的普惠性养老托育服务.

引导各类主体提供普惠性服务,支持非营利性机

构发展,综合运用规划、土地、住房、财政、投

资、融资、人才等支持政策,扩大服务供给,提

高服务质量,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优化养老托

育营商环境,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实现要素

价格市场决定、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

促进公平竞争.

(四)强化用地保障和存量资源利用.在年

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保障养老托育用地需求,

并结合实际安排在合理区位.调整优化并适当放

宽土地和规划要求,支持各类主体利用存量低效

用地和商业服务用地等开展养老托育服务.在不

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规定前提下,各地可结合

实际制定存量房屋和设施改造为养老托育场所设

施的建设标准、指南和实施办法.建立健全 “一

事一议”机制,定期集中处置存量房屋和设施改

造手续办理、邻避民扰等问题.在城市居住社区

建设补短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统筹推进养老

托育服务设施建设,鼓励地方探索将老旧小区中

的国企房屋和设施以适当方式转交政府集中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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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支持在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开辟空间用于

“一老一小”服务,探索允许空置公租房免费提

供给社会力量供其在社区为老年人开展助餐助

行、日间照料、康复护理、老年教育等服务.支

持将各类房屋和设施用于发展养老托育,鼓励适

当放宽最长租赁期限.非独立场所按照相关安全

标准改造建设托育点并通过验收的,不需变更土

地和房屋性质.

(五)推动财税支持政策落地.各地要建立

工作协同机制,加强部门信息互通共享,确保税

费优惠政策全面、及时惠及市场主体.同步考虑

公建服务设施建设与后期运营保障,加强项目支

出规划管理.完善运营补贴激励机制,引导养老

服务机构优先接收经济困难的失能失智、高龄、

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对吸纳符合条件劳动

者的养老托育机构按规定给予社保补贴.

(六)提高人才要素供给能力.加强老年医

学、老年护理、社会工作、婴幼儿发展与健康管

理、婴幼儿保育等学科专业建设,结合行业发展

动态优化专业设置,完善教学标准,加大培养力

度.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和行业企业评价规

范,加强养老托育从业人员岗前培训、岗位技能

提升培训、转岗转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加大脱贫

地区相关技能培训力度,推动大城市养老托育服

务需求与脱贫地区劳动力供给有效对接.深化校

企合作,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支持实训基地建

设,推行养老托育 “职业培训包”和 “工学一体

化”培训模式.

二、扩大多方参与、多种方式的服务供给

(七)增强家庭照护能力.支持优质机构、

行业协会开发公益课程,利用互联网平台等免费

开放,依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力量提供养老

育幼家庭指导服务,帮助家庭成员提高照护能

力.建立常态化指导监督机制,加强政策宣传引

导,强化家庭赡养老年人和监护婴幼儿的主体责

任,落实监护人对孤寡老人、遗弃儿童的监护责

任.

(八)优化居家社区服务.发展集中管理运

营的社区养老和托育服务网络,支持具备综合功

能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引导专业化机构进社

区、进家庭.建立家庭托育点登记备案制度,研

究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明确登记管理、人

员资质、服务规模、监督管理等制度规范,鼓励

开展互助式服务.

(九)提升公办机构服务水平.加强公办和

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坚持公益属性,切实满

足特困人员集中供养需求.建立入住综合评估制

度,结合服务能力适当拓展服务对象,重点为经

济困难的失能失智、高龄、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

年人提供托养服务.完善公建民营机制,打破以

价格为主的筛选标准,综合从业信誉、服务水

平、可持续性等质量指标,引进养老托育运营机

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项目工程建设,探索开展

连锁化运营.

(十)推动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展养老服务.

按照 “应改尽改、能转则转”的原则,将转型发

展养老服务作为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所属

培训疗养机构改革的主要方向.各地要加大政策

支持和协调推进力度,集中解决资产划转、改变

土地用途、房屋报建、规划衔接等困难,确保转

养老服务项目２０２２年底前基本投入运营.鼓励

培训疗养资源丰富、养老需求较大的中东部地区

先行突破,重点推进.

(十一)拓宽普惠性服务供给渠道.实施普

惠养老托育专项行动,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领

作用,以投资换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制定支持性

“政策包”,带动企业提供普惠性 “服务包”,建

设一批普惠性养老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推

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以单独或联合相关单位共同

举办的方式,在工作场所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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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型园区建设服务区内员工的托育设施.

(十二)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鼓励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及市场化的创业投资基

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

加大对养老托育领域的投资力度.创新信贷支持

方式,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

下,推进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探索收费权质押贷

款,落实好信贷人员尽职免责政策.鼓励金融机

构合理确定贷款期限,灵活提供循环贷款、年审

制贷款、分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贷款产品和服务.

扩大实施养老产业专项企业债券和养老项目收益

债券,支持合理灵活设置债券期限、选择权及还

本付息方式,鼓励发行可续期债券.引导保险等

金融机构探索开发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向养老

托育行业提供增信支持.支持保险机构开发相关

责任险及养老托育机构运营相关保险.

三、打造创新融合、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

(十三)促进康养融合发展.支持面向老年

人的健康管理、预防干预、养生保健、健身休

闲、文化娱乐、旅居养老等业态深度融合.发挥

中医药独特优势,促进中医药资源广泛服务老年

人群体.支持各类机构举办老年大学、参与老年

教育,推动举办 “老年开放大学”、“网上老年大

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资源共享和公共服务平

台.

(十四)深化医养有机结合.发展养老服务

联合体,支持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在居家、社

区、机构间接续养老.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上门医

疗卫生服务,构建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体

系.有效利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等

基层医疗资源,开展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

动.针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提升养老机构应急

保障能力,增设隔离功能并配备必要的防控物资

和设备,加强工作人员应急知识培训.

(十五)强化产品研发和创新设计.健全以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鼓励采用新技术、新工

艺、新材料、新装备,增强以质量和信誉为核心

的品牌意识,建立健全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推进高价值专利培育和商标品牌建设,培育养老

托育服务、乳粉奶业、动画设计与制作等行业民

族品牌.促进 “一老一小”用品制造业设计能力

提升,完善创新设计生态系统.

(十六)促进用品制造提质升级.逐步完善

养老托育服务和相关用品标准体系,加强标准制

修订,强化标准实施推广,探索建立老年用品认

证制度.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５G

等信息技术和智能硬件的深度应用,促进养老托

育用品制造向智能制造、柔性生产等数字化方式

转型.推进智能服务机器人后发赶超,启动康复

辅助器具应用推广工程,实施智慧老龄化技术推

广应用工程,构建安全便捷的智能化养老基础设

施体系.鼓励国内外多方共建养老托育产业合作

园区,加强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打

造制造业创新示范高地.

(十七)培育智慧养老托育新业态.创新发

展健康咨询、紧急救护、慢性病管理、生活照

护、物品代购等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发展 “互联

网＋养老服务”,充分考虑老年群体使用感受,

研究开发适老化智能产品,简化应用程序使用步

骤及操作界面,引导帮助老年人融入信息化社

会,创新 “子女网上下单、老人体验服务”等消

费模式,鼓励大型互联网企业全面对接养老服务

需求,支持优质养老机构平台化发展,培育区域

性、行业性综合信息平台.发展互联网直播互动

式家庭育儿服务,鼓励开发婴幼儿养育课程、父

母课堂等.

(十八)加强宜居环境建设.普及公共基础

设施无障碍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结合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加装电梯.加强母婴设施配套,在具

备条件的公共场所普遍设置专席及绿色通道.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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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房地产项目开发充分考虑养老育幼需求.指导

各地加快推进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以满足老

年人生活需求和营造婴幼儿成长环境为导向,推

动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活力发展城市和社

区.

四、完善依法从严、便利高效的监管服务

(十九)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综合监管体系.

以养老托育机构质量安全、从业人员、运营秩序

等方面为重点加强监管.落实政府在制度建设、

行业规划、行政执法等方面的监管责任,实行监

管清单式管理,明确监管事项、监管依据、监管

措施、监管流程,监管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布.养

老托育机构对依法登记、备案承诺、履约服务、

质量安全、应急管理、消防安全等承担主体责

任.健全行业自律规约,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和社

会舆论监督,加快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

机制.

(二十)切实防范各类风险.加强突发事件

应对,建立完善养老托育机构突发事件预防与应

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

复与重建等工作机制.将养老托育纳入公共安全

重点保障范围,支持服务机构安全平稳运转.完

善退出机制,建立机构关停等特殊情况应急处置

机制.严防 “一老一小”领域以虚假投资、欺诈

销售、高额返利等方式进行的非法集资,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二十一)优化政务服务环境.完善机构设

立办事指南,优化办事流程,实施并联服务,明

确办理时限,推进 “马上办、网上办、就近办”.

制定养老托育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推进同一事项

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力争实现 “最多跑一

次”.推进养老托育政务服务的 “好差评”工作,

完善评价规则,加强评价结果运用,改进提升政

务服务质量.

(二十二)积极发挥多方合力.支持公益慈

善类社会组织参与,鼓励机构开发志愿服务项

目,建立健全 “一老一小”志愿服务项目库.引

导互联网平台等社会力量建立养老托育机构用户

评价体系.以普惠为导向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养

老和托育产业合作平台,在要素配置、行业自

律、质量安全、国际合作等方面积极作为.发挥

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积极性,开展机构服务

能力综合评价,引领行业规范发展,更好弘扬尊

老爱幼社会风尚.

(二十三)强化数据资源支撑.依据养老产

业统计分类,开展养老产业认定方法研究,推进

重要指标年度统计.探索构建托育服务统计指标

体系.利用智库和第三方力量加强研究,开展人

口趋势预测和养老托育产业前景展望,通过发布

年度报告、白皮书等形式,服务产业发展,引导

社会预期.

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地方各级政府要

建立健全 “一老一小”工作推进机制,结合实际

落实本意见要求,以健全政策体系、扩大服务供

给、打造发展环境、完善监管服务为着力点,促

进养老托育健康发展,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告服务能力提升成效.国务院各部

门要根据职责分工,制定具体落实举措,推动各

项任务落地.国家发展改革委要建立 “一老一

小”服务能力评价机制,加强对本意见落实工作

的跟踪督促,及时向国务院报告.

附件: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重点任务

分工表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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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

重点任务分工表

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１
根据 “一老一小”人口分布和结构变化,科学谋划
“十四五”养老托育服务体系,促进服务能力提质扩
容和区域均衡布局.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国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２ 统筹推进城乡养老托育发展.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按职责
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３ 积极支持普惠性服务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按职责
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４
在年度建设用地供应计划中保障养老托育用地需求,
并结合实际安排在合理区位.

自然资源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住房城乡
建设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５

在城市居住社区建设补短板和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中
统筹推进养老托育服务设施建设.探索允许空置公
租房免费提供给社会力量供其在社区为老年人开展
助餐助行、日间照料、康复护理、老年教育等服务.

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中直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民政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
部、国务院国资委、国管局参加.

６
支持将各类房屋和设施用于发展养老托育,鼓励适
当放宽最长租赁期限.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
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部按职责分工负
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７
非独立场所按照相关安全标准改造建设托育点并通
过验收的,不需变更土地和房屋性质.

国家卫生健康委、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应急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８ 推动财税支持政策落地.
财政部、税务总局、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负责.

９ 提高人才要素供给能力.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
政部、商务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０ 增强家庭照护能力.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妇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１ 研究出台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 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应急部、市场监管总局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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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１２
加强公办和公建民营养老机构建设,建立入住综合
评估制度.

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３
完善公建民营机制,引进养老托育运营机构早期介
入、全程参与项目工程建设,探索开展连锁化运营.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按职责
分工负责.

１４ 推动培训疗养资源转型发展养老服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中直管理局、民政部、财政
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人民银行、国
务院国资委、国管局参加.

１５
实施普惠养老托育专项行动,建设一批普惠性养老
服务机构和托育服务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民政部、自然资源部、住房
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国资委参加.

１６ 引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效.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证监会按职责分工负责.

１７ 促进康养融合发展.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教育部、民政部、住房城乡
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体育总
局参加.

１８ 开展社区医养结合能力提升行动.
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参加;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负责.

１９ 提升养老机构应急保障能力. 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部按职责分工负
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２０
促进用品制造提质升级,逐步完善养老托育服务和
相关用品标准体系.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
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残联按
职责分工负责.

２１
培育托育服务、乳粉奶业、动画设计与制作等行业
民族品牌.

国家卫生健康委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
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参加.

２２
推进智能服务机器人后发赶超,启动康复辅助器具
应用推广工程,实施智慧老龄化技术推广应用工程.

民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３
鼓励国内外多方共建养老托育产业合作园区,加强
市场、规则、标准方面的软联通,打造制造业创新
示范高地.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卫生健康
委、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参加.

２４ 加强宜居环境建设. 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交通运输部、
民政部、中国残联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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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责任单位

２５
以满足老年人生活需求和营造婴幼儿成长环境为导
向,推动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活力发展城市和
社区.

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牵头,民政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参加.

２６ 完善养老托育服务综合监管体系.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
乡建设部、应急部按职责分工负责.

２７ 将养老托育纳入公共安全重点保障范围.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应急
部、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负责.

２８ 严防 “一老一小”领域非法集资.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银保监会按职责分工负
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２９
制定养老托育政务服务事项清单,推进养老托育政
务服务的 “好差评”工作.

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按职责分
工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３０
支持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参与,建立健全 “一老一
小”志愿服务项目库.

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国残联、民政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３１
以普惠为导向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养老和托育产业
合作平台.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部、
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和旅游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参加.

３２
依据养老产业统计分类,开展养老产业认定方法研
究,推进重要指标年度统计,探索构建托育服务统
计指标体系.

国家统计局牵头,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
部、民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卫生健康委、
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残联参加.

３３
建立 “一老一小”服务能力评价机制,加强对本意
见执行情况的跟踪督促. 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

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

国办发 〔２０２０〕５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

委、各直属机构: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直接面向企业和群众,是

反映问题建议、推动解决政务服务问题的重要渠

道.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于有效利用政务

资源、提高服务效率、加强监督考核、提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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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群众满意度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一些地区

率先探索,对本地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归

并,依托一个号码开展服务,在为企为民排忧解

难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地方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号码仍过多、记不住,热线服务资源分散,

电话难接通、群众办事多头找等现象还较为普

遍.为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提高

政府为企便民服务水平,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

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 “放管服”改革,持续

优化营商环境,以一个号码服务企业和群众为目

标,推动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优化,进一

步畅通政府与企业和群众互动渠道,提高政务服

务水平,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工作目标.

加快推进除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等紧急热

线外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２０２１年底前,

各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及国务院有关

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实现

一个号码服务,各 地 区 归 并 后 的 热 线 统 一 为

“１２３４５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下简称１２３４５热

线),语音呼叫号码为 “１２３４５”,提供 “７×２４

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优化流程和资源

配置,实现热线受理与后台办理服务紧密衔接,

确保企业和群众反映的问题和合理诉求及时得到

处置和办理,使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接得更快、分

得更准、办得更实,打造便捷、高效、规范、智

慧的政务服务 “总客服”.

(三)基本原则.

坚持属地管理和部门指导相统筹.充分发挥

各地区在热线归并和管理服务工作中的主导作

用,压实地方特别是市县责任,加强部门政策支

持和配合衔接,一个号码、各地归并.

坚持 诉 求 受 理 和 业 务 办 理 相 衔 接.明 确

１２３４５热线与业务部门的职责,加强工作衔接,

１２３４５热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回答一般

性咨询,不代替部门职能,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

相关业务、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涉及行

政执法案件和投诉举报的,１２３４５热线第一时间

转至相关部门办理,形成高效协同机制.

坚持便民高效和专业支撑相结合.以切实便

利企业和群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拓展受理渠

道,完善知识库共享、专家支持、分中心联动等

机制,提高热线接通率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坚持 互 联 互 通 和 协 同 发 展 相 促 进.强 化

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息

共享,推动１２３４５热线与各类线上线下政务服务

平台、政府网站联动融合.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普

遍性诉求的研究分析,解决共性问题.

二、加快各地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归并

(一)归并方式.

１ 整体并入.企业和群众拨打频率较低的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取消号码,将话务座席统一

归并到各地区１２３４５热线.

２ 双号并行.话务量大、社会知晓度高的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保留号码,将话务座席并入

１２３４５热线统一管理.对于不具备归并条件的热

线,可以保留话务座席,与１２３４５热线建立电话

转接机制,按照１２３４５热线标准统一提供服务,

具体由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决定.热线号码在一

些地区已经取消的,原则上不再恢复.

３．设分中心.实行垂直管理的国务院部门

在各地区设立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以分中心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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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归并到所在地１２３４５热线,保留号码和话务座

席,与 １２３４５ 热 线 建 立 电 话 转 接 机 制,提 供

“７×２４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同时,纳入所在

地热线考核督办工作体系和跨部门协调机制,共

建共享知识库,相关数据实时向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

归集.１２３４５热线可按知识库解答一般性咨询,

相对专业的问题和需由部门办理的事项通过三方

转接、派发工单等方式,转至分中心办理.支持

各地区对设分中心的热线进行整体并入、双号并

行等实质性归并探索.

(二)归并要求.

１ 分级分类推进热线归并.各地区设立的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要全部取消号码,整体并入

１２３４５热线.国务院有关部门设立并在地方接听

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按照以上三种方式归并到

各地区１２３４５热线.

２ 确保热线归并平稳过渡.各地区要统筹

各类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人员座席、设施设备、

工作流程、业务指标、知识库、服务能力等情

况,分类制定实施方案,切实做好话务人员衔接

安排,以及场地、系统、经费等各项保障,设置

过渡期电话语音提示,有序做好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

与部门业务系统的衔接,保障热线服务水平不降

低、业务有序办理.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支持本行

业领域内的热线纳入１２３４５热线,指导做好专业

知识库开放共享、系统对接、数据归集、驻场培

训、专家座席设置以及相关业务依职责办理等工

作.

三、优化１２３４５热线运行机制

(一)建立健全热线工作管理体系.各地区

要建立健全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统筹协调机

制,负责本地区１２３４５热线工作统筹规划、重大

事项决策以及 重 点 难 点 问 题 协 调 解 决.明 确

１２３４５热线管理机构,负责本级热线平台的规划

建设和运行管理,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和工作流

程,指导和监督本地区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

对设置专家座席的,各级部门要建立本行业专家

选派和管理长效机制.逐步建立１２３４５热线与

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等紧急热线和水电气热等

公共事业服务热线的联动机制.支持京津冀、长

三角、成渝等地区建立区域内１２３４５热线联动机

制.

(二)明确热线受理范围.受理企业和群众

各类非紧急诉求,包括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

会管理、公共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咨

询、求助、投诉、举报和意见建议等.不受理须

通过诉讼、仲裁、纪检监察、行政复议、政府信

息公开等程序解决的事项和已进入信访渠道的事

项,以及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和

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的事项.

(三)优化热线工作流程.各地区１２３４５热

线要依法依规完善包括受理、派单、办理、答

复、督办、办结、回访、评价等环节的工作流

程,实现企业和群众诉求办理的闭环运行.建立

诉求分级分类办理机制,明确规范受理、即时转

办、限时办理、满意度测评等要求,完善事项按

职能职责、管辖权限分办和多部门协办的规则,

优化办理进度自助查询、退单争议审核、无理重

复诉求处置、延期申请和事项办结等关键步骤处

理规则.健全对企业和群众诉求高效办理的接诉

即办工作机制.

(四)建立热线信息共享机制.各地区要建

立统一的１２３４５热线信息共享规则,加快推进各

级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与部门业务系统互联互通和信

息共享,向同级有关部门实时推送受理信息、工

单记录、回访评价等所需的全量数据,加强研判

分析,为部门履行职责、事中事后监管、解决普

遍性诉求、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国务院有关

部门要加强业务指导,推动地方部门的业务系统

查询权限、专业知识库等向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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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五)强 化 信 息 安 全 保 障.各地区要建立

１２３４５热线信息安全保障机制,落实信息安全责

任,依法依规严格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

人隐私,按照 “谁管理、谁使用、谁负责”的原

则,加强业务系统访问查询、共享信息使用的全

过程安全管理.

(六)建立热线工作督办问责机制.各地区

要建立健全１２３４５热线督办、考核和问责机制.

加强对诉求办理单位的问题解决率、企业和群众

满意率等指标的综合评价,完善绩效考核,不断

提升热线归并后的服务质量和办理效率.１２３４５

热线管理机构要运用督办单、专题协调、约谈提

醒等多种方式,压实诉求办理单位责任,督促履

职尽责.行政调解类、执法办案类事项应依法依

规处置,不片面追求满意率.各地区要对企业和

群众诉求办理质量差、推诿扯皮或谎报瞒报、不

当退单等情形,按照有关规定进行问责和通报.

四、加强１２３４５热线能力建设

(一)拓展受理渠道.各地区要做好热线接

通能力保障建设,提供与需求相适应的人工服

务,同时拓展互联网渠道,丰富受理方式,满足

企业和群众个性化、多样化需求.加强自助下

单、智能文本客服、智能语音等智能化应用,方

便企业和群众反映诉求建议.

(二)加强热线知识库建设和应用.各地区

要建立和维护 “权威准确、标准统一、实时更

新、共建共享”的１２３４５热线知识库,完善多方

校核、查 漏 纠 错 等 制 度.建 立 各 部 门 向 同 级

１２３４５热线平台推送最新政策和热点问题答复口

径、及时更新专业知识库的责任机制.加强与政

务服务平台、政府网站知识库互联共享和同步更

新,推动热线知识库向基层工作人员和社会开

放,拓展自助查询服务.

(三)加强热线队伍建设.各地区要加强对

一线人员的业务培训,提升热线服务质量和水

平.各级部门要加大对热线工作的支撑力度,明

确部门内部热线办理工作职责和人员,做好热线

归并后的工作衔接和业务延续.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全

国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的统筹协调,指导督促

各地区优化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工作,制定发布地

方１２３４５热线归并清单,及时研究解决热线建设

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加强组

织领导,各级政府办公厅 (室)牵头负责本地区

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优化工作,对照地方１２３４５

热线归并清单细化工作步骤,确保按期完成热线

归并任务.

(二)加强制度保障.加快建立健全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国家标准体系.各地区各部门要根据

实际情况制定和完善相关管理规范,建立经费保

障机制,为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规范运行提供制

度保障.原则上各地区各部门不得再新设政务服

务便民热线 (包括新设号码和变更原有号码名

称、用途).

(三)加强社会参与.健全１２３４５热线社会

监督机制,推动开展１２３４５热线服务效能 “好差

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广泛宣传１２３４５热线

的功能作用,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更大

程度方便企业和群众记忆和使用.

各地区要根据本意见抓紧制定具体工作方

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进度安排,加强衔接配合,

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地方１２３４５热线归并清单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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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地方１２３４５热线归并清单
(共３２条)

　　一、整体并入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１ 全国统一科技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９６ 科技部

２ 全国电信用户申诉渠道咨询电话 １２３００ 工业和信息化部

３ 全国统一民政服务电话 １２３４９ 民政部

４ 全国统一自然资源违法举报电话 １２３３６ 自然资源部

５ 全国统一商务领域举报投诉咨询服务电话 １２３１２ 商务部

６ 全国统一旅游资讯服务电话 １２３０１ 文化和旅游部

７
人口和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咨询及举报

投诉服务专用电话
１２３５６ 国家卫生健康委

８ 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 ９６１１９ 应急部

９ 全国统一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３０ 市场监管总局

１０ 全国统一食品药品监督举报服务电话 １２３３１ 市场监管总局

１１ 全国价格投诉举报统一电话 １２３５８ 市场监管总局

１２
全国质量技术监督系统和出入境检验

检疫统一电话
１２３６５ 市场监管总局

１３ 全国防震减灾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２２ 中国地震局

　　二、双号并行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１ 全国公共法律服务专用电话 １２３４８ 司法部
设专家
座席

２ 全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电话 １２３３３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
设专家
座席

３ 环境保护投诉举报电话 １２３６９ 生态环境部

４ 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服务电话 １２３１９ 住房城乡建设部

５ 全国统一住房公积金热线服务电话 １２３２９ 住房城乡建设部
设专家
座席

６ 全国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１２３２８ 交通运输部

—５１—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２　　　　　　　　　　　　　　　　　　　　　　　　　　　　 国务院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７ 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１６ 农业农村部
设专家
座席

８ 全国文化市场举报电话 １２３１８ 文化和旅游部

９ 全国统一公共卫生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２０ 国家卫生健康委
设专家
座席

１０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 １２３５０ 应急部

１１ １２３１５市场监管投诉举报热线 １２３１５ 市场监管总局

１２ 医疗保障服务热线 １２３９３ 国家医保局

１３ 全国扶贫监督举报平台电话 １２３１７ 国家乡村振兴局

１４ 全国残疾人维权服务电话 １２３８５ 中国残联

　　三、设分中心

序号 名　　称 号码 责任单位 备　注

１ 全国统一海关公益服务电话 １２３６０ 海关总署

２ 全国税务系统统一电话 １２３６６ 税务总局

３ 全国烟草专卖品市场监管举报电话 １２３１３ 国家烟草局

４ 国家移民管理局１２３６７咨询服务热线 １２３６７ 国家移民局

５ 全国邮政业用户申诉电话 １２３０５ 国家邮政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同意建立

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函
国办函 〔２０２０〕１２８号　

市场监管总局:

你局关于建立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请示收悉.经国务院同意,现函复如下:

国务院同意建立由市场监管总局牵头的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

不正式行文,请按照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组织开展工作.

附件: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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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对计量工作的组织领导,强

化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构建协调统一的

计量工作体系,更好发挥计量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作用,经国务院同意,建立全国计量

工作部际联席会议 (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主要职责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计量工作的

决策部署,统筹协调全国计量工作,推进计量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并推进实施

计量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建立协调统一的量

值溯源体系、计量规范体系和计量监督体系;

推动完善计量法律法规,统筹推进计量基础设

施建设,加强计量科技协同创新,促进计量资

源共建共享共用;协调解决计量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科技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司法部、财政

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务

院国资委、广电总局、体育总局、中科院、工

程院、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

工局、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药监局、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２５个部门组成,市场监

管总局为牵头单位.

联席会议由市场监管总局主要负责同志担

任召集人,市场监管总局分管负责同志担任副

召集人,其他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为联席会

议成员 (名单附后).联席会议成员因工作变动

需要调整的,由所在单位提出,联席会议确定.

联席会议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员单位.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场监管总局,承担

联席会议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市场监管总

局分管负责同志兼任.联席会议设联络员,由

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任.

三、工作规则

联席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召开

会议,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托副召集人主持.

成员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提出召开会议的建

议.在联席会议召开之前,可召开联络员会议,

研究讨论联席会议议题和需提交联席会议议定

的事项及其他有关事项.专题研究特定事项时,

可视情况召集部分成员单位参加会议,也可邀

请其他相关部门、地方和专家参加.联席会议

以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并印发有关方面.

重大事项按程序报批.

四、工作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要牵头做好联席会议各项工

作.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认真落实联

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深入研究

计量工作有关政策措施,积极提出工作建议;

加强沟通,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充分发挥联

席会议作用,共同推进计量工作.联席会议办

公室要加强对联席会议议定事项的跟踪督促落

实,及时向各成员单位通报有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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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计量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召 集 人:张　工　　市场监管总局局长

副召集人:秦宜智　　市场监管总局副局长

成　　员:钟登华　　教育部副部长

黄　卫　　科技部副部长

王志军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

林　锐　　公安部副部长

刘　炤　　司法部副部长

程丽华　　财政部副部长

凌月明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

刘　华　　生态环境部副部长

刘小明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

陆桂华　　水利部副部长

于康震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李　斌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任洪斌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

朱咏雷　　广电总局副局长

李颖川　　体育总局副局长

张　涛　　中科院副院长

陈左宁　　工程院副院长

于新文　　中国气象局副局长

任志武　　国家能源局副局长

吴艳华　　国家国防科工局副局长

安路生　　国家铁路局副局长

胡振江　　中国民航局副局长

徐景和　　国家药监局副局长

夏清月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

副部长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

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

国办函 〔２０２０〕１２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能源局 «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认真组织实施.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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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

促 进 行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市场监管总局　国家能源局

　　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公用事业,是城镇经济

运行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具有显著的基础

性、先导性和自然垄断性,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

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近年来,我国城镇公用

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公用事业市场化积极推进,

服务覆盖率和服务质量持续上升,但仍存在部分

地区服务收费的项目偏多、标准偏高、行为不规

范,部分企业服务意识不强、服务质量和效率不

高等问题.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等行

业收费,完善价格形成机制,有利于促进企业提

高生产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降低实体经济

成本、减轻社会负担和提高人民群众满意度.为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理清价费关

系、完善价格机制、提升服务质量,现就清理规

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

质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化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市场化改革,区分网络型自

然垄断环节和竞争性环节,明确属性定位,合理

界定政府、企业、用户的权利义务,进一步深化

公用事业领域 “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竞争性

环节的市场化,提升对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价格

监管的科学化、精细化、规范化水平,有效发挥

价格机制激励约束作用,降低城镇经济社会运行

基础成本,不断提高水电气暖等产品和服务供给

的质量和效率,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二)基本原则.

———坚持权责对等.科学界定政府、企业、

用户的权责关系,实现主体明确、价费清晰、权

责相符.按照 “谁运营、谁负责”、“谁受益、谁

付费”原则,明确投资、建设、运营、维护、使

用、监管等主体责任,引导公用事业属性合理定

位和成本合理分担.

———坚持清费顺价.坚决清理取消各种形式

的不合理收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合理成本主要

通过价格得到补偿.对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的项目,合理确定成本构成,加强成本监审,

完善价格形成机制,科学确定价格水平.

———坚持标本兼治.着眼长远,着力当下,

既要抓紧解决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方面存

在的突出问题,又要持续深化行业管理体制、企

业经营机制改革,强化制度建设,完善政府监管

体系,建立健全促进行业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

———坚持稳步推进.统筹考虑各地区经济社

会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妥善处理经济效益

与社会公平、企业发展与民生保障、改革与稳定

的关系,因地制宜、稳慎推进,采取综合有效措

施保障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正常生产经营.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５年,清理规范供水

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取得明显成效,科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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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透明的价格形成机制基本建立,政府投入机

制进一步健全,相关行业定价办法、成本监审办

法、价格行为和服务规范全面覆盖,水电气暖等

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高.

二、清理取消不合理收费

(一)供水环节收费.取消供水企业及其所

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水报装工程验收接

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接水费、增容费、报装费等

类似名目开户费用,以及开关闸费、竣工核验

费、竣工导线测量费、管线探测费、勾头费、水

钻工程费、碰头费、出图费等类似名目工程费

用.

(二)供电环节收费.取消供电企业及其所

属或委托的安装工程公司在用电报装工程验收接

入环节向用户收取的移表费、计量装置赔偿费、

环境监测费、高压电缆介损试验费、高压电缆震

荡波试验费、低压电缆试验费、低压计量检测

费、互感器试验费、网络自动化费、配电室试验

费、开闭站集资费、调试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三)供气环节收费.取消燃气企业应通过

配气价格回收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涉及建筑

区划红线外市政管网资产的增压费、增容费等类

似名目费用;涉及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连接

的接驳费、开通费、接线费、切线费、吹扫费、

放散费等建设及验收接入环节费用;涉及建筑区

划红线内至燃气表的设施维修维护、到期表具更

换等费用.取消与建筑区划红线内燃气工程安装

不相关或已纳入工程安装成本的收费项目,包括

开口费、开户费、接口费、接入费、入网费、清

管费、通气费、点火费等类似名目费用.

(四)供暖环节收费.取消北方采暖地区城

镇集中供热企业向用户收取的接口费、集中管网

建设费、并网配套费等类似名目费用.建筑区划

红线内属于用户资产的供热设施经验收合格依法

依规移交供热企业管理的,相关维修维护等费用

由供热企业承担,纳入企业经营成本,不得另行

向用户收取.

(五)接入工程费用.在城镇规划建设用地

范围内,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的投资界面应延

伸至用户建筑区划红线,除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

另有规定外,不得由用户承担建筑区划红线外发

生的任何费用.从用户建筑区划红线连接至公共

管网发生的入网工程建设,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

企业承担的部分,纳入企业经营成本;按规定由

政府承担的部分,应及时拨款委托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企业建设,或者由政府直接投资建设.

(六)其他各类收费.严禁政府部门、相关

机构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计量装置强制检定收

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或用户自愿委托相关

机构对计量装置进行检定的,按照 “谁委托、谁

付费”原则,检定费用由委托方支付,但计量装

置经检定确有问题的,由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

承担检定费用,并免费为用户更换合格的计量装

置.严禁向用户收取水电气热计量装置费用.任

何单位代收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费时,严禁向用户

加收额外费用.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供

暖管网的建设安装、更新改造、维修维护等费用

已由政府承担的,不得再向用户收取.新建商品

房、保障性住房等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供电供气

供暖管线及配套设备设施的建设安装费用统一纳

入房屋开发建设成本,不得另外向买受人收取;

投入使用后,可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供电供气供

热企业实行专业化运营管理,相关运行维护等费

用纳入企业经营成本.

以上收费项目,没有合法有效政策依据的全

部取消;地方政府采取特许经营协议等方式授权

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以入网费、集中管网建设

费、并网配套费等名目收取专项建设费用补偿收

入的,应结合理顺水电气暖价格、建立健全补贴

机制逐步取消,具体取消时间由各地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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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快完善价格形成机制

(一)完善供水价格机制.城镇供水价格应

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加快建立健全以 “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为

基础,有利于激励提升供水质量、促进节约用水

的价格机制.建筑区划红线内供水 (含二次加压

调蓄)设施依法依规移交给供水企业管理的,其

运行维护、修理更新等费用计入供水成本.在严

格成本监审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及

行业发展需要、社会承受能力、促进全社会节水

等因素,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供水价格.

(二)完善电价机制.结合国家电力体制改

革,逐步理顺输配电价结构,加快形成结构优

化、水平合理的输配电价体系.平稳推进上网电

价机制改革,有序放开各类电源上网电价,完善

跨省跨区电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有序放开除

居民、农业、重要公用事业和公益性服务以外的

用电价格,逐步取消工商业目录电价.完善峰谷

分时电价政策,健全差别电价机制.深入研究并

逐步解决电价政策性交叉补贴问题.

(三)完善配气价格机制.城镇配气价格应

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

价.加快核定独立配气价格,由燃气企业投资建

设的市政管网、市政管网至建筑区划红线外的管

网,企业自用的储气设施,以及其他与配气业务

相关的设备设施等,纳入配气价格有效资产.建

筑区划红线内按法律法规规定由燃气企业承担运

行维护的成本,以及燃气表后至燃具前由燃气企

业为排除安全隐患而开展的上门服务、安全检

查、设施修理、材料更换等服务成本,纳入企业

经营成本.

(四)完善供暖价格机制.城镇集中供暖价

格应纳入地方定价目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合理制定并动态调整热力销售价格,稳步

推进计量收费改革,具备条件的地区逐步实行基

本热价和计量热价相结合的两部制热价,暂不具

备条件的地区按供热面积计收热费.热电联产的

供热企业,应将成本在电、热之间合理分摊.

四、严格规范价格收费行为

(一)明确可保留的收费项目.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企业设施产权分界点以后至用水用电用气

用热器具前,为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所提供的延

伸服务等,应明确服务项目、服务内容,允许收

取合理费用,实行明码标价.对市场竞争不充

分、仍具有垄断性的少数经营服务性收费,可依

法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城镇老旧小区水

电气暖改造工程费用,可通过政府补贴、企业自

筹、用户出资等方式筹措,具体方式和费用分摊

方案由各地区结合实际确定.

(二)规范政府定价行为.制定完善城镇供

水供电供气供暖成本监审和定价办法,明确成本

构成,细化职工薪酬、折旧费、损耗等约束性指

标,合理制定价格.少数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的工程安装收费,要合理确定利润率,偏高

的要尽快降低.高可靠性供电收费政策,由各地

区结合实际明确.对自备电厂系统备用费,各地

区应参照当地大工业输配电价中的基本电价水

平,并根据省级电网输配电价合理制定.对余

热、余压、余气自备电厂,继续减免系统备用

费.加强成本和价格信息公开,保障用户知情

权.

(三)规范经营者收费行为.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企业应抄表到户、服务到户,严格按照政府

规定的销售价格向终端用户收取水电气暖费用.

对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暂未直抄到户的终端用

户,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水电气暖费用中加收

其他费用,对具备表计条件的终端用户,应按照

政府规定的销售价格执行;对不具备表计条件的

终端用户,水电气暖费用应由终端用户公平分

摊.物业公共部位、共用设施和配套设施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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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费用等,应通过物业费、租金或公共收益解

决,不得以水电气暖费用为基数加收服务类费

用.经营者要建立健全各项收费及费用分摊相关

信息的公示制度,及时向终端用户公开.严禁以

强制服务、捆绑收费等形式收取不合理费用.严

禁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业实施垄断行为,对违反

反垄断法、妨碍市场公平竞争、损害其他市场主

体和消费者利益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

罚.

五、提升服务水平

(一)健全行业管理制度和技术标准体系.

有关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快完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等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建设、工

程验收、运行维护等制度规定,明确工程验收标

准和程序,加强标准协调衔接,加快形成系统性

技术标准体系.对于已有技术标准的,要进一步

梳理完善,及时调整不合理规定;对于尚无技术

标准的,要加快制定,尽快出台.

(二)加快完善行业服务质量体系.有关行

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深化 “放管服”改革要求,制

定完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服务质量规范和评

价体系.加强行业服务质量管理,通过采取行业

服务质量评估、公开通报行业服务情况等方式,

提升行业整体服务质量.

(三)不断提高企业服务水平.供水供电供

气供热企业要增强服务意识,提高工作效率和服

务水平,向用户提供安全、便捷、稳定、价格合

理的产品和服务.制定简捷、标准化的服务办理

流程,公开服务标准、资费标准等信息,严格落

实承诺制度,接受社会监督.积极推进 “一站

式”办理和 “互联网＋”服务模式,推动申请报

装、维修、过户、缴费、开具发票等 “一窗受

理、一网通办、一站办结”,进一步压缩办理时

限,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推动有关服务事项进驻政

务服务大厅.

六、改善发展环境

(一)提升市政配套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管理

水平.坚持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先规划后建设、先

地下后地上,加强专项规划编制,统筹城镇基础

设施规划、建设和管理,确保老城区与新城区及

园区互联互通,地上与地下整体协调,避免条块

分割、多头管理.储备土地应进行必要的前期开

发建设,完善与地块相关的道路及供水供电供气

供热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方案,落实工程建设资

金,确保市政配套基础设施与建设项目同步使

用.与储备土地直接相关的市政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费用可按规定纳入土地开发支出,不得由供水

供电供气供热企业负担.

(二)加快放开经营服务市场.深化供水供

电供气供暖行业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放开市场

准入限制,推动向规模化、集约化、跨地区经营

方向发展,促进行业提质增效.支持通过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 (PPP)、混合经营等方式,引导

社会资本有序进入,增加市场供给.创新项目投

资运营管理方式,实行投资、建设、运营和监管

分开,促进设计施工、工程验收、运行维护等环

节公平竞争.鼓励推进企业主营业务和工程设计

施工业务分离,同步加强工程设计审查、施工监

理、竣工验收等工作,确保工程质量.

(三)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鼓励各地区

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

立健全地方性法规,合理界定政府、企业、用户

的权利义务.尤其对建筑区划红线内外的工程,

要分清管网设施设备产权和运行维护、抢修、更

新改造的责任,明晰管理边界,确保主体明确、

权责相符.

七、切实抓好政策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

认识清理规范供水供电供气供暖行业收费的重要

意义,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统一思想,强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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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各地方人民政府要明确部门任务分工,建

立联合工作机制,逐项细化分解工作任务;落实

主体责任,取消收费项目后属于公共服务范围

的,应通过财政补贴、价格补偿等方式保障公共

服务供给.

(二)稳妥推进实施.各地区要结合实际制

定出台具体实施方案,深化细化实化改革措施,

兼顾各方利益,充分评估可能出现的风险,制定

应对预案,稳妥把握节奏和力度,合理设置过渡

期,确保不影响正常生产生活.特别是对需要理

顺价格的,要精心选择合适时机,对低收入群体

予以重点关注,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做好兜底保

障工作,确保平稳落地.对采取特许经营等方式

的供水供电供气供暖企业,要合理制定相关收费

标准,明确政府付费和使用者付费的界限,妥善

处理好价格补偿和政府补贴的关系,保障项目正

常运营.

(三)强化监督检查.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企

业要按照 “规范化、标准化、便民化”要求,全

面梳理自查现行收费项目和标准,取消不合理收

费项目,纠正强制性收费,降低偏高收费标准.

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供水供电供气供暖工程安

装、维护维修领域的价格监管和反垄断执法,着

力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导价、收取不合

理费用以及达成实施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

位和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等违法违规行

为.对违法违规典型案例,要及时向社会公开曝

光,发挥警示作用.

(四)加强宣传引导.各地区各部门要通过

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广泛宣传清理规范供水供电

供气供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意义和典型经验做法,加强政策解读,及时回应

社会关切,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本意见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９８　号

　　 «财政部关于修改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等２部部门规章的决定»已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刘　昆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４日　　

财政部关于修改«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等２部部门规章的决定

　　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

一、对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四条修改为:“申请代理记账资格

的机构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为依法设立的企业;

“(二)专职从业人员不少于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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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有会计

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

于三年,且为专职从业人员;

“(四)有健全的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代理记账机构从业人员应当具有会计类专

业基础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够独立处理基本会计

业务,并由代理记账机构自主评价认定.

“本条第一款所称专职从业人员是指仅在一

个代理记账机构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人员.”

(二)将第五条修改为:“申请代理记账资格

的机构,应当向所在地的审批机关提交申请及下

列材料,并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一)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二)主管代理记账业务的负责人具备会计

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

于三年的书面承诺;

“(三)专职从业人员在本机构专职从业的书

面承诺;

“(四)代理记账业务内部规范.”

(三)将第六条第 (二)项中的 “２０日”修

改为 “１０日”.

第 (三)项修改为: “(三)作出批准决定

的,应当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１０日内向申请人发

放代理记账许可证书,并向社会公示.审批机关

进行全覆盖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

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并给予处罚.”

(四)删去第八条第二款中的 “提交营业执

照复印件,”.

(五)将第十七条改为第十六条.

(六)将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

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施监督,随机抽取检

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情况

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对委托代理记账的企业因违反财税法律、

法规受到处理处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

门应当将其委托的代理记账机构列入重点检查对

象.

“对其他部门移交的代理记账违法行为线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查处.”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八条:“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代理记

账行为,可以依法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进行举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依法

进行处理.”

(八)将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

“代理记账机构采取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

得代理记账资格的,由审批机关撤销其资格,并

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负责人给予警告,记入会计

领域违法失信记录,根据有关规定实施联合惩

戒,并向社会公告.”

(九)将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二条,修改

为:“代理记账机构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

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规定,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财政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拒不改正

的,将代理记账机构及其负责人列入重点关注名

单,并向社会公示,提醒其履行有关义务;情节

严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并向社会公示.”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代理记

账机构及其负责人、主管代理记账业务负责人及

其从业人员违反规定出具虚假申请材料或者备案

材料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予以警

告,记入会计领域违法失信记录,根据有关规定

实施联合惩戒,并向社会公告.”

(十一)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删

去本条中的 “故意”.

(十二)将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

改为:“未经批准从事代理记账业务的单位或者

个人,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按照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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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及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十三)将附表 “代理记账机构基本情况表”

作相应修改.

二、对 «会计基础工作规范»作出修改

(一)将第七条第二项修改为:“具备会计师

以上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或者从事会计工作不少于

三年”.

删去第三项.

(二)将第八条修改为:“没有设置会计机构

或者配备会计人员的单位,应当根据 «代理记账

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会计师事务所或者持有

代理记账许可证书的代理记账机构进行代理记

账.”

(三)将第十条修改为:“各单位应当根据会

计业务需要配备会计人员,督促其遵守职业道德

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

(四)将第二十四条第二款修改为:“会计人

员违反职业道德的,由所在单位进行处理.”

(五)删去第六十一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

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会计基础工作规

范»略,详情请登录财政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９９　号

　　 «财政部关于修改 ‹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的决定»已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刘　昆　　　　

２０１９年３月１５日　　

财政部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的决定

　　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对 «注册会计师注册

办法»作如下修改:

一、将相关条文中的 “注册申请人”修改为

“申请人”.

二、将第六条修改为: “申请人申请注册,

应当通过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向会计师事务

所所在地的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提交注册会计师

注册申请表 (附表１):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二)申请人出具的符合注册条件的承诺;

“(三)申请人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申请

人在该会计师事务所专职从业的承诺.

“申请人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

区居民的,应当提交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信息或者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证件信息.

“申请人为外国人的,应当同时提交护照和

签证信息以及 «外国人工作许可证»信息.

“经依法认定或者考核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的,应当提交相关文件和符合认定或者考核条件

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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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将第七条修改为: “申请人和所在的会

计师事务所应当分别对申请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

责.”

四、将第八条修改为: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

会应当在受理申请的办公场所将申请注册应当提

交的材料目录及要求、准予注册的程序及期限,

以及不予注册的情形予以公示.”

五、将第九条修改为: “省级注册会计师协

会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后,应当对其进行

形式审查.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

应当当场或者在５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需要补正

的材料及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受

理其注册申请.”

六、第十六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对

因前款第 (四)项被撤销注册、收回注册会计师

证书的人员,由省级财政部门给予警告,并向社

会公告.”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七条: “申请人及

其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申请材料的,由省

级财政部门对申请人、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

(主任会计师)给予警告,并向社会公告.”

八、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将本条

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修改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九、删去附表２,并对附表１ “注册会计师

注册申请表”和附表３ “注册会计师注册备案

表”作相应修改.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

修改,重新公布.

(«注册会计师注册办法»略,详情请登录财

政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１００　号

　　 «财政部关于修改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已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部　长　　刘　昆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　　

财政部关于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

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

　　财政部部务会议决定,对 «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暂行办法»作出修改:

一、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 “事业单

位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出租、出借和担保等

应当进行必要的可行性论证,并提出申请,经主

管部门审核同意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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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第五十六条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二、将第二十三条修改为: “除本办法第五

十六条及国家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对外投资收

益以及利用国有资产出租、出借和担保等取得的

收入应当纳入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

三、将第二十五条修改为: “除本办法第五

十六条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处置国有资产,应

当严格履行审批手续,未经批准不得自行处置.”

四、将第二十六条修改为:“事业单位占有、

使用的房屋建筑物、土地和车辆的处置,货币性

资产损失的核销,以及单位价值或者批量价值在

规定限额以上的资产的处置,经主管部门审核后

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规定限额以下的资产的处

置报主管部门审批,主管部门将审批结果定期报

同级财政部门备案.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办法第

五十六条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五、将第二十九条修改为: “除本办法第五

十六条另有规定外,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收入

属于国家所有,应当按照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规

定,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

六、将第三十九条第三项修改为第四项,增

加一项作为第三项:“(三)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

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转让、许可

或者作价投资给国有全资企业的;”.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条: “国家设立

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将其持有的科技成果

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给非国有全资企业的,

由单位自主决定是否进行资产评估.”

八、将第五十一条修改为第五十二条,第四

项修改为第五项,增加一项作为第四项:“(四)

通过串通作弊、暗箱操作等低价处置国有资产

的;”.

九、将第五十二条修改为第五十三条,将本

条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修改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 “国家设

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对其持有的科技成

果,可以自主决定转让、许可或者作价投资,不

需报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批或者备案,并通过

协议定价、在技术交易市场挂牌交易、拍卖等方

式确定价格.通过协议定价的,应当在本单位公

示科技成果名称和拟交易价格.

“国家设立的研究开发机构、高等院校转化

科技成果所获得的收入全部留归本单位.”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根据本

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略,详

情请登录财政部网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

第　１０１　号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已经财政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

起施行.

部　长　　刘　昆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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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信息发布行为,

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采购信息,是指依

照政府采购有关法律制度规定应予公开的公开招

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单一来源采购公示、中

标 (成交)结果公告、政府采购合同公告等政府

采购项目信息,以及投诉处理结果、监督检查处

理结果、集中采购机构考核结果等政府采购监管

信息.

第四条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应当遵循格式规

范统一、渠道相对集中、便于查找获得的原则.

第五条　财政部指导和协调全国政府采购信

息发布工作,并依照政府采购法律、行政法规有

关规定,对中央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

动进行监督管理.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 (以下简称财政

部门)对本级预算单位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活动

进行监督管理.

第六条　财政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进行监督

管理.省级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

政部门对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网进行监督管

理.

第七条　政府采购信息应当按照财政部规定

的格式编制.

第八条　中央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息应当在

中国政府采购网发布,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采购信

息应当在所在行政区域的中国政府采购网省级分

网发布.

除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以外,政府

采购信息可以在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媒

体同步发布.

第九条　财政部门、采购人和其委托的采购

代理机构 (以下统称发布主体)应当对其提供的

政府采购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

中国政府采购网及其省级分网和省级以上财

政部门指定的其他媒体 (以下统称指定媒体)应

当对其收到的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完整

性负责.

第十条　发布主体发布政府采购信息不得有

虚假和误导性陈述,不得遗漏依法必须公开的事

项.

第十一条　发布主体应当确保其在不同媒体

发布的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内容一致.

在不同媒体发布的同一政府采购信息内容、

时间不一致的,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

分网发布的信息为准.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和

省级分网发布的,以在中国政府采购网上发布的

信息为准.

第十二条　指定媒体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

政府采购信息发布主体的身份进行核验.

第十三条　指定媒体应当及时发布收到的政

府采购信息.

中国政府采购网或者其省级分网应当自收到

政府采购信息起１个工作日内发布.

第十四条　指定媒体应当加强安全防护,确

保发布的政府采购信息不被篡改、不遗漏,不得

擅自删除或者修改信息内容.

第十五条　指定媒体应当向发布主体免费提

供信息发布服务,不得向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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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信息查阅费用.

第十六条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

构未依法在指定媒体上发布政府采购项目信息

的,依照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八条追究法

律责任.

采购人或者其委托的采购代理机构存在其他

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由县级以上财政部门依

法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

或者有关机关依法依规处理,并予通报.

第十七条　指定媒体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

实施指定行为的省级以上财政部门依法责令限期

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建议其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机关依法依规

处理,并予通报.

第十八条　财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政府采

购信息发布活动中存在懒政怠政、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依照 «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

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有关国家机

关处理.

第十九条　涉密政府采购项目信息发布,依

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省级财政部门可以根据本办法制

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０年３月１日起

施行.财政部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１日颁布实施的 «政

府采购信息公告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１９号)

同时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令

第　４　号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已经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日应急管理部第３１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现予公布,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

部 长　　王玉普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０日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第一条　为了准确认定、及时消除煤矿重大

事故隐患,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和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

定» (国务院令第４４６号)等法律、行政法规,

制定本标准.

第二条　本标准适用于判定各类煤矿重大事

故隐患.

第三条　煤矿重大事故隐患包括下列１５个

方面:

(一)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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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瓦斯超限作业;

(三)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未依照规定实施

防突出措施;

(四)高瓦斯矿井未建立瓦斯抽采系统和监

控系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

(五)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

(六)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

(七)超层越界开采;

(八)有冲击地压危险,未采取有效措施;

(九)自然发火严重,未采取有效措施;

(十)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设备、

工艺;

(十一)煤矿没有双回路供电系统;

(十二)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改扩

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其他区域

的生产超出安全设施设计规定的范围和规模;

(十三)煤矿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后,未

重新取得或者及时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而从事生

产,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以及将井下采掘工作

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

(十四)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责

任人和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在完成改制后,未重

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和

营业执照;

(十五)其他重大事故隐患.

第四条　 “超能力、超强度或者超定员组织

生产”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煤矿全年原煤产量超过核定 (设计)

生产能力幅度在１０％以上,或者月原煤产量大

于核定 (设计)生产能力的１０％的;

(二)煤矿或其上级公司超过煤矿核定 (设

计)生产能力下达生产计划或者经营指标的;

(三)煤矿开拓、准备、回采煤量可采期小

于国家规定的最短时间,未主动采取限产或者停

产措施,仍然组织生产的 (衰老煤矿和地方人民

政府计划停产关闭煤矿除外);

(四)煤矿井下同时生产的水平超过２个,

或者一个采 (盘)区内同时作业的采煤、煤 (半

煤岩)巷掘进工作面个数超过 «煤矿安全规程»

规定的;

(五)瓦斯抽采不达标组织生产的;

(六)煤矿未制定或者未严格执行井下劳动

定员制度,或者采掘作业地点单班作业人数超过

国家有关限员规定２０％以上的.

第五条　 “瓦斯超限作业”重大事故隐患,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瓦斯检查存在漏检、假检情况且进行

作业的;

(二)井下瓦斯超限后继续作业或者未按照

国家规定处置继续进行作业的;

(三)井下排放积聚瓦斯未按照国家规定制

定并实施安全技术措施进行作业的.

第六条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未依照规定

实施防突出措施”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

(一)未设立防突机构并配备相应专业人员

的;

(二)未建立地面永久瓦斯抽采系统或者系

统不能正常运行的;

(三)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区域或者工作面

突出危险性预测的 (直接认定为突出危险区域或

者突出危险工作面的除外);

(四)未按照国家规定采取防治突出措施的;

(五)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防突措施效果检

验和验证,或者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证不达标

仍然组织生产建设,或者防突措施效果检验和验

证数据造假的;

(六)未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

(七)使用架线式电机车的.

第七条　 “高瓦斯矿井未建立瓦斯抽采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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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监控系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重大事故

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按照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应当建立

而未建立瓦斯抽采系统或者系统不正常使用的;

(二)未按照国家规定安设、调校甲烷传感

器,人为造成甲烷传感器失效,或者瓦斯超限后

不能报警、断电或者断电范围不符合国家规定

的.

第八条　 “通风系统不完善、不可靠”重大

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矿井总风量不足或者采掘工作面等主

要用风地点风量不足的;

(二)没有备用主要通风机,或者两台主要

通风机不具有同等能力的;

(三)违反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采用串联

通风的;

(四)未按照设计形成通风系统,或者生产

水平和采 (盘)区未实现分区通风的;

(五)高瓦斯、煤与瓦斯突出矿井的任一采

(盘)区,开采容易自燃煤层、低瓦斯矿井开采

煤层群和分层开采采用联合布置的采 (盘)区,

未设置专用回风巷,或者突出煤层工作面没有独

立的回风系统的;

(六)进、回风井之间和主要进、回风巷之

间联络巷中的风墙、风门不符合 «煤矿安全规

程»规定,造成风流短路的;

(七)采区进、回风巷未贯穿整个采区,或

者虽贯穿整个采区但一段进风、一段回风,或者

采用倾斜长壁布置,大巷未超前至少２个区段构

成通风系统即开掘其他巷道的;

(八)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

掘进未按照国家规定装备甲烷电、风电闭锁装置

或者有关装置不能正常使用的;

(九)高瓦斯、煤 (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

突出矿井的煤巷、半煤岩巷和有瓦斯涌出的岩巷

掘进工作面采用局部通风时,不能实现双风机、

双电源且自动切换的;

(十)高瓦斯、煤 (岩)与瓦斯 (二氧化碳)

突出建设矿井进入二期工程前,其他建设矿井进

入三期工程前,没有形成地面主要通风机供风的

全风压通风系统的.

第九条　 “有严重水患,未采取有效措施”

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查明矿井水文地质条件和井田范围

内采空区、废弃老窑积水等情况而组织生产建设

的;

(二)水文地质类型复杂、极复杂的矿井未

设置专门的防治水机构、未配备专门的探放水作

业队伍,或者未配齐专用探放水设备的;

(三)在需要探放水的区域进行采掘作业未

按照国家规定进行探放水的;

(四)未按照国家规定留设或者擅自开采

(破坏)各种防隔水煤 (岩)柱的;

(五)有突 (透、溃)水征兆未撤出井下所

有受水患威胁地点人员的;

(六)受地表水倒灌威胁的矿井在强降雨天

气或其来水上游发生洪水期间未实施停产撤人

的;

(七)建设矿井进入三期工程前,未按照设

计建成永久排水系统,或者生产矿井延深到设计

水平时,未建成防、排水系统而违规开拓掘进

的;

(八)矿井主要排水系统水泵排水能力、管

路和水仓容量不符合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

(九)开采地表水体、老空水淹区域或者强

含水层下急倾斜煤层,未按照国家规定消除水患

威胁的.

第十条　 “超层越界开采”重大事故隐患,

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开采煤层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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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标高进行开采的;

(二)超出采矿许可证载明的坐标控制范围

进行开采的;

(三)擅自开采 (破坏)安全煤柱的.

第十一条　 “有冲击地压危险,未采取有效

措施”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煤层 (岩层)冲

击倾向性鉴定,或者开采有冲击倾向性煤层未进

行冲击危险性评价,或者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未

进行采区、采掘工作面冲击危险性评价的;

(二)有冲击地压危险的矿井未设置专门的

防冲机构、未配备专业人员或者未编制专门设计

的;

(三)未进行冲击地压危险性预测,或者未

进行防冲措施效果检验以及防冲措施效果检验不

达标仍组织生产建设的;

(四)开采冲击地压煤层时,违规开采孤岛

煤柱,采掘工作面位置、间距不符合国家规定,

或者开采顺序不合理、采掘速度不符合国家规

定、违反国家规定布置巷道或者留设煤 (岩)柱

造成应力集中的;

(五)未制定或者未严格执行冲击地压危险

区域人员准入制度的.

第十二条　 “自然发火严重,未采取有效措

施”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开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的矿井,未

编制防灭火专项设计或者未采取综合防灭火措施

的;

(二)高瓦斯矿井采用放顶煤采煤法不能有

效防治煤层自然发火的;

(三)有自然发火征兆没有采取相应的安全

防范措施继续生产建设的;

(四)违反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启封火区

的.

第十三条　 “使用明令禁止使用或者淘汰的

设备、工艺”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

(一)使用被列入国家禁止井工煤矿使用的

设备及工艺目录的产品或者工艺的;

(二)井下电气设备、电缆未取得煤矿矿用

产品安全标志的;

(三)井下电气设备选型与矿井瓦斯等级不

符,或者采 (盘)区内防爆型电气设备存在失

爆,或者井下使用非防爆无轨胶轮车的;

(四)未按照矿井瓦斯等级选用相应的煤矿

许用炸药和雷管、未使用专用发爆器,或者裸露

爆破的;

(五)采煤工作面不能保证２个畅通的安全

出口的;

(六)高瓦斯矿井、煤与瓦斯突出矿井、开

采容易自燃和自燃煤层 (薄煤层除外)矿井,采

煤工作面采用前进式采煤方法的.

第十四条　 “煤矿没有双回路供电系统”重

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单回路供电的;

(二)有两回路电源线路但取自一个区域变

电所同一母线段的;

(三)进入二期工程的高瓦斯、煤与瓦斯突

出、水文地质类型为复杂和极复杂的建设矿井,

以及进入三期工程的其他建设矿井,未形成两回

路供电的.

第十五条　 “新建煤矿边建设边生产,煤矿

改扩建期间,在改扩建的区域生产,或者在其他

区域的生产超出安全设施设计规定的范围和规

模”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未经审查批准,

或者在审查批准后作出重大变更未经再次审查批

准擅自组织施工的;

(二)新建煤矿在建设期间组织采煤的 (经

批准的联合试运转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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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扩建矿井在改扩建区域生产的;

(四)改扩建矿井在非改扩建区域超出设计

规定范围和规模生产的.

第十六条　 “煤矿实行整体承包生产经营

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及时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而

从事生产,或者承包方再次转包,以及将井下采

掘工作面和井巷维修作业进行劳务承包”重大事

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煤矿未采取整体承包形式进行发包,

或者将煤矿整体发包给不具有法人资格或者未取

得合法有效营业执照的单位或者个人的;

(二)实行整体承包的煤矿,未签订安全生

产管理协议,或者未按照国家规定约定双方安全

生产管理职责而进行生产的;

(三)实行整体承包的煤矿,未重新取得或

者变更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的;

(四)实行整体承包的煤矿,承包方再次将

煤矿转包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

(五)井工煤矿将井下采掘作业或者井巷维

修作业 (井筒及井下新水平延深的井底车场、主

运输、主通风、主排水、主要机电硐室开拓工程

除外)作为独立工程发包给其他企业或者个人

的,以及转包井下新水平延深开拓工程的.

第十七条　 “煤矿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

产责任人和安全管理机构,或者在完成改制后,

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

证和营业执照”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

(一)改制期间,未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人进

行生产建设的;

(二)改制期间,未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机构

和配备安全管理人员进行生产建设的;

(三)完成改制后,未重新取得或者变更采

矿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营业执照而进行生

产建设的.

第十八条　 “其他重大事故隐患”,是指有

下列情形之一的:

(一)未分别配备专职的矿长、总工程师和

分管安全、生产、机电的副矿长,以及负责采

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地测、防治水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员的;

(二)未按照国家规定足额提取或者未按照

国家规定范围使用安全生产费用的;

(三)未按照国家规定进行瓦斯等级鉴定,

或者瓦斯等级鉴定弄虚作假的;

(四)出现瓦斯动力现象,或者相邻矿井开

采的同一煤层发生了突出事故,或者被鉴定、认

定为突出煤层,以及煤层瓦斯压力达到或者超过

０７４MPa的非突出矿井,未立即按照突出煤层

管理并在国家规定期限内进行突出危险性鉴定的

(直接认定为突出矿井的除外);

(五)图纸作假、隐瞒采掘工作面,提供虚

假信息、隐瞒下井人数,或者矿长、总工程师

(技术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及管理

制度时伪造记录,弄虚作假的;

(六)矿井未安装安全监控系统、人员位置

监测系统或者系统不能正常运行,以及对系统数

据进行修改、删除及屏蔽,或者煤与瓦斯突出矿

井存在第七条第二项情形的;

(七)提升 (运送)人员的提升机未按照

«煤矿安全规程»规定安装保护装置,或者保护

装置失效,或者超员运行的;

(八)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入井前未经过第

三方阻燃和抗静电性能试验,或者试验不合格入

井,或者输送带防打滑、跑偏、堆煤等保护装置

或者温度、烟雾监测装置失效的;

(九)掘进工作面后部巷道或者独头巷道维

修 (着火点、高温点处理)时,维修 (处理)点

以里继续掘进或者有人员进入,或者采掘工作面

未按照国家规定安设压风、供水、通信线路及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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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

(十)露天煤矿边坡角大于设计最大值,或

者边坡发生严重变形未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治理

的;

(十一)国家矿山安全监察机构认定的其他

重大事故隐患.

第十九条　本标准所称的国家规定,是指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以及国务院及其应急管理部门、国家矿山

安全监察机构依法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第二十条　本标准自２０２１年１月１日起施

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３日公布的 «煤矿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

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８５号)同

时废止.

国 家 统 计 局 令

第　３２　号

　　 «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 (２０２０)»已经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３日国家统计局第１４次局常务会议通

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局 长　　宁吉喆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４日

农业及相关产业统计分类(２０２０)

　　一、分类目的

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地服务于

现代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科学界定农业及相关

产业的统计范围,全面准确反映农林牧渔业生

产、加工、制造、流通、服务等全产业链价值,

依据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域

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国务

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指导意见»、«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以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４７５４－

２０１７)为基础,制定本分类.

二、分类范围

本分类规定的农业及相关产业是指农林牧渔

业,以及产品为农林牧渔业所用、直接使用农林

牧渔业产品和依托农林牧渔业资源所衍生出来的

二三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生产、加工、制造、

流通、服务等环节形成的全部经济活动.具体范

围确定为农林牧渔业、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

与制造、非食用农林牧渔业产品加工与制造、农

林牧渔业生产资料制造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农

林牧渔业及相关产品流通服务、农林牧渔业科研

和技术服务、农林牧渔业教育培训与人力资源服

务、农林牧渔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农林牧渔

业休闲观光与农业农村管理服务、其他支持服务

等１０个大类.

三、编制原则

(一)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为依据.本

分类以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 “三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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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分类采用线分类法和分层次编码方法，将农业及相关产

业划分为三层，分别用阿拉伯数字编码表示。第一层为大类，

用 2 位数字表示，共有 10 个大类；第二层为中类，用 3 位数字

表示，前两位为大类代码，共有 61 个中类；第三层为小类，用

4 位数字表示，前三位为中类代码，共有 215个小类。 

本分类代码结构: 

××   ×     × 

(数字)小类顺序码 

                                      小类代码 

            (数字)中类顺序码 

                             中类代码 

            (数字)大类代码  

五、有关说明 

（一）本分类 01大类“农林牧渔业”同《国民经济行业分

类》（GB/T 4754-2017）的 A 门类（农、林、牧、渔业）一致，

为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核心领域，本分类 02 至 10 大类为农业及

相关产业相关领域。 

（二）本分类建立了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的对应关系。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仅部分活动属

于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所对应的行业代码用“*”做标记。 

（三）本分类在“说明”栏中，对农业及相关产业各小类

的范围作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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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及名称(２０１７)

０１１２ 　 　 薯 类、
豆类和油料
种植

　指对薯类、豆类以及油料的种植活动 ０１２１豆类种植

０１２２油料种植

０１２３薯类种植

０１１３ 　　棉、麻、
糖、烟 草 种
植

　指对棉花、麻类、糖料以及烟草的种植活动 ０１３１棉花种植

０１３２麻类种植

０１３３糖料种植

０１３４烟草种植

０１１４ 　 　 蔬 菜、
食用菌及园
艺作物种植

　指对蔬菜、食用菌、花卉以及其他园艺作物的种植活
动.不包括用作水果的西瓜、白兰瓜、香瓜等瓜果类种植
和腰果、核桃、榛子、白果等坚果类作物种植,野生菌类的
采集,树木幼苗的培育和种植,城市草坪的种植、管理

０１４１蔬菜种植

０１４２食用菌种植

０１４３花卉种植

０１４９其他园艺作物
种植

０１１５ 　　水果种
植

　指对仁果类和核果类水果、葡萄、柑橘类、香蕉等亚热
带水果以及其他水果的种植活动

０１５１仁果类和核果
类水果种植

０１５２葡萄种植

０１５３柑橘类种植

０１５４香蕉等亚热带
水果种植

０１５９其他水果种植

０１１６ 　 　 坚 果、
含 油 果、香
料和饮料作
物种植

　指对坚果、含油果、香料作物、茶叶以及其他饮料作物
的种植活动

０１６１坚果种植

０１６２含油果种植

０１６３香料作物种植

０１６４茶叶种植

０１６９其他饮料作物
种植

０１１７ 　　中药材
种植

　指主要用于中药配制以及中成药加工的各种中草药材
作物以及其他中药材的种植活动

０１７１中草药种植

０１７９其他中药材种植

０１１８ 　　草种植
及割草

　指收获人工种植牧草和收割天然草原牧草的活动 ０１８１草种植

０１８２天然草原割草

０１１９ 　　其他农
业生产活动

　指上述内容未包括的其他农业生产活动 ０１９０其他农业

０１２ 　林业生产

０１２１ 　　林木育
种和育苗

　指应用遗传学原理选育、繁殖林木良种、繁殖林木新品
种核心的栽植材料的林木遗传改良活动和通过人为活动
将种子、穗条或植物其他组织培育成苗木的活动

０２１１林木育种

０２１２林木育苗

０１２２ 　　造林和
更新

　指在宜林荒山荒地荒沙、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疏林地、
灌木林地等一切可造林的土地上通过人工造林、人工更
新、封山育林、飞播造林等方式培育和恢复森林的活动

０２２０造林和更新

０１２３ 　　森林经
营、管 护 和
改培

　指为促进林木生长发育,在林木生长的不同时期进行
的促进林木生长发育的活动;为调整林分结构和树种组
成,形成密度合理、物种丰富、功能完备的优质、高产、高
效林而采取林分抚育、补植、补播等人工措施的活动

０２３１森林经营和管
护

０２３２森林改培

０１２４ 　　木材和
竹材采运

　指对林木和竹木的采伐,并将其运出山场至贮木场的
生产活动

０２４１木材采运

０２４２竹材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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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２５ 　　林产品
采集

　指在天然林地和人工林地进行的各种林木产品和其他
野生植物的采集等活动

０２５１木竹材林产品
采集

０２５２非木竹材林产
品采集

０１３ 　畜牧业生产

０１３１ 　　牲畜饲
养

　指对牛、马、猪、羊、骆驼以及其他牲畜的饲养活动,包
括相关初级产品

０３１１牛的饲养

０３１２马的饲养

０３１３猪的饲养

０３１４羊的饲养

０３１５骆驼饲养

０３１９其他牲畜饲养

０１３２ 　　家禽饲
养

　指对鸡、鸭、鹅以及其他家禽的饲养活动 ０３２１鸡的饲养

０３２２鸭的饲养

０３２３鹅的饲养

０３２９其他家禽饲养

０１３３ 　　狩猎和
捕捉动物

　指对各种非国家和地方保护野生动物的捕捉以及与此
相关的合法活动

０３３０狩猎和捕捉动
物

０１３４ 　　其它畜
牧业

　指对兔、蜜蜂的饲养活动,养殖驯鹿、梅花鹿、麝、狐、貂
等畜牧业活动,其他动物毛类、生皮、生毛皮,以及蚕茧、
麝香、鹿茸、燕窝、龟蛋、蜜蜂产品等畜禽产品和其他未列
明养殖畜禽等畜牧业活动

０３９１兔的饲养

０３９２蜜蜂饲养

０３９９其他未列明畜
牧业

０１４ 　渔业生产

０１４１ 　　水产养
殖

　指利用海水或在内陆水域,对各种水生动植物的养殖
活动

０４１１海水养殖

０４１２内陆养殖

０１４２ 　　水产捕
捞

　指在海洋中或在内陆水域,对各种天然水生动植物的
捕捞活动

０４２１海水捕捞

０４２２内陆捕捞

０１５ 　农林牧渔
专业及辅助
性活动

０１５１ 　　农业专
业及辅助性
活动

　指对农业提供的各种专业及辅助性生产活动,包括种
子种苗培育活动、农业机械活动、灌溉活动、农产品初加
工活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活动,以及其他农业专业及辅
助性活动.不包括各种科学技术和专业技术服务

０５１１种子种苗培育
活动

０５１２农业机械活动

０５１３灌溉活动

０５１４农产品初加工
活动

０５１５农作物病虫害
防治活动

０５１９其他农业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０１５２ 　　林业专
业及辅助性
活动

　指为林业生产提供的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林地防火等
各种辅助性活动,包括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活动、森林防火
活动、其他林业专业及辅助性活动

０５２１林业有害生物
防治活动

０５２２森林防火活动

０５２３林产品初级加
工活动

０５２９其他林业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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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５３ 　　畜牧专
业及辅助性
活动

　指提供牲畜繁殖、圈舍清理、畜产品生产、初级加工等
活动.不包括畜禽粪污处理活动

０５３１畜牧良种繁殖
活动

０５３９∗其他畜牧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０１５４ 　　渔业专
业及辅助性
活动

　指对渔业生产提供的各种活动,包括鱼苗及鱼种场、水
产良种场和水产增殖场等活动

０５４１鱼苗及鱼种场
活动

０５４９其他渔业专业
及辅助性活动

０２ 食用农林牧
渔业产品加
工与制造

０２１ 　粮油加工及
豆制品制造

　指对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的磨制、榨制,对淀粉的提取、
制造,豆制品的制造和饲料加工

０２１１ 　　谷物磨
制

　指对稻谷、小麦、玉米、杂粮、其他谷物等粮食作物的加
工活动,包括将稻谷去壳、碾磨成大米的生产活动;将小
麦碾磨成小麦粉的生产活动;将玉米碾碎或碾磨成玉米
碴或玉米粉的加工活动;将谷子、高粱、绿豆、红小豆等小
宗谷类、豆类作物进行清理去壳、碾磨,加工为成品粮的
生产活动,其他未列明谷物细粉、其他碾磨、脱壳谷物、其
他粗磨谷物的生产活动.不包括以玉米为原料的饲料加
工、淀粉及淀粉制品制造等

１３１１稻谷加工

１３１２小麦加工

１３１３玉米加工

１３１４杂粮加工

１３１９其他谷物磨制

０２１２ 　　淀粉及
淀粉制品制
造

　指用玉米、薯类、豆类及其他植物原料制作淀粉和淀粉
制品的生产;以淀粉为原料,经酶法或酸法转换得到的糖
品生产活动.不包括乳糖、蔗糖等的加工

１３９１淀粉及淀粉制
品制造

０２１３ 　　豆制品
制造

　指以大豆、小豆、绿豆、豌豆、蚕豆等豆类为主要原料,
经加工制成食品的活动

１３９２豆制品制造

０２１４ 　　食用植
物油加工

　指用各种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以及精制食用油的
加工.不包括谷物磨制、淀粉加工所产生食用油原料或
食用油,猪油及其他动物油脂的提炼和精制等活动,以及
非食用植物油料生产、加工的油脂

１３３１食用植物油加
工

０２１５ 　　饲料加
工

　指专门为合法饲养的猫、狗、鱼、鸟等小动物提供食物
的加工;以及适用于农场、农户饲养牲畜、家禽、水产品的
饲料生产加工和用低值水产品及水产品加工废弃物(如
鱼骨、内脏、虾壳)等为主要原料的饲料加工.不包括可
用作动物饲料的植物油加工后的副产品和谷物碾磨后的
残余物

１３２１宠物饲料加工

１３２９其他饲料加工

０２２ 　肉蛋奶加工

０２２１̀ 　 　 牲 畜、
禽类屠宰

　指对各种牲畜、禽类进行宰杀、鲜肉冷冻等保鲜活动.
不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１３５１牲畜屠宰

１３５２禽类屠宰

０２２２ 　　肉类加
工

　指主要以各种畜、禽肉及畜、禽副产品为原料加工成熟
肉制品

１３５３肉制品及副产
品加工

０２２３ 　 　 肉、禽
类罐头制造

　指畜肉、禽肉、肉禽汤类罐头的制造活动 １４５１肉、禽类罐 头
制造

０２２４ 　　蛋品加
工

　指对干蛋品、冰蛋品、再制蛋、卵清蛋白等蛋品的加工
活动

１３９３蛋品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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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２５ 　　乳品加
工

　指以生鲜牛(羊)乳及其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成
的液体乳及固体乳(乳粉、炼乳、乳脂肪、干酪等)制品的
生产活动,包括液体乳、乳粉及其他乳制品制造.不包括
未经加工的生鲜乳、含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生产活动

１４４１液体乳制造

１４４２乳粉制造

１４４９其他乳制品制
造

０２３ 　果蔬茶加
工

０２３１ 　　蔬菜加
工

　指对薯类及类似植物加工品、冷冻蔬菜、暂时保藏蔬菜
(原料)、干制蔬菜(脱水蔬菜)、腌渍菜、冷冻蔬菜半成品、
蔬菜沙拉的加工,对其他蔬菜加工品等的加工活动

１３７１蔬菜加工

０２３２ 　　食用菌
加工

　指冷冻松茸、盐水伞菌属蘑菇、盐水蘑菇及块菌、干蘑
菇及块菌(干伞菌属蘑菇、干木耳、干银耳、干香菇、干金
针菇、干草菇、干口蘑、干牛肝菌、其他干蘑菇及块菌)、非
醋腌制蘑菇及块菌(盐渍伞菌属蘑菇、盐渍块菌、其他非
醋腌制蘑菇及块菌)等食用菌的加工活动

１３７２食用菌加工

０２３３ 　 　 水 果、
坚果加工

　指对水果和坚果的加工活动 １３７３水果和坚果加
工

０２３４ 　　蜜饯制
作

　指以水果、坚果、果皮及植物的其他部分制作糖果蜜饯
的活动

１４２２蜜饯制作

０２３５ 　 　 蔬 菜、
水果罐头制
造

　指对蔬菜、水果罐头的制造活动 １４５３ 蔬菜、水果罐
头制造

０２３６ 　　精制茶
加工

　指对毛茶或半成品原料茶进行筛分、轧切、风选、干燥、
匀堆、拼配等精制加工茶叶的生产活动

１５３０精制茶加工

０２４ 　水产品加工

０２４１ 　　水产品
冷冻加工

　指为了保鲜,将海水、淡水养殖或捕捞的鱼类、虾类、甲
壳类、贝类、藻类等水生动物或植物进行的冷冻加工.不
包括商业冷藏活动

１３６１水产品冷冻加
工

０２４２ 　　鱼糜制
品及水产品
干腌制加工

　指鱼糜制品制造,以及水产品的干制、腌制等加工活
动.不包括鱼肉、水产品类罐头制造

１３６２鱼糜制品及水
产品干腌制加工

０２４３ 　　鱼油提取
及制品制造

　指从鱼或鱼肝中提取油脂,并生产制品的活动 １３６３鱼油提取及制
品制造

０２４４ 　　水产品
罐头制造

　指鱼类、虾贝类和其他水产品的硬包装和软包装罐头
生产;以及在船舶上从事的水产品罐头加工活动

１４５２水产品罐头制
造

０２４５ 　　其他水
产品加工

　指对水生动植物进行的其他未列明加工活动 １３６９其他水产品加
工

０２５ 　焙烤食品
制造

０２５１ 　 　 糕 点、
面包制造

　指用米粉、面粉、豆粉为主要原料,配以辅料,经成型、
油炸、烤制而成的各种食品生产活动

１４１１ 糕点、面包制
造

０２５２ 　　饼干及
其他焙烤食
品制造

　指以面粉(或糯米粉)、糖和油脂为主要原料,配以奶制
品、蛋制品等辅料,经成型、焙烤制成的各种饼干,以及用
薯类、谷类、豆类等制作的各种易于保存、食用方便的焙
烤食品生产活动

１４１９饼干及其他焙
烤食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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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６ 　方便食品
制造

０２６１ 　 　 米、面
制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原料,经粗加工制成,未经烹制的
各类米面制品的生产活动

１４３１ 米、面制品制
造

０２６２ 　　速冻食
品制造

　指以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以肉类、蔬菜等为辅
料,经加工制成各类烹制或未烹制的主食品后,立即采用
速冻工艺制成的,并可以在冻结条件下运输储存及销售
的各类主食品的生产活动

１４３２速冻食品制造

０２６３ 　　方便面
制造

　指各类方便面、干吃面食品的制造 １４３３方便面制造

０２６４ 　　米面食
品类罐头及
其他方便食
品制造

　指用米、面、杂粮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的,可以直接
食用,或只需简单复热即可食用的各种方便主餐食品的
生产活动,以及其他未列明的方便食品制造;婴幼儿辅助
食品类罐头、米面食品类罐头(如八宝粥罐头等)及其他
未列明的罐头食品制造

１４３９其他方便食品
制造

１４５９其他罐头食品
制造

０２７ 　食品添加
剂及调味品
制造

０２７１ 　　味精制
造

　指以淀粉或糖蜜为原料,经微生物发酵、提取、精制等
工序制成的,谷氨酸钠含量在８０％及以上的鲜味剂的生
产活动

１４６１味精制造

０２７２ 　 　 酱 油、
食醋及类似
制品制造

　指以大豆和(或)脱脂大豆,小麦和(或)麸皮为原料,经
微生物发酵制成的各种酱油和酱类制品,以及以单独或
混合使用各种含有淀粉、糖的物料或酒精,经微生物发酵
酿制的酸性调味品的生产活动

１４６２ 酱油、食醋及
类似制品制造

０２７３ 　　食品及
饲料添加剂
制造

　指增加或改善食品特色的化学品,以及补充动物饲料
的营养成分和促进生长、防治疫病的制剂的生产活动

１４９５食品及饲料添
加剂制造

０２７４ 　　其他调
味 品、发 酵
制品制造

　指其他未列明调味品、发酵制品的制造活动 １４６９ 其他调味品、
发酵制品制造

０２８ 　烟酒糖及
饮料制造

０２８１ 　　烟草制
品业

　指在原烟(初烤)基础上进行第二次烟叶水分调整的活
动;各种卷烟生产;对烟丝、咀嚼烟、鼻烟、蛤蟆烟、烟草精
汁,及其他未列明烟草制品的制造活动.不包括生产烟
用滤嘴棒的纤维丝束原料的制造

１６１０烟叶复烤

１６２０卷烟制造

１６９０其他烟草制品
制造

０２８２ 　　酒的制
造

　指酒精、白酒、啤酒及其专用麦芽、黄酒、葡萄酒、果酒、
配制酒以及其他酒的生产活动

１５１１酒精制造

１５１２白酒制造

１５１３啤酒制造

１５１４黄酒制造

１５１５葡萄酒制造

１５１９其他酒制造

０２８３ 　　制糖业 　指以甘蔗、甜菜等为原料制作成品糖,以及以原糖或砂
糖为原料精炼加工各种精制糖的生产活动

１３４０制糖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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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２８４ 　　饮料制
造

　指各类饮料的制造,包括果菜汁及果菜汁饮料制造、含
乳饮料和植物蛋白饮料制造、固体饮料、茶饮料及其他饮
料制造.不包括碳酸饮料、冷冻饮品及瓶(罐)装饮用水
制造活动

１５２３果菜汁及果菜
汁饮料制造

１５２４含乳饮料和植
物蛋白饮料制造

１５２５固体饮料制造

１５２９茶饮料及其他
饮料制造

０２９ 　中药及其
他食品制造

０２９１ 　　中药制
造

　指对采集的天然或人工种植、养殖的动物、植物和矿物
的药材部位进行加工、炮制,使其符合中药处方调剂或中
成药生产使用的活动;以中药材为原料,在中医药理论指
导下,为了预防及治疗疾病的需要,按规定的处方和制剂
工艺将其加工制成一定剂型的中药制品的生产活动

２７３０中药饮片加工

２７４０中成药生产

０２９２ 　 　 糖 果、
巧克力制造

　指以砂糖、葡萄糖浆或饴糖为主要原料,加入油脂、乳
品、胶体、果仁、香料、食用色素等辅料制成甜味块状食品
的生产活动;以及以浆状、粉状或块状可可、可可脂、可可
酱、砂糖、乳品等为主要原料加工制成巧克力及巧克力制
品的生产活动

１４２１ 糖果、巧克力
制造

０２９３ 　　营养保
健食品制造

　指以新食品原料和其他富含营养成分的传统食材为原
料,经各种常规食品制造技术生产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
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其他适用于特定人群的主辅食
品的生产活动;标明具有特定保健功能的食品,适用于特
定人群食用,具有调节机体功能,不以治疗为目的,对人
体不产生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以补充维生素、矿物
质为目的的营养素补充等保健食品制造活动

１４９１营养食品制造

１４９２保健食品制造

０２９４ 　　冷冻饮
品及食用冰
制造

　指以砂糖、乳制品、豆制品、蛋制品、油脂、果料和食用
添加剂等经混合配制、加热杀菌、均质、老化、冻结(凝冻)
而成的冷食饮品的制造,以及食用冰的制造活动

１４９３冷冻饮品及食
用冰制造

０２９５ 　　其他未
列明食用类
产品加工和
制造

　指对其他未列明的农副食品加工和食品的制造活动 １３９９其他未列明农
副食品加工

１４９９其他未列明食
品制造

０３ 非食用农林
牧渔业产品
加工与制造

０３１ ０３１０ 　非食用植
物油加工

　指用各种非食用植物油料生产油脂的活动.不包括食
用植物油料生产、加工的油脂,植物芳香油的生产,以及
用化学方法对油和脂的处理活动

１３３２非食用植物油
加工

０３２ ０３２０ 　棉麻加工 　指棉纺纱加工、棉织造加工、麻纤维纺前加工和纺纱、
麻织造加工等活动

１７１１∗棉纺纱加工

１７１２∗棉织造加工

１７３１麻纤维纺前加
工和纺纱

１７３２麻织造加工

０３３ 　皮毛羽丝
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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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３１ 　　皮革鞣
制加工

　指动物生皮经脱毛、鞣制等物理和化学方法加工,再经
涂饰和整理,制成具有不易腐烂、柔韧、透气等性能的皮
革生产活动

１９１０皮革鞣制加工

０３３２ 　　皮革制
品制造

　指全部或大部分用皮革为面料,制作各式服装、皮手
套、皮带,以及皮领带等皮装饰制品的活动;全部或大部
分用皮革为材料制作各种用途的皮箱、皮包(袋),或其他
材料的箱、包(袋)等制作活动;全部或大部分用皮革为材
料制成上述未列明的其他各种皮革制品的生产活动

１９２１∗皮革服装制造

１９２２∗皮箱、包(袋)制造

１９２３∗皮手套及皮
装饰制品制造

１９２９∗其他皮革制
品制造

１９５２∗皮鞋制造

０３３３ 　　毛皮鞣
制及制品加
工

　指带毛动物生皮经鞣制等化学和物理方法处理后,保持
其绒毛形态及特点的毛皮(又称裘皮)的生产活动;用各种
动物毛皮和人造毛皮为面料或里料,加工制作毛皮服装的
生产活动;用各种动物毛皮和人造毛皮为材料,加工制作
上述类别未列明的其他各种用途毛皮制品的生产活动

１９３１毛皮鞣制加工

１９３２毛皮服装加工

１９３９其他毛皮制品
加工

０３３４ 　 　 羽 毛
(绒)加工及
制品制造

　指对鹅、鸭等禽类羽毛进行加工成标准毛的生产活动;
用加工过的羽毛(绒)作为填充物制作各种用途的羽绒制
品(如羽绒服装、羽绒寝具、羽绒睡袋等)的生产活动

１９４１羽毛(绒)加工

１９４２羽毛(绒)制品
加工

０３３５ 　　毛条加
工及制品制
造

　指以毛为原料进行梳条的加工,按毛纺工艺(精梳、粗
梳、半精梳)进行纺纱的加工,以毛为原料进行的机织物
织造加工活动

１７２１∗毛条和毛纱
线加工

１７２２∗毛织造加工

０３３６ 　　丝绢纺
织加工

　指由蚕茧经过加工缫制成丝的活动;以丝为主要原料
进行的丝织物织造加工活动

１７４１缫丝加工

１７４２绢纺和丝织加工

０３４ 　木竹藤棕
草加工

０３４１ 　　木材加
工

　指以原木为原料,利用锯木机械或手工工具将原木纵向
锯成具有一定断面尺寸(宽、厚度)的木材加工生产活动,
用防腐剂和其他物质浸渍木料或对木料进行化学处理的
加工,以及地板毛料的制造;利用森林采伐、造材、加工等
剩余物和定向培育的木材,经削(刨)片机加工成一定规格
的产品生产活动;用于胶合板、细工木板、木质重组装饰
材、装饰单板(厚度０．５５mm以下)、单层板积材(LVL)、纺
织用木质层压板、电工层压板和木质层积塑料等材料的生
产活动;对木材进行干燥、防腐、改性、染色加工,及其他未
列明的木材加工活动

２０１１锯材加工

２０１２木片加工

２０１３单板加工

２０１９其他木材加工

０３４２ 　　人造板
制造

　指用木材及其剩余物、棉秆、甘蔗渣和芦苇等植物纤维
为原料,加工成符合国家标准的胶合板、纤维板、刨花板、
细木工板和木丝板等产品的生产活动

２０２１胶合板制造

２０２２纤维板制造

２０２３刨花板制造

２０２９∗其他人造板
制造

０３４３ 　　木质制
品制造

　指以木材为原料加工成建筑用木料和木材组件、木容
器、软木制品及其他木制品的生产活动,以及以天然木材
和木质人造板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料(如油漆、贴面
材料、玻璃、五金配件等)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２０３１建筑用木料及
木材组件加工

２０３２木门窗制造

２０３３木楼梯制造

２０３４木地板制造

２０３５木制容器制造

２０３９软木制品及其
他木制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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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４４ 　　竹、藤、
棕、草 等 制
品制造

　指除木材以外,以竹、藤、棕、草等天然植物为原料生产
制品的活动,以及以竹材和藤材为主要材料,配以其他辅
料制作各种家具的生产活动

２０４１竹制品制造

２０４２藤制品制造

２０４３棕制品制造

２０４９草及其他制品
制造

０３４５ 　　木竹浆
制造

　指对机械木浆、化学木浆、化学机械木浆、其他木浆、竹
浆等木竹浆的制造活动

２２１１木竹浆制造

０３５ 　 文 具、玩
具和工艺品
制造

０３５１ 　 　 木、竹
制教学用品
制造

　指以木、竹等为主要原材料的文具、笔、教学用模型及
教具、画架等其他文教办公用品的制造

２４１１∗文具制造

２４１２∗笔的制造

２４１３∗教学用模型
及教具制造

２４１９∗其他文教办
公用品制造

０３５２ 　　木、竹、
丝、皮 乐 器
制造

　指以木、竹、丝、皮乐器为主要原材料的中国民族乐器、
西乐器等各种乐器及乐器零部件和配套产品的制造.不
包括电子乐器和玩具乐器的制造

２４２１∗中乐器制造

２４２２∗西乐器制造

２４２９∗其他乐器及
零件制造

０３５３ 　 　 木、竹
制玩具制造

　指以木、竹等为主要原材料,制作玩具的活动 ２４５９∗其他玩具制
造

０３５４ 　　木、竹、
树根等雕塑
工艺品制造

　指以木、竹、椰壳、树根、软木等天然植物为主要原材
料,经雕刻、琢、磨、捏或塑等艺术加工而制成的各种供欣
赏、实用和礼仪用的工艺品制作活动

２４３１∗雕塑工艺品
制造

０３５５ 　 　 其 他
木、竹 制 工
艺美术及礼
仪用品制造

　指上述未列明的以木、竹制工艺美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２４３９∗其他工艺美
术及礼仪用品制造

０３５６ 　 　 麦 秆、
羽 毛、粮 食
等花画工艺
品

　指以绢、丝、绒、麦秆、羽毛、通草、粮食以及鲜花草等天
然植物及植物制品为原料,经造型设计、模压、剪贴、干燥
等工艺精制而成的花、果、叶等人造花类工艺品,以画面
出现、可以挂或摆的具有欣赏性、装饰性和礼仪用的画类
工艺品制作活动,包括以粮食为原料的手工工艺品制作

２４３４∗花画工艺品
制造

０３５７ 　 　 编 织、
刺绣类工艺
美术及礼仪
用品制造

　指天然植物纤维编织工艺品、抽纱刺绣工艺品、地毯和
挂毯的制造

２４３５天然植物纤维
编织工艺品制造

２４３６抽纱刺绣工艺
品制造

２４３７地毯、挂毯制造

０３６ 　生物质能
开发利用

０３６１ 　　生物质
液体燃料生
产

　指利用淀粉质、农作物秸秆和农业加工剩余物、薪材及
林业加工剩余物、禽畜粪便和能源植物等生物资源作为
原料转化为液体燃料的活动

２５４１∗生物质液体
燃料生产

—３４—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２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代　　码

大类 中类 小类
名　　称 说　　明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代码及名称(２０１７)

０３６２ 　 　 秸 杆、
林木等致密
成型燃料加
工

　指对生物质燃料的加工活动,包括林木致密成型燃料,
秸秆致密成型燃料,及其他生物致密成型燃料的加工.
不包括木炭、竹炭加工

２５４２生物质致密成
型燃料加工

０３６３ 　　生物质
能发电

　指主要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城乡有机废物为原料,
采取直接燃烧或气化等方式的发电活动

４４１７生物质能发电

０３６４ 　　生物质
能供热

　指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城乡有机废物或生物质成型
燃料等为原料,通过锅炉等装置生产蒸汽和热水,进行供
热的活动

４４３０∗热力生产和
供应

０３６５ 　　生物质
能热电联产

　指利用秸秆、林业剩余物、城乡有机废物或生物质成型
燃料等为原料,既发电又提供热力的生产活动

４４１２∗热电联产

０３６６ 　　生物质
燃气生产和
供应业

　指利用农作物秸秆、林木废弃物、食用菌渣、畜禽粪便、
餐厨垃圾、农副产品加工废水等生物质资源作为原料转
化为可燃性气体能源

４５２０生物质燃气生
产和供应业

０３７ 　天然橡胶原
料制品制造

０３７１ 　 　 天然橡
胶原料制轮胎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轮胎制造活动 ２９１１∗轮胎制造

０３７２ 　　天然橡
胶 原 料 制
板、管、带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生产橡胶板状、片状、管状、
带状、棒状和异型橡胶制品的活动,以及以天然橡胶为主
要成分,用橡胶灌注、涂层、覆盖或层叠的纺织物、纱绳、
钢丝(钢缆)等制作的传动带或输送带的生产活动

２９１２∗橡胶板、管、带
制造

０３７３ 　　天然橡
胶原料制橡
胶零件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各种用途的橡胶异形制
品、橡胶零配件制品的生产活动

２９１３∗橡胶零件制
造

０３７４ 　 　 天然橡
胶原料制日用
及医用制品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日用及医用橡胶制品的制
造活动

２９１５∗日用及医用
橡胶制品制造

０３７５ 　　天然橡
胶原料制其
他橡胶制品

　指以天然橡胶为主要原料的其他橡胶制品制造活动 ２９１９∗其他橡胶制
品制造

０３８ 　农林牧渔
原料化工品
制造

０３８１ 　　林产化
学产品制造

　指以林产品为原料,经过化学和物理加工方法生产产
品的活动,包括木炭、竹炭生产活动

２６６３林产化学产品
制造

０３８２ 　　动物胶
制造

　指以动物骨、皮为原料,经一系列工艺处理制成有一定
透明度、黏度、纯度的胶产品的生产活动

２６６７动物胶制造

０３８３ 　　香料香
精制造

　指具有香气和香味,用于调配香精的物质———香料的
生产,以及以多种天然香料和合成香料为主要原料,并与
其他辅料一起按合理的配方和工艺调配制得的具有一定
香型的复杂混合物,主要用于各类加香产品中的香精的
生产活动

２６８４ 香料、香精制
造

０３８４ 　　生物基
化学纤维制
造

　指以生物单体或天然有机高分子为原料生产纤维的活
动,除天然动植物纤维外,特指生物基再生纤维、生物基
合成纤维等

２８３１生物基化学纤
维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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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８５ 　　生物基
淀粉基新材
料制造

　指使用可再生生物资源(如玉米、木薯、秸秆等)经过糖
化、发酵、聚合等步骤制成的聚乳酸等生物基、淀粉基材
料的活动

２８３２ 生物基、淀粉
基新材料制造

０４ 农林牧渔业
生产资料制
造和农田水
利设施建设

０４１ 　肥料制造

０４１１ 　　氮肥制
造

　指矿物氮肥及用化学方法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素氮的
化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１氮肥制造

０４１２ 　　磷肥制
造

　指以磷矿石为主要原料,用化学或物理方法制成含有
作物营养元素磷的化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２磷肥制造

０４１３ 　　钾肥制
造

　指用天然钾盐矿经富集精制加工制成含有作物营养元
素钾的化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３钾肥制造

０４１４ 　　复混肥
料制造

　指经过化学或物理方法加工制成的,含有两种以上作
物所需主要营养元素(氮、磷、钾)的化肥的生产活动

２６２４复混肥料制造

０４１５ 　　有机肥
料及微生物
肥料制造

　指主要来源于动植物,经过发酵腐熟的含碳有机物料,
能改善土壤肥力、提供植物营养、提高作物品质的肥料制
造;将含有特定微生物活体的制品,应用于农业生产,通
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
或促进植物生长,提高产量,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
环境的肥料制造

２６２５有机肥料及微
生物肥料制造

０４１６ 　　其他肥
料制造

　指上述未列明的用于提供植物营养、保持或改善土壤
物理、化学性能及生物活性,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农
产品品质,或增强植物抗逆性的有机、无机、微生物及其
混合物的肥料制造,包括中量元素肥料、微量元素肥料的
生产

２６２９其他肥料制造

０４２ 　农兽药制造

０４２１ 　　化学农
药制造

　指化学农药原药,以及经过机械粉碎、混合或稀释制成
粉状、乳状和水状的化学农药制剂的生产活动

２６３１化学农药制造

０４２２ 　　生物化
学农药及微
生物农药制
造

　指由细菌、真菌、病毒和原生动物或基因修饰的微生物
等自然产生,以及由植物提取的防治病、虫、草、鼠和其他
有害生物的农药制剂生产活动

２６３２生物化学农药
及微生物农药制造

０４２３ 　　兽用药
品制造

　指用于动物疾病防治兽用医药的制造 ２７５０兽用药品制造

０４３ 　农业用塑
料制品制造

０４３１ 　　农业用塑
料薄膜制造

　指用于农业的塑料薄膜制造 ２９２１∗塑料薄膜制
造

０４３２ 　　农业用泡
沫塑料制造

　指主要用于农业,以合成树脂为主要原料,经发泡成型
工艺加工制成内部具有微孔的塑料制品的生产活动

２９２４∗泡沫塑料制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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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３３ 　　其他农
业用塑料制
品制造

　指农业用途的各种塑料板、管及管件、棒材、薄片等生
产活动,以及以聚氯乙烯为主要原料,经连续挤出成型的
塑料异型材的生产活动,农业用塑料制丝、绳、扁条,塑料
袋及编织袋、编织布等生产活动

２９２２∗塑料板、管、型
材制造

２９２３∗ 塑 料 丝、绳
及编织品制造

０４４ 　农林牧渔
业专用机械
制造

０４４１ 　　拖拉机
制造

　指大、中、小型拖拉机,运输型拖拉机,船式拖拉机(机
耕船),高架拖拉机,坡地拖拉机等特种结构拖拉机,农林
用自装或自卸式挂车制造.不包括履带式牵引车、装有
挖土或铲装物料装置的拖拉机制造

３５７１拖拉机制造

０４４２ 　　种植业
机械制造

　指用于土壤处理、作物种植或施肥、种植物收割的种植
业机械的制造,包括土壤耕整、种植施肥、田间管理、收
获、部分收获后处理(脱粒、清选、剥壳)、农田基本建设等
机械制造,以及设施农业设备制造.不包括与建筑机械
相同的农田基本建设铲运机械,营林、木材及竹材采集设
备制造

３５７２机械化农业及
园艺机具制造

０４４３ 　　林业机
械制造

　指用于林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制造,包括木竹材、木竹
质板材、木制品及竹制品加工过程中的各类机械和设备
的制造,营林及木竹采伐机械的制造.不包括林业用拖
拉机制造,与农业种植相同的营林通用机械制造

３５２４木竹材加工机
械制造

３５７３营林及木竹采
伐机械制造

０４４４ 　　畜牧业
机械制造

　指草原建设、管理,畜禽养殖及畜禽产品采集等专用机
械的制造,包括畜牧养殖、畜产品采集运输、畜禽养殖废弃
物资源化利用与畜禽尸体处理的机械、设备制造.不包括
畜牧专用工具羊毛剪、羊毛抓子等制造,割草机械制造

３５７４畜牧机械制造

０４４５ 　　渔业机
械制造

　指用于渔业养殖、渔业捕捞等的机械、设备制造,包括
渔业养殖机械、捕捞机械、鱼货起卸设备、渔业织网机械、
网片处理机械等渔业捕捞养殖机械、渔业养殖平台、渔业
养殖工船、网箱养殖装备,以及其他养殖装备的制造.不
包括水产品冻结、保鲜专用设备制造,渔轮的制造

３５７５渔业机械制造

０４４６ 　　农林牧
渔机械配件
制造

　指拖拉机配件和其他农林牧渔机械配件的制造,包括
拖拉机零配件,农用喷射机械或器具零件,整地或耕作机
械零件,作物收获机械零件,畜牧业机械零件

３５７６农林牧渔机械
配件制造

０４４７ 　　棉花加
工机械制造

　指棉花加工专用机械制造,棉花加工成套设备的制造
和安装

３５７７棉花加工机械
制造

０４４８ 　　其他农、
林、牧、渔 业
机械制造

　指用于农产品初加工机械,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农、林、
牧、渔业机械的制造

３５７９ 其 他 农、林、
牧、渔业机械制造

０４５ 　食用类产
品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

０４５１ 　 　 食 品、
酒、饮 料 及
茶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

　指主要用于食品、酒、饮料生产及茶制品加工等专用设
备的制造

３５３１食品、酒、饮料
及茶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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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５２ 　　农副食
品加工专用
设备制造

　指对谷物、干豆类等农作物的筛选、碾磨、储存等专用
机械,糖料和油料作物加工机械,畜禽屠宰、水产品加工
及盐加工机械的制造

３５３２农副食品加工
专用设备制造

０４５３ 　　烟草生
产专用设备
制造

　指打叶复烤生产线、烟叶制丝生产线,烟用加温加湿、
解把、除杂、筛分、叶梗分离、烘烤、预压打包、开(拆)包、
叶片分切、切丝、烘丝、冷却、香精香料调配及加料加香、
压梗、输送、储存、卷接、包装、滤棒成型、装封箱等机械,
废烟支、烟丝回收机械,烟丝膨胀机械,再造烟叶机械等
烟草生产专用设备的制造活动

３５３３烟草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

０４５４ 　　饲料生
产专用设备
制造

　指饲料生产专用设备饲料粉碎机、配制或加工饲料用机
械的制造和饲料(草)收获加工运输设备的制造,包括饲料
粉碎机、饲料磨粉机、颗粒饲料微粉碎机、油饼轧碎机、青
饲料切片机或压碎机,配制、加工饲料用机械,饲料混合
机,饲料制粒机,饲料膨化机,加工饲料用机械饲料生产专
用设备的制造活动.不包括饲料包装机和打包机的制造

３５３４饲料生产专用
设备制造

０４６ 　渔业养殖捕
捞船舶制造

０４６１ 　　金属渔
业船舶制造

　指以钢质、铝质等各种金属为主要材料,为渔业制造远
洋、近海或内陆河湖的金属船舶的活动

３７３１∗金属船舶制
造

０４６２ 　　非金属渔
业船舶制造

　指以各种木材、水泥、玻璃钢等非金属材料,为渔业建
造船舶的活动

３７３２∗非金属船舶
制造

０４７ 　智慧农林牧
渔业设备制造

０４７１ 　　农业专
用智能无人
飞行器制造

　指按照国家有关安全规定标准,经允许生产并主要用
于农林牧渔业的遥感测绘用无人飞行器等智能无人飞行
器的制造

３９６３∗智能无人飞
行器制造

０４７２ 　　农林牧
渔业机器人
制造

　指用于农林牧渔业生产的各类机器人,包括农业喷灌
机器人、林业机器人、渔业机器人等特殊作业机器人的制
造

３４９２∗特殊作业机
器人制造

０４８ 　农林牧渔
专用仪器及
农园用金属
工具制造

０４８１ 　　农林牧
渔专用仪器
仪表制造

　指农、林、牧、渔生产专用仪器、仪表及类似装置的制造 ４０２４农林牧渔专用
仪器仪表制造

０４８２ 　　农用及
园林用金属
工具制造

　指主要用于农牧业生产的小农具,园艺或林业作业用
金属工具的制造

３３２３农用及园林用
金属工具制造

０４９ ０４９０ 　 现代农田
水利设施建设

　指农田水利灌溉设施建设、农村供水设施及水井工程
的生产活动

４８２１∗水源及供水
设施工程建筑

０５ 农林牧渔业
及相关产品
流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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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１ 　农林牧渔
业及相关产
品批发

０５１１ 　　农林牧
渔初级产品
批发

　指未经过加工的农作物、林产品及牲畜、畜产品、鱼苗
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宠物的批发和进口,包括以批发为
目的的农副产品收购活动.不包括蔬菜、水果、肉、禽、
蛋、奶及水产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１１ 谷物、豆及薯
类批发

５１１３畜牧渔业饲料
批发

５１１４棉、麻批发

５１１５林业产品批发

５１１６牲畜批发

５１１７渔业产品批发

５１１９其他农牧产品
批发

０５１２ 　　食品、饮
料及烟草制
品批发

　指各类食品、饮料及烟草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包
括各类米、面制品、食用油、果品、蔬菜、肉、禽、蛋、奶、水
产品、可直接饮用或稀释冲泡后饮用的饮料、酒、茶叶及
烟草制品的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２１ 米、面制品及
食用油批发

５１２２ 糕点、糖果及
糖批发

５１２３果品、蔬菜批发

５１２４ 肉、禽、蛋、奶
及水产品批发

５１２７ 酒、饮料及茶
叶批发

５１２８烟草制品批发

０５１３ 　　中药材
及动物用药
批发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含中药配方颗粒)的
批发和进出口活动;各类动物用药品批发和进出口活动

５１５２中药批发

５１５３动物用药品批
发

０５１４ 　　农资批
发

　指对各类种子、化肥、农药、农用薄膜、农业机械的批发
活动

５１１２种子批发

５１６６化肥批发

５１６７农药批发

５１６８农用薄膜批发

５１７１农业机械批发

０５１５ 　　宠物食
品批发

　指各类宠物食品批发活动 ５１９２∗宠物食品用
品批发

０５１６ 　　农林牧
渔产品互联
网批发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农林牧渔产品批发
活动

５１９３∗互联网批发

０５１７ 　　农林牧
渔产品贸易
代理

　指农林牧渔产品贸易领域,不拥有货物的所有权,为实
现供求双方达成交易,按协议收取佣金的贸易代理

５１８１∗贸易代理

０５１８ 　　大宗农
林牧渔产品
拍卖

　指大宗农林牧渔产品的拍卖活动 ５１８２∗一般物品拍卖

０５２ 　农林牧渔
业及相关产
品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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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２１ 　 　 食 品、
饮料及茶叶
零售

　指专门经营粮油、各类食品和饮料的店铺零售活动 ５２２１粮油零售

５２２３果品、蔬菜零售

５２２４ 肉、禽、蛋、奶
及水产品零售

５２２６ 酒、饮料及茶
叶零售

０５２２ 　　烟草制
品零售

　指烟草制品的零售活动,包括烟叶、烟丝、卷烟、雪茄烟
专门零售服务,烟草制品固定摊点零售活动和其他烟草
制品零售服务

５２２７烟草制品零售

０５２３ 　　中药零售 　指人用中成药、中药材、中药饮片的零售活动 ５２５２中药零售

０５２４ 　　动物用
药零售

　指畜牧业、渔业及禽类等动物用药品的零售 ５２５３动物用药品零
售

０５２５ 　 　 蔬 菜、
水果等流动
货摊零售

　指水果、蔬菜等流动货摊零售活动 ５２９１∗流动货摊零
售

０５２６ 　　宠物食
品零售

　指各类宠物食品零售活动 ５２９７∗宠物食品用
品零售

０５２７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互联网零
售

　指通过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开展的农林牧渔及相关产
品零售活动.不包括仅提供网络支付的活动,以及仅建
立或提供网络交易平台和接入的活动

５２９２∗互联网零售

０５３ 　农林牧渔
业及相关产
品运输

０５３１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铁路运输

　指专门从事铁路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输的活动 ５３２０∗铁路货物运
输

０５３２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道路运输

　指对运输、装卸、保管没有特殊要求的农林牧渔产品货
物道路运输活动;农林牧渔产品等货物始终处于适宜温
度环境下,保证产品质量的配有专门运输设备的道路货
物运输活动;以农林牧渔产品为内容的邮件包裹道路运
输活动;以及其他未列明的农林牧渔产品货物道路运输
活动

５４３１∗普通货物道
路运输

５４３２∗冷藏车道路
运输

５４３６∗邮件包裹道
路运输

５４３９∗其他道路货
物运输

０５３３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水上运输

　指各类沿海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输活动;江、河、湖泊、
水库的水上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输活动,包括远洋冷藏
船农林牧渔产品货物运输活动

５５２１∗远洋货物运输

５５２２∗沿海货物运输

５５２３∗内河货物运输

０５３４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航空运输

　指以农林牧渔产品货物或邮件为主的航空运输活动 ５６１２∗航空货物运
输

０５４ 　农林牧渔产
品仓储、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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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４１ 　　农林牧
渔产品仓储

　指国家储备及其他谷物仓储活动,棉花加工厂仓储、中
转仓储、棉花专业仓储、棉花物流配送活动,在农林牧渔
产品仓储、物流配送过程的农林牧渔产品信息化管理活
动,以及易燃易爆化肥仓储,林产品、畜牧产品、其他农产
品仓储活动,果蔬、薯类、畜产品低温仓储活动,渔业产品
的低温仓储活动.不包括中药材仓储活动

５９３０低温仓储

５９４２∗危险化学品
仓储

５９５１谷物仓储

５９５２棉花仓储

５９５９其他农产品仓储

０５４２ 　　中药材
仓储

　指中药材仓储活动 ５９６０中药材仓储

０５４３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配送

　指邮政企业或者受邮政企业委托的企业和快递服务组
织在承诺的时限内快速完成的农林牧渔及相关产品寄递
服务,邮政企业和快递企业之外的企业提供的多种类型
的农林牧渔及相关产品寄递服务

６０１０∗邮政基本服务

６０２０∗快递服务

６０９０∗其他寄递服务

０６ 农林牧渔业
科研和技术
服务

０６１ ０６１０ 　农林牧渔
业生物工程
技术研究和
农业环境保
护技术研究

　指与农林牧渔相关的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服
务,包括生物农业工程技术研究、涉农生物工程技术研究
和农业环境保护技术研究等

７３２０∗工程和技术
研究和试验发展

０６２ ０６２０ 　农业科学
研究和试验
发展

　指各类农业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包括农学研究,
林学研究,畜牧、兽医研究,水产学研究,其他农业科学研
究与试验发展

７３３０农业科学研究
和试验发展

０６３ 　农林牧渔业
专业技术服务

０６３１ 　　农林牧
渔业气象服
务

　指从事农林牧渔业气象探测、预报、服务和气象灾害防
御、气候资源利用等活动

７４１０∗气象服务

０６３２ 　　兽医服
务

　指除宠物医院以外的各类兽医服务,包括家禽、小型动
物、水生动物、其他动物等的疾病防治服务.不包括狗、
猫等宠物医院的活动

７４９３兽医服务

０６３３ 　　农林牧
渔业质检技
术服务

　指动植物、食品、中药药品、农药、化肥的检验检疫服
务,植物残留农药、化肥等质量安全检验服务,与农林牧
渔业产品相关的卫生检疫服务、质量和安全检验检疫服
务,农业机械产品检测服务,生物质能产品检测服务,以
及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计量服务、标准化服务、认证认可
服务和质量品牌保护活动等其他质检技术服务

７４５１∗检验检疫服务

７４５２∗检测服务

７４５３∗计量服务

７４５４∗标准化服务

７４５５∗认证认可服务

７４５９∗其他质检技
术服务

０６３４ 　　森林草
原生态监测
服务

　指对森林资源、草原资源、湿地资源、荒漠化、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查与监测活动,以及对
生态工程的监测活动

７４６２∗生态资源监
测

０６３５ 　 　 农林牧
渔业规划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的规划设计管理活动,包括农业规划服
务、林业规划服务

７４８５∗规划设计管
理

０６３６ 　　农林牧
渔业专业设
计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产品的品牌设计等专业技术服务 ７４９９∗其他未列明
专业技术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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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４ ０６４０ 　农林牧渔
技术推广服
务

　指各类农林牧渔技术推广服务,包括农林牧渔及农机
化技术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农业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技术推广服务,以及其他农业技术服务.不包
括农林牧渔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１农林牧渔技术
推广服务

０６５ ０６５０ 　农林牧渔
生物技术推
广服务

　指农林牧渔各类生物技术推广服务,包括为解决农林
牧渔生物工程的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产生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产品能投入生产或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技术问
题而进行的系统性活动,农林牧渔生物工程技术开发、咨
询、交流、转让、推广服务等活动,包括植物源农药规模化
生产技术推广、新型广谱长效生物农药剂技术推广、农用
沼气生产与综合利用技术推广、农作物秸秆还田技术推
广、生物肥料缓释技术与装备推广、高效水产养殖饲料配
制技术推广、预防禽流感技术推广、预防口蹄疫技术推
广、预防猪蓝耳病技术推广、预防狂犬病技术推广、预防
布氏杆菌病技术推广、海水养殖病害预警监测技术推广、
农业生物重要功能基因发掘技术推广、航天育种技术推
广、大数据分析优化育种管理技术推广等生物农业技术
推广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推广服务,海洋农业生物药物创
制高技术推广等生物技术推广服务

７５１２∗生物技术推
广服务

０７ 农林牧渔业教
育培训与人力
资源服务

０７１ 　农林牧渔
业教育

０７１１ 　　农林牧
渔业中等职
业学校教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批准
举办并开设农林牧渔相关专业的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成
人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学校、技工学校等教育活动

８３３６∗中等职业学
校教育

０７１２ 　　农林牧
渔业高等教
育

　指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由国家、地方、社会办的在完
成高级中等教育基础上实施开设农林牧渔相关专业并获
取学历的普通高等教育及成人高等教育活动,包括高等
教育自学考试活动

８３４１∗普通高等教
育

８３４２∗成人高等教
育

０７２ ０７２０ 　农林牧渔
业职业技能
培训

　指由教育部门批准的职业学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批准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或者其他政府部门批准举办
的为提高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就业技能的就业前的培训
和其他技能培训活动.不包括社会上举办的各类培训
班、速成班、讲座等

８３９１∗职业技能培
训

０７３ 　农林牧渔
业知识普及

０７３１ 　　新闻广
播电视农林
牧渔业知识
普及

　指关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的新闻、广播、电视等服务 ８６１０∗新闻业

８７１０∗广播

８７２０∗电视

８７４０∗广播电视集
成播控

０７３２ 　　互联网
农林牧渔业
知识普及

　指除基础电信运营商外,基于基础传输网络为存储数
据、数据处理及相关活动,提供农林牧渔信息接入互联网
的有关应用设施的服务,以及互联网提供的农林牧渔信
息服务.不包括互联网支付、互联网基金销售、互联网保
险、互联网信托和互联网消费金融

６４１０∗互联网接入
及相关服务

６４２∗ 互 联 网 信 息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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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３３ 　　出版物
农林牧渔业
知识普及

　指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相关的出版服务,包括图书、
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以及其他形式
的出版服务

８６２１∗图书出版

８６２２∗报纸出版

８６２３∗期刊出版

８６２４∗音像制品出版

８６２５∗电子出版物
出版

８６２６∗数字出版

８６２９∗其他出版业

０７３４ 　　农林牧渔
业会展及相关
知识普及

　指各种农林牧渔业会展服务活动,包括会议服务、产品
展览服务、产品交易会、其他农业会展,以及相关的农林
牧渔业知识普及服务

７２８４∗文化会展服务

７２８９∗ 其 他 会 议、
展览及相关服务

０７３５ 　　农林牧
渔业知识制
作服务

　指农林牧渔业相关的电影、电视、录像(含以磁带、光盘
为载体)和网络节目的制作活动,包括农林牧渔业知识制
作相关的动漫、游戏数字内容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影视
节目制作,文艺创作与表演等服务

６５７２∗ 动 漫、游 戏
数字内容服务

７４９２∗专业设计服务

８７３０∗影视节目制作

８８１０∗文艺创作与
表演

０７３６ 　　其他农
林牧渔业知
识普及

　指与农林牧渔业知识普及相关的其他未列明教育服务 ８３９９∗其他未列明
教育

０７４ 　农林牧渔
业人力资源
服务

０７４１ 　　农林牧
渔业就业与
职业发展服
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劳动者就业和职业发展所提供的服
务,包括为用人单位管理和开发人力资源提供的相关服
务,主要包括人力资源招聘、职业指导、人才测评;为农林
牧渔业求职者寻找、选择、介绍工作,为用人单位提供劳
动力的服务;农林牧渔业劳务派遣单位招用劳动力后,将
其派到用工单位从事劳动的服务

７２６１∗公共就业服
务

７２６２∗职业中介服
务

７２６３∗劳务派遣服
务

０７４２ 　　农林牧
渔业创业指
导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初创企业或创业者提供的创业辅导、
创业培训、创业大赛、技术转移、人才引进、金融投资、市
场开拓、国际合作等服务

７２６４∗创业指导服
务

０７４３ 　　其他农
林牧渔业人
力资源服务

　指其他未列明的农林牧渔业人力资源服务,包括农林
牧渔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代理,农林牧渔业用人
单位人力资源信息软件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信息调
查、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等,境外农业就业服务,农业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服务,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和资格
考试服务、职业技能服务,农村实用人才服务,以及其他
农林牧渔业人力资源服务

７２６９∗其他人力资
源服务

０８ 农林牧渔业
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

０８１ 　农林牧渔
业生态保护

０８１１ 　　农林牧
渔业自然生
态系统保护
管理

　指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和管理活
动,包括森林、草原和草甸、荒漠、湿地以及海洋生态系统
的保护和管理

７７１１∗自然生态系
统保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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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８１２ 　　野生动
植物保护

　指对野生及濒危动物的饲养、繁殖等保护活动,以及对栖
息地的管理活动,包括野生动物保护区管理;对野生及濒危
植物的收集、保存、培育及其生存环境的维持等保护活动

７７１３野生动物保护

７７１４野生植物保护

０８１３ 　　动植物
园区管理服
务

　指对动植物园区的管理服务活动,包括动物园、水族
馆、植物园等.不包括不对游人开放的园区

７７１５ 动物园、水族
馆管理服务

７７１６植物园管理服务

０８１４ 　　风景名
胜区和森林
公园管理

　指山丘、草原、森林、沙漠、湿地等风景名胜区管理服
务,国家自然保护区、名胜景区以外的,以大面积人工林
或天然林为主体而建设的公园管理活动.不包括自然保
护区管理

７８６１∗名胜风景区
管理

７８６２森林公园管理

０８１５ 　　其他自
然保护

　指除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管理、自然遗迹保护管理、野生
动植物保护以外的其他自然保护活动

７７１９其他自然保护

０８２ ０８２０ 　 废旧农膜
回收利用服务

　指从各种废旧农膜中回收,或经过分类,使其适于进一
步加工为新原料的废料再加工处理活动

４２２０∗非金属废料
和碎屑加工处理

０８３ ０８３０ 　畜禽粪污
处理活动

　指畜禽粪污处理活动,包括动物圈、舍清理和整治等服
务,畜禽粪污处理,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设施配套和畜禽
粪污资源化利用等

０５３２畜禽粪污处理
活动

０８４ ０８４０ 　病死畜禽
处理

　指病死畜禽收集、暂存、转运服务,畜禽尸体处理服务 ０５３９∗其他畜牧专
业及辅助性活动

０８５ 　 农林牧渔
业环境与生态
监测检测服务

０８５１ 　　土壤及
水环境监测
评估服务

　指对土壤及水体、水系各要素,对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
生产与生活等各类污染源排放的液体、气体、固体、辐射
等污染物或污染因子指标进行的测试、监测和评估活动

７４６１∗环境保护监
测

０８５２ 　　森林、湿
地、草原、野生
动植物资源
调查与服务

　指对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湿地资源、荒漠化、珍稀濒危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外来物种的调查与监测活动,以及对
生态工程的监测活动

７４６２∗生态资源监
测

０８５３ 　　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
防控监测

　指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活动,包括陆生野生动
物疫源疫病监测,外来入侵物种疫源疫病监测,以及其他
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监测

７４６３野生动物疫源
疫病防控监测

０８６ ０８６０ 　涉农土壤
污染治理与
修复

　指各类涉农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包括农用地土
壤环境质量类别划分咨询服务,农用地土壤安全利用咨
询服务,受污染农用地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土壤污
染生物修复服务,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支撑农田土
壤污染防控与修复工程化,支撑农田面源污染防治技术
工程化,支撑农业有机废弃物无害化消纳利用技术与装
备工程化,以及其他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服务

７７２６∗土壤污染治
理与修复服务

０８７ ０８７０ 　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指与农民生活生产相关的以下活动:农村生活垃圾的
清扫、收集、运输、处理、利用等活动;农村生活污水收集、
处理、利用等活动;农村卫生厕所建设、改造及厕所粪污
处理、利用等活动;村容村貌整治、提升等活动;村庄保
洁、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管护等活动

７７２１∗水污染治理

７７２９∗其他污染治理

７８２０∗环境卫生管理

７８３０∗城乡市容管理

７８４０∗绿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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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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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农林牧渔业
休闲观光与
农业农村管
理服务

０９１ 　农林牧渔
业休闲观光
和乡村旅游

　指以农业生产、农村风貌、农家生活、乡村文化为基础,
开发农业农村多种功能,提供休闲观光、农事体验、健康
养老等服务的新型农业农村产业形态

０９１１ 　　农林牧
渔业休闲活
动

　指以农林牧渔业生产为对象的休闲观光旅游活动,包
括农业种植采摘观光活动、农事体验活动、动物饲养观光
活动、池塘垂钓休闲活动

９０３０∗休闲观光活
动

０９１２ 　　农林牧
渔业主题景
区管理

　指以农田、牧园、渔塘或民族风情村、传统文化村落等
为游览景区的经营活动,包括以油菜花、薰衣草、梯田、茶
园等为主题的景区管理

７８６９∗其他游览景
区管理

０９１３ 　　农家乐
经营及乡村
民宿服务

　指利用当地农产品进行加工,为游客提供以中餐、晚餐
为主的各种餐饮服务,包括提供小吃服务的农家饭店,以
及利用农村闲置宅基地、住宅,提供乡村生活住所的服务

６１３０∗ 民宿服务

６２１０∗正餐服务

６２９１∗小吃服务

０９２ 　农业农村组
织管理服务

０９２１ 　　政府农
业农村事务
管理服务

　指中央和地方人民政府、依法管理全国或地方综合事
务的政府主管部门、对外事务管理机构关于农业农村经
济事务的管理活动,以及依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督、
稽查、检查、查处等活动,包括独立(或相对独立)于各级
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机构的活动、农业公共管理服务

９２２１∗综合事务管
理机构

９２２２∗对外事务管
理机构

９２２５∗经济事务管
理机构

９２２６∗行政监督检
查机构

０９２２ 　　社会组
织农业农村
管理服务

　指依法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机关登记的与农业农村有
关的单位的活动

９５２１∗专业性团体

９５２２∗行业性团体

０９２３ 　　农村经
济与资源市
场化组织管
理服务

　指对农村经济与资源的市场化组织管理和经营性组织
管理,包括以土地等生产资料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为基
础,承担管理集体资产、开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服
务集体成员的基层经济组织;除货物、资本市场、黄金、房
地产、土地交易以外的所有与农林牧渔业有关的资源与
产权交易活动,以及农业经济管理服务、农业机械管理服
务等与农业相关的经济管理服务

７２１３∗资源与产权
交易服务

７２１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管理

７２１９∗其他组织管
理服务

０９３ 　农林牧渔
业综合管理
服务

０９３１ 　　农林牧
渔业园区管
理服务

　指各类农林牧渔业园区管理服务 ７２２１∗园区管理服
务

０９３２ 　　农林牧
渔产品市场
管理服务

　指各种农林牧渔产品交易市场的管理活动 ７２２３∗市场管理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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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３３ 　　农林牧
渔及相关产
品供应链管
理服务

　指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对农林牧渔产品供应链中的物
流、商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进行设计、规划、控制和优化,
将单一、分散的订单管理、采购执行、报关退税、物流管
理、资金融通、数据管理、贸易商务、结算等进行一体化整
合的服务

７２２４∗供应链管理
服务

０９３４ 　　乡村土
地综合管理
服务

　指对乡村土地进行的以下服务:整理、复垦、开发以及
相关设计、监测、评估等活动;开展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管
理等活动;利用现状、城乡地籍、土地变更等进行调查、宗
地价格评估、地价监测、土地等级评定、土地节约集约利
用评价咨询活动;在乡村土地登记过程中进行受理申请、
登记事项审核、登记簿册填写和权属证书发放、土地产权
产籍档案管理和应用等活动;接受申请人委托,通过实地
调查、资料收集、权属判别等工作,代为办理乡村土地、林
木等不动产登记的申请和领证等事项,提供社会服务等
活动;农用地流转、土地托管及其相关的土地管理服务

７９１０∗土地整治服
务

７９２０∗土地调查评
估服务

７９３０∗土地登记服
务

７９４０∗土地登记代
理服务

７９９０∗其他土地管
理服务

１０ 其他支持服务

１０１ １０１０ 　农林牧渔
业机械设备
修理

　指农林牧渔业机械专用设备专业修理、与农林牧渔业
相关的船舶修理、其他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４３３０∗专用设备修理

４３４２∗船舶修理

４３９０∗其他机械和
设备修理业

１０２ １０２０ 　农林牧渔
业通用航空
生产服务

　指利用通用航空设备为农林牧渔业提供技术服务,包
括为农业植保、航空护林等进行的航空喷洒/撒飞行和渔
业飞行等通用航空生产服务活动

５６２１∗通用航空生
产服务

１０３ 　农林牧渔业
信息技术服务

１０３１ 　　农林牧
渔业互联网
服务平台

　指专门为农林牧渔业生产服务、公共服务提供第三方
服务平台的互联网活动,包括农林牧渔业互联网大宗商
品交易平台、互联网货物运输平台、人工智能平台服务、
物联网公共服务平台

６４３１∗互联网生产
服务平台

６４３４∗互联网公共
服务平台

１０３２ 　　农林牧
渔业互联网
数据服务

　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为农林牧渔业提供大数据处
理、云存储、云计算、云加工等服务,包括区块链技术相关
软件和服务

６４５０∗互联网数据
服务

１０３３ 　　农林牧
渔业物联网
技术和应用
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业提供各种物联网技术支持服务和物联
网应用服务

６４９０∗其他互联网
服务

６５３２∗物联网技术
服务

１０３４ 　　农林牧
渔业数字化
信息服务

　指基于农业农村业务需求进行的数字化农林牧渔业信
息服务,包括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
务、农业信息监测预警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农业生
产领域数字内容服务等.不包括仅提供第三方互联网交
易平台的服务

６５１３∗应用软件开发

６５３１∗信息系统集
成服务

６５４０∗运行维护服务

６５５０∗信息处理和
存储支持服务

６５６０∗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

６５７９∗其他数字内
容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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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５ 　　农林牧
渔业遥感信
息服务

　指围绕农林牧渔业开展的互联网地图服务软件、地理
信息系统软件、测绘软件、遥感软件、导航与位置服务软
件、地图制图软件等,以及地理信息加工处理(包括导航
电子地图制作、遥感影像处理等)、地理信息系统工程服
务、导航及位置服务等

６５７１∗地理遥感信
息服务

１０４ 　农林牧渔
业金融服务

１０４１ 　　农林牧
渔业货币银
行服务

　指除中央银行以外的各类银行所从事与农林牧渔业相
关的存款、贷款和信用卡等货币媒介活动,还包括在中国
开展与农业农村相关的货币业务的外资银行及分支机构
的活动,包括为农林牧渔业开展融资业务的小贷公司和
融资租赁等

６６２１∗商业银行服务

６６２２∗政策性银行服务

６６２３信用合作社服务

６６２４农村资金互助
社服务

６６２９∗其他货币银
行服务

１０４２ 　　农林牧
渔产品期货
市场服务

　指非政府机关进行的农林牧渔产品期货市场经营和监
管,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产品期货交易所、期货保证金监控
中心的活动

６７４１∗期货市场管
理服务

１０４３ 　　农林牧渔
业保险服务

　指以农林牧渔业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的保
险,包括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保证保险等

６８２０∗财产保险

１０４４ 　　农林牧渔
企业上市融资
辅导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上市融资辅导服务 ６７１２∗证券经纪交
易服务

１０４５ 　　农林牧
渔企业财务
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各类财务服务 ６６３２∗财务公司服
务

１０４６ 　　农林牧渔
企业其他资本
市场服务

　指为农林牧渔企业提供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
资信评级服务

６７９０∗其他资本市
场服务

１０５ １０５０ 　农业机械
经营租赁服
务

　指农业机械租赁活动,包括拖拉机、播种机、收割机、脱
谷机等各类农业机械设备出租.不包括带操作人员的农
业机械和设备出租

７１１２农业机械经营
租赁

１０６ 　农林牧渔
业产品广告
服务

１０６１ 　　互联网
农林牧渔业
广告服务

　指提供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互联网推送及其他互联网
广告服务

７２５１∗互联网广告
服务

１０６２ 　　非互联
网农林牧渔
业广告服务

　指提供与农林牧渔业相关的除互联网广告以外的广告
服务

７２５９∗其他广告服
务

１０７ １０７０ 　农林牧渔
业产品包装
服务

　指有偿或按协议为客户提供农林牧渔产品包装服务,
包括水果、蔬菜的清洗、分类、包装,肉类产品的包装

７２９２∗包装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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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

卫生健康委 医保局 全国老龄办关于推动

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意见

建房 〔２０２０〕９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委、

管委)、发展改革委、民政厅 (局)、卫生健康

委、医保局、老龄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发展改革委、民政局、卫生健康

委、医保局、老龄办: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的一系列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物业服务

企业常驻社区、贴近居民、响应快速等优势,推

动和支持物业服务企业积极探索 “物业服务＋养

老服务”模式,切实增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有效

供给,更好满足广大老年人日益多样化多层次的

养老服务需求,着力破解高龄、空巢、独居、失

能老年人生活照料和长期照护难题,促进家庭幸

福、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现就推动物业服务企

业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提出以下意见.

一、补齐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短板

(一)盘活小区既有公共房屋和设施.清理

整合居住小区内各类闲置和低效使用的公共房屋

和设施,经业主共同决策同意,可交由物业服务

企业统一改造用于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政府所有

的闲置房屋和设施,由房屋管理部门按规定履行

程序后,可交由物业服务企业用于居家社区养老

服务.鼓励物业服务企业与房地产开发企业协

商,将开发企业自持的房屋改造为养老服务用

房,允许按照适老化设计要求优化户均面积、小

区车位配比等指标,相关建设工程应符合国家工

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和消防安全管理要求.

(二)保障新建居住小区养老服务设施达标.

新建居住小区应落实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

建设要求,按照相关政策和标准配套建设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设施,并与住宅同步规划、同步建

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使用.对缓建、缩建、

停建、不建养老服务设施的项目,在整改到位之

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支持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发

展养老服务设施.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设

计、施工、验收、备案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保障

设施建设达标.

(三)加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点和综

合利用.按照集中和分散兼顾、独立和混合使用

并重的原则,完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点.

在老年人较多的若干相邻小区,集中建设老年服

务中心,可交由物业服务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全

托、日托、上门、餐饮、文体、健身等方面的服

务,提高养老设施使用效率.因地制宜多点布局

小型养老服务点,作为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有效补充,方便小区老年人就地就近接受服务.

(四)推进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支持物业

服务企业根据老年人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需要,

进行增设无障碍通道、加装电梯等设施适老化改

造,以及提供地面防滑、加装扶手、消除地面高

差等居家社区适老化改造.

二、推行 “物业服务＋养老服务”居家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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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模式

(五)养老服务营收实行单独核算.物业服

务企业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应当内设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部门,专门提供助餐、助浴、助洁、

助急、助行、助医、照料看护等定制养老服务,

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对

社区养老服务的营业收支实行单独核算.

(六)支持养老服务品牌化连锁化经营.支

持物业服务企业根据自身条件,结合养老需求,

成立独立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实现居家社

区养老服务规模化、品牌化、连锁化经营.物业

服务企业已经取得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营业执

照的,允许其跨区域经营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七)组建专业化养老服务队伍.鼓励开展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养老服务

专业人员队伍,加强岗前培训及定期培训.协调

职业院校、培训机构为物业服务企业培养养老护

理、康复、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专业人员提供

人力资源支持.按规定落实养老服务从业人员培

训费补贴、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将符合条

件的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纳入公租房或政策性租赁

住房保障范围.

三、丰富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内容

(八)支持参与提供医养结合服务.鼓励物

业服务企业开办社区医务室、护理站等医疗机

构,招聘和培训专业人员,为老年人提供基本医

护服务,支持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支

付范围.支持社区医务室、护理站与大型医疗机

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和就医双向转介绿色通道.

鼓励医护人员到社区医务室、护理站执业,并在

职称评定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探索开展居家老

年人上门医疗卫生服务.

(九)支持开展老年人营养服务和健康促进.

鼓励物业服务企业因地制宜地开办小区老年餐

桌,提供送餐上门服务.鼓励开办社区课堂,开

展老年人思想道德、科学文化、养生保健、心理

健康、法律法规、家庭理财、闲暇生活、代际沟

通、生命尊严等方面教育,加强对老年人及其家

属的营养和照护知识培训,指导老年人开展科学

的体育健身活动,搭建老年文化活动平台.支持

设置老年人康复辅助器具配置、租赁站点,满足

老年人相应康复需求.

(十)发展社区助老志愿服务.鼓励物业服

务企业加强与社区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的沟

通合作,共同健全社区动员和参与机制,开展社

区居民结对帮扶老年人志愿服务活动,以及敬老

助老孝老主题教育和代际沟通活动,加强对老年

人的精神关爱服务,为老年人参与社区生活搭建

平台.

(十一)促进养老产业联动发展.支持物业

服务企业在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中,加强与专

业养老机构信息和业务联通,开展技术交流、人

员培训、资源共享和客户转介等方面的合作,推

进居家、社区、机构养老融合发展,积极构建全

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养老服务体系.

四、积极推进智慧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十二)建设智慧养老信息平台.鼓励物业

服务企业对接智慧城市和智慧社区数据系统,建

设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将社区老年人生活情况、

健康状态、养老需求、就医诊疗等数据信息纳入

统一的数据平台管理;开辟家政预约、购物购

药、健康管理、就医挂号、绿色转诊等多项网上

服务功能,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智能化水平.

(十三)配置智慧养老服务设施.鼓励物业

服务企业对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进行智能化升

级改造,配置健康管理、人身安全监护、家用电

器监控、楼寓对讲和应急响应等智能设施.大力

推广物联网和远程智能安防监控技术,实现２４

小时安全自动值守,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降

低老年人意外风险.

—８５—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２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十四)丰富智慧养老服务形式.鼓励物业

服务企业参与开发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智能终端、

应用程序等,拓展远程提醒和控制、自动报警和

处置、动态监测和记录等功能.以失能、独居、

空巢老年人为重点,建立呼叫服务系统和应急救

援服务机制.支持打造 “互联网＋养老”模式,

整合线上线下资源,精准对接助餐、助浴、助

洁、助行、助医等需求与供给,为老年人提供

“点菜式”便捷养老服务.

(十五)创新智慧养老产品供给.鼓励物业

服务企业参与研发推广智能可穿戴设备、便携式

健康监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家庭服务机

器人等智能养老服务产品,推进人工智能、虚拟

现实、５G等新兴技术在居家社区养老智能产品

中的应用.支持物业服务企业发展以老年产品为

特色的电商服务平台,为老年人提供多元、个

性、精准的智能产品.

五、完善监督管理和激励扶持措施

(十六)加强养老服务监管.物业服务企业

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和有关设施应符合消防、

环保、卫生、应急管理等相关标准及行业管理要

求.物业服务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

务,应严格保障老年人的信息安全,避免个人信

息泄露.

(十七)规范养老服务收费行为.居家社区

养老服务收费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公平合理、费

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居家社区养老服务

收费必须明码标价,在服务区域内的显著位置公

示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投诉方式等

事项,确保老年人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

监督权.

(十八)拓宽养老服务融资渠道.鼓励商业

银行向提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物业服务企业发

放资产 (设施)抵押贷款和应收账款质押贷款,

并参照贷款基准利率,结合风险分担情况,合理

确定贷款利率水平.支持物业服务企业以企业未

来收益权、土地使用权为担保发行债券.鼓励商

业保险、基金、信托、社保基金等资金投资居家

社区养老服务项目,降低物业服务企业负债率.

(十九)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加强组织领导,

强化部门协同,将发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纳

入养老服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统筹推进.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负责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组织协调工作,民政部负责养老服务工作

的业务指导、监督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指

导社区医务室、护理站设立和运营工作,国家医

保局负责指导将符合条件的医疗机构纳入医保协

议管理范围,全国老龄办负责老年人照顾服务指

导工作.地方省级政府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负

责本行政区内推动物业服务企业发展居家社区养

老服务相关工作.市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落实落

细各项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实践,及时研究解决

问题,为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创

造条件.

住房城乡建设部　　发展改革委

民 政 部　　卫生健康委

医 保 局　　全国老龄办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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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文明办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商务部

国管局 共青团中央 供销合作总社印发

«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若干意见»的通知

建城 〔２０２０〕９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单位:

　　 «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已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住房城乡建设部　　中 央 宣 传 部

中 央 文 明 办　　发 展 改 革 委

教 育 部　　科 技 部

生 态 环 境 部　　农 业 农 村 部

商 务 部　　国 管 局

共 青 团 中 央　　供销合作总社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７日

关于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若干意见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提高社会文明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要看

到,我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总体尚处于起步阶

段,在落实城市主体责任、推动群众习惯养成、

加快分类设施建设、完善配套支持政策等方面还

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为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

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

新发展理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党建引

领,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提高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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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贡献.

(二)基本原则.

———科学管理,绿色发展.普遍实行生活垃

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制度,坚持源头减量,建立

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

统,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党政推动,全民参与.建立健全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全社会积极参与的体制

机制,广泛开展 “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同缔

造”活动,加强宣传教育和督促引导,形成全社

会人人动手的良好氛围.

———示范引领,持续推进.转化推广先行先

试成果,发挥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工作的引领带动

作用,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技术研发,提高末端分

类处理能力,促进源头分类投放,持之以恒推进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制度保障,长效管理.完善生活垃圾分

类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标准,建立市、区、街

道、社区四级联动的工作体系,加快形成生活垃

圾分类全过程管理系统.

———因地制宜,城乡统筹.加强分类指导,

从各地实际出发,合理制定工作措施,坚持问题

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有序推进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不搞 “一刀切”,逐步建立城乡统筹

的生活垃圾分类系统.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０年底,直辖市、省

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和第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城市力争实现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基本

全覆盖,分类运输体系基本建成,分类处理能力

明显增强;其他地级城市初步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推进工作机制.力争再用５年左右时间,基本建

立配套完善的生活垃圾分类法律法规制度体系;

地级及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基本建立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居

民普遍形成生活垃圾分类习惯;全国城市生活垃

圾回收利用率达到３５％以上.

二、全面加强科学管理

(四)合理确定分类类别.参照 «生活垃圾

分类标志» (GB/T１９０９５－２０１９),区分有害垃

圾、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因地制宜

制定相对统一的生活垃圾分类类别,设置统一规

范、清晰醒目的生活垃圾分类标志,方便居民分

类投放生活垃圾.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市场监

管总局等负责指导,各省、自治区和各城市人民

政府负责落实并持续推进.以下均需各省、自治

区和各城市人民政府落实并持续推进,不再列

出)

(五)推动源头减量.推行生态设计,提高

产品可回收性.推动建立垃圾分类标识制度,逐

步在产品包装上设置醒目的垃圾分类标识.鼓励

和引导实体销售、快递、外卖等企业严格落实限

制商品过度包装的有关规定,避免过度包装,可

以采取押金、以旧换新等措施加强产品包装回收

处置.落实国家有关塑料污染治理管理规定,禁

止或限制部分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生产、销售和利

用.旅游、住宿等行业推行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餐饮经营单位倡导 “光盘行动”,引导消费

者适量消费.鼓励使用再生纸制品,加速推动无

纸化办公.(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

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国管局、国家邮政

局、供销合作总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推进分类投放收集系统建设.结合本

地实际设置简便易行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装置,

合理布局居住社区、商业和办公场所的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容器、箱房、桶站等设施设备.推动开

展定时定点分类投放生活垃圾,确保有害垃圾单

独投放,提高玻璃等低值可回收物收集比例,逐

步提升生活垃圾分类质量,实现厨余垃圾、其他

垃圾有效分开.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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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销合作总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七)完善分类运输系统.建立健全与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相衔接的运输网络,合理确定分类

运输站点、频次、时间和线路,配足、配齐分类

运输车辆 (船舶).发挥居 (村)民委员会在组

织社区环境整治、无物业管理社区生活垃圾清运

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强与物业单位、生活垃圾

清运单位之间的有序衔接,防止生活垃圾 “先分

后混、混装混运”.逐步推行 “车载桶装、换桶

直运”等密闭、高效的厨余垃圾运输系统,减少

装车运输过程中的 “抛洒滴漏”.做好重大疫情

等应急状态下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民政

部、交通运输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供销合作总

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提升分类处理能力.加快推进生活垃

圾分类处理设施建设.科学预估本地生活垃圾产

出水平,按适度超前原则,加快推进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设施建设,补齐厨余垃圾和有害垃圾处理

设施短板,开展垃圾无害化处理市场化模式试

点.合理布局生活垃圾焚烧飞灰处置设施.鼓励

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园区、资源循环利用基地等建

设,优化技术工艺,统筹不同类别生活垃圾处

理.从生活垃圾中分类并集中收集的有害垃圾,

属于危险废物的,应严格按危险废物管理.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

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加强分类处理产品资源化利用.鼓励

各地采用符合本地实际的技术方法提升资源化利

用水平.加快探索适合我国厨余垃圾特性的处理

技术路线,鼓励各地因地制宜选用厨余垃圾处理

工艺,着力解决好堆肥、沼液、沼渣等产品在农

业、林业生产中应用的 “梗阻”问题.推动再生

资源回收利用行业转型升级,统筹生活垃圾分类

网点和废旧物品交投网点建设,规划建设一批集

中分拣中心和集散场地,推进城市生活垃圾中低

值可回收物的回收和再生利用. (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

部、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林

草局、供销合作总社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努力推动习惯养成

(十)引导群众普遍参与.将生活垃圾分类

作为加强基层治理的重要载体,强化基层党组织

领导作用,统筹居 (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物业单位力量,加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普

及分类知识,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将居民分类意

识转化为自觉行动.产生生活垃圾的单位、家庭

和个人,依法履行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分类投放

义务.(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落实并持续推

进,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一)切实从娃娃抓起.以青少年为重点,

将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内容,依

托各级少先队、学校团组织等开展 “小手拉大

手”等知识普及和社会实践活动,动员家庭积极

参与.支持有条件的学校、社区建立生活垃圾分

类青少年志愿服务队. (教育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按职责分工负

责)

(十二)建立健全社会服务体系.积极创造

条件,广泛动员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生活垃圾分

类.鼓励产品生产、实体销售、快递、外卖和资

源回收等企业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主动

开展社会服务.鼓励探索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互联网、移动端 APP等技术手段,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相关产业发展.积极开展生活

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行动和公益活动,加强生活垃

圾分类宣传、培训、引导、监督. (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管局、共青团中央等按职责分工负

—２６—

国务院公报２０２１２　　　　　　　　　　　　　　　　　　　　　　　　　　　　　 部门文件

国
　
务
　
院
　
公
　
报



责)

(十三)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加大

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注重典型引路、正面

引导,全面客观报道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措施及其

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充分发挥相关行业协

会及社会组织作用,建设一批生活垃圾分类示范

教育基地,加强行业培训,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落实并持续推进,

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加快形成长效机制

(十四)推动法治化和规范化管理.贯彻落

实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

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加强产品

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管理,减少废物产生量

和排放量.推动有条件的地方加快生活垃圾管理

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生活垃圾分类法规体系,因

地制宜细化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

理的管理要求和技术标准,２０２５年底前形成一

批具有地方特点的生活垃圾管理模式. (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等负责)

(十五)加大资金保障力度.各地结合实际

统筹安排预算支持生活垃圾分类系统项目建设及

运营.落实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相关税收优惠.积

极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设施建设、改

造和运营.(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健全收费机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

政府应当按照产生者付费原则,建立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制度.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要根据

本地实际,结合生活垃圾分类情况,体现分类计

价、计量收费等差别化管理,并充分征求公众意

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提高混合垃圾收费标准,

积极促进生活垃圾减量.生活垃圾处理费应当专

项用于生活垃圾的收集、运输和处理等,不得挪

作他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七)提升科技支撑能力.开展生活垃圾

分类技术专题研究,推动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

集、运输、处理等技术发展.加强生活垃圾分类

处理技术装备研发和集成示范应用,重点解决小

型焚烧处理、焚烧飞灰处置、渗滤液处理、厨余

垃圾处理等问题,构建生活垃圾从源头到末端、

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分类技术支撑体系. (科

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八)加强成效评估.建立健全生活垃圾

分类工作成效评估机制,综合采取专业督导调

研、第三方监管、社会监督和群众满意度调查等

方式,对生活垃圾分类相关要求落实情况、工作

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分类体系建设运行情况、资

金投入使用情况等开展评估.将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作为文明城市等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的重要内

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央文明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强组织领导

(十九)建立工作责任制.生活垃圾分类工

作由省级负总责,城市负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

志是第一责任人.省级人民政府要结合本地实际

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日常管理机构,不断加强日常

管理力量建设.建立健全市、区、街道、社区党

组织四级联动机制,明确各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

门和单位责任清单,层层抓落实.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要指导督促地方履职尽责,及时研究

解决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地

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落实并持续推进,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会同有关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健全管理协同机制.有关方面共同

将生活垃圾分类作为基层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住房和城乡建设 (环境卫生)主管部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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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牵头协调作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按照职责

分工积极参与,推动公共服务、社会管理资源下

沉到社区,形成工作合力,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落到基层、深入群众,推动构建 “纵向到底、横

向到边、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 (地

方各级党委和政府负责落实并持续推进,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民政部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省级人民政府结合本地实际,针对农村自

然条件、产业特点和经济实力等情况,选择适宜

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和技术路线,统筹推进

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

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意 见

文旅产业发 〔２０２０〕７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化和旅游厅 (局),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化体育广电和旅游局,本部各

司局、各直属单位,国家文物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实施

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

发展,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

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

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

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发展趋势,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

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

式,改造提升传统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

争力,健全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围绕产业链部署

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进产业链和

创新链精准对接,推进文化产业 “上云用数赋

智”,推动线上线下融合,扩大优质数字文化产

品供给,促进消费升级,积极融入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相统一.

(二)基本原则

坚持导向,提升内涵.牢牢把握正确导向,

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相统一,充分发掘文化资源,提高数字文化

产业品质内涵,讲好中国故事,展示中国形象,

弘扬中国精神.

创新引领,激活市场.坚持创新在产业发展

中的核心地位,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

高自主创新能力,推动内容、技术、模式、业态

和场景创新.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让创新潜力充分涌流,形成更多新增长点、

增长极.

数据驱动,科技支撑.落实国家文化大数据

体系建设部署,共建共享文化产业数据管理服务

体系,促进文化数据资源融通融合.把握科技发

展趋势,集成运用新技术,创造更多产业科技创

新成果,为高质量文化供给提供强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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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发展,开放共享.推进数字经济格局下

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促进文化产业与数字经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体系.加强国际交流合

作,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

势.

(三)发展目标

数字文化产业规模持续壮大,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成为激发消费潜力的

新引擎.产业基础设施更加完备,支撑平台更加

成熟,创新创业更加活跃,市场秩序更加有序,

治理能力不断提升,创造更多新就业形态和新就

业岗位,形成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消费发展、产

业链上下游和跨行业融合的数字化生产、流通、

消费生态体系.文化产业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迈

向新阶段,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水平明

显提高,形成新动能主导产业发展的新格局,数

字文化产业发展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到２０２５年,培育２０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突出、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企

业,各具特色、活力强劲的中小微企业持续涌

现,打造５个具有区域影响力、引领数字文化产

业发展的产业集群,建设２００个具有示范带动作

用的数字文化产业项目.

二、夯实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基础

(四)加强内容建设.深刻把握数字文化内

容属性,加强原创能力建设,创造更多既能满足

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数字文

化产品.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

的原创IP,加强IP开发和转化,充分运用动漫

游戏、网络文学、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视

频、数字艺术、创意设计等产业形态,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

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打造更多具有

广泛影响力的数字文化品牌.强化文化对旅游的

内容支撑、创意提升和价值挖掘作用,提升旅游

的文化内涵.以优质数字文化产品引领青年文化

消费,创作满足年轻用户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

产品与服务,增强青年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

心.

(五)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持面向行

业通用需求,建设数据中心、云平台等数字基础

设施,完善文化产业 “云、网、端”基础设施,

打通 “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计算”

数字链条.鼓励数字文化企业参与企业级数字基

础设施开放合作,完善文化产业领域人工智能应

用所需基础数据、计算能力和模型算法,推动传

统文化基础设施转型升级.加强 APP、小程序

等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文化领域数字

经济生产要素,促进产业互联互通.主动对接新

基建,用好新基建政策、平台、技术,提升数字

文化产业发展水平.

(六)推动技术创新和应用.围绕数字文化

产业技术创新需求,集聚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

室、骨干企业、高校院所、研究院、研发中心等

创新机构资源,加快数字化转型共性技术、关键

技术研发应用.支持建立产学研用协同合作的产

业技术创新联盟,推动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域

成果转化.支持５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物联网、区块链等在文化产业领域的集成应

用和创新,建设一批文化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

推进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技术要素流动,鼓

励通过许可、转让、入股等方式推动技术要素向

中小微企业转移.

(七)激发数据资源要素潜力.支持文化企

业升级信息系统,建设数据汇聚平台,推动全流

程数据采集,形成完整贯通的数据链.支持上下

游企业开放数据,引导和规范公共数据资源开放

流动,打通传输应用堵点,提升数据流通共享商

用水平.构建文化领域数据开发利用场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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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数据流通环境,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推动文

化大数据采集、存储、加工、分析和服务等环节

产品开发,发展数据驱动的新业态新模式,打造

文化数据产品和服务体系.加强文化消费大数据

分析运用,促进供需调配和精准对接.强化数据

安全,构建文化数据安全责任体系,引导企业增

强数据安全服务,提高数据规范性和安全性.

(八)培育市场主体.培育一批具有较强核

心竞争力的大型数字文化企业,引导互联网及其

他领域龙头企业布局数字文化产业.支持 “新技

术、新业态、新模式”企业发展,扶持中小微数

字文化企业成长,培育一批细分领域的 “瞪羚企

业”和 “隐形冠军”企业.发挥产业孵化平台和

龙头企业在模式创新和融合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通过生产协作、开放平台、共享资源等方式,带

动上下游中小微企业发展.引导支持文化企业加

大对数字技术应用的研发投入,支持自主或联合

建立技术中心、设计中心等机构,推动产品服务

和业务流程改造升级.

(九)构建产业标准体系.实施标准化战略,

加强数字文化技术标准应用,以标准建设促进产

业发展.发挥标准对产业的引导支撑作用,推动

虚拟现实、交互娱乐、智慧旅游等领域产品、技

术和服务标准研究制定,形成数字文化产业标准

体系.加快我国标准国际化进程,加强手机 (移

动终端)动漫国际标准和数字艺术显示国际标准

应用推广.

三、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

(十)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对文化资

源进行数字化转化和开发,让优秀文化资源借助

数字技术 “活起来”,将所蕴含的价值内容与数

字技术的新形式新要素结合好,实现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支持文化场馆、文娱场所、景区

景点、街区园区开发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将创

作、生产和传播等向云上拓展.支持文物、非物

质文化遗产通过新媒体传播推广,鼓励线下文艺

资源、文娱模式数字化,创新表现形式,深化文

化内涵.鼓励依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具有

鲜明区域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数字文化产品,助力

扶贫开发.

(十一)深化融合发展.以数字化推动文化

和旅游融合发展,实现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

高水平融合.加强数字文化企业与互联网旅游企

业对接合作,促进文化创意向旅游领域拓展.推

进数字文化产业与先进制造业、消费品工业、智

慧农业融合发展,与金融、物流、教育、体育、

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发展品牌授

权,提升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品牌价值和文化价

值.促进数字文化与社交电商、网络直播、短视

频等在线新经济结合,发展旅游直播、旅游带货

等线上内容生产新模式.推动数字文化产品和服

务在公共文化场馆的应用,丰富公共文化空间体

验形式和内容.

(十 二)发 展 平 台 经 济.深入推进 “互联

网＋”,促进文化产业上线上云,加快传统线下业

态数字化改造和转型升级,培育文化领域垂直电

商供应链平台,形成数字经济新实体.鼓励各类

电子商务平台开发文化服务功能和产品、举办文

化消费活动,支持互联网企业打造数字精品内容

创作和新兴数字文化资源传播平台,支持具备条

件的文化企业平台化拓展,培育一批具有引领示

范效应的平台企业.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文化

文物单位、旅游景区度假区合作,探索流量转

化、体验付费、服务运营等新模式.引导 “宅经

济”健康发展,鼓励线上直播、有声产品、地理

信息等服务新方式,发展基于知识传播、经验分

享的创新平台.

(十三)培育云演艺业态.推动５G＋４K/８K

超高清在演艺产业应用,建设在线剧院、数字剧

场,引领全球演艺产业发展变革方向.建设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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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演艺”平台,加强演艺机构与互联网平台

合作,支持演艺机构举办线上活动,促进线上线

下融合,打造舞台艺术演播知名品牌.推动文艺

院团、演出经纪机构、演出经营场所数字化转

型,促进戏曲、曲艺、民乐等传统艺术线上发

展,鼓励文艺院团、文艺工作者、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在网络直播平台开展网络展演,让更多

青年领略传统艺术之美.培养观众线上付费习

惯,探索线上售票、会员制等线上消费模式.提

高线上制作生产能力,培育一批符合互联网特点

规律,适合线上观演、传播、消费的原生云演艺

产品,惠及更多观众,拉长丰富演艺产业链.

(十四)丰富云展览业态.支持文化文物单

位与融媒体平台、数字文化企业合作,运用５G、

VR/AR、人工智能、多媒体等数字技术开发馆

藏资源,发展 “互联网＋展陈”新模式,打造一

批博物馆、美术馆数字化展示示范项目,开展虚

拟讲解、艺术普及和交互体验等数字化服务,提

升美育的普及性、便捷性.支持展品数字化采

集、图像呈现、信息共享、按需传播、智慧服务

等云展览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推进文化

会展行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举办线上文化会

展,实现云展览、云对接、云洽谈、云签约,探

索线上线下同步互动、有机融合的办展新模式.

(十五)发展沉浸式业态.引导和支持虚拟

现实、增强现实、５G＋４K/８K 超高清、无人机

等技术在文化领域应用,发展全息互动投影、无

人机表演、夜间光影秀等产品,推动现有文化内

容向沉浸式内容移植转化,丰富虚拟体验内容.

支持文化文物单位、景区景点、主题公园、园区

街区等运用文化资源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开展

数字展馆、虚拟景区等服务.推动沉浸式业态与

城市公共空间、特色小镇等相结合.开发沉浸式

旅游演艺、沉浸式娱乐体验产品,提升旅游演

艺、线下娱乐的数字化水平.发展数字艺术展示

产业,推动数字艺术在重点领域和场景的应用创

新,更好传承中华美学精神.

(十六)提升数字文化装备实力.瞄准数字

文化领域关键核心技术装备,实现重要软件系统

和重大装备自主研发和安全可控,提升数字文化

装备制造水平.加强高端软件产品和装备自主研

发及产业化,支持内容制作、传输和使用的相关

设备、软件和系统的自主研发及产业化.加强工

业互联网、物联网、车联网在智能文化装备生产

各环节的应用,提升沉浸式设施、无人智能游

览、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无人机等智能装备

技术水平.支持文物和艺术品展陈、保护、修复

设备产业化及应用示范.

(十七)满足新兴消费需求.顺应商业变革

和消费升级趋势,促进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

验消费、智能消费、互动消费等新型消费发展.

注重新技术对文化体验的改变,创新文化消费场

景,培育壮大云旅游、云娱乐等新型消费形态.

提高文化消费便捷程度,推广电子票、云排队等

网络消费新方式,提升数字化预约能力.支持利

用数字技术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产品,推动数字

文化融入夜间经济,激发夜间消费活力,为夜间

经济增光添彩.推动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挥线

上交流互动、引客聚客、精准营销等优势,引导

线上用户转化为实地游览、线下消费.

四、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

(十八)推动产业链创新与应用.加快数字

文化产业链建设,打好 “建链、强链、延链、补

链”组合拳,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推动

文化产业链与互联网、物联网深度融合,打造大

数据支撑、网络化共享、智能化协作的智慧产业

链体系.发展产业链金融,鼓励金融机构、产业

链核心企业、文化金融服务中心等建立产业链金

融服务平台,为上下游中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捷

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建立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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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链链长工作制,提升产业集成和协同水

平.

(十九)完善创新创业服务.强化创新驱动,

建设一批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用联合的数字文

化产业创新中心,探索开放协同创新模式.培育

新就业形态、增加新就业岗位,开展众创、众

包、众扶、众筹,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经营者线

上创业就业,发展微创新、微应用、微产品,实

现灵活就业、分时就业.建设创新与创业结合、

孵化与投资结合、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数字文化

“双创”服务平台,支持各类企业孵化器、众创

空间等载体打造数字文化 “双创”服务体系.发

挥资本对文化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促

进作用,用好风险投资和天使投资,加强对创业

企业的融资扶持.

(二十)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建设一批数字

文化产业集群,鼓励数字文化产业向国家级文化

产业示范园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国家

文化与科技融合示范基地等重点功能平台集聚.

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

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区域

发展战略,培育若干产业链条完善、创新要素富

集、配套功能齐全的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集聚区.

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与长城、大运河、长征、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与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

群、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

示范城市、国家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

范区、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国家文化与

金融合作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发展相衔

接,以市场化方式促进产业集聚,实现溢出效

应.

(二十一)优化市场环境.对数字文化产业

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坚持包容审慎、鼓励创

新,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留足发展空间.完

善严重失信名单管理制度,构建以信用监管为基

础的新型监管机制.加强数字文化新产品新业态

新模式知识产权保护,完善评价、权益分配和维

护机制,促进知识产权运用和价值实现.支持产

业联盟、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创新发展.

(二十二)深化国际合作.推进技术、人才、

资金等资源互动,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

业和一批海外年轻用户喜爱的产品.创新数字文

化服务出口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数字贸易.深化

数字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打造交流

合作平台,向 “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提供数字

化服务,合作开发数字化产品.鼓励企业通过电

子商务、项目合作、海外并购、设立分支机构等

方式开拓国际市场.支持数字文化企业参与境内

外综合性、专业性展会,支持线上文化产品展览

交易会等新模式.

五、保障措施

(二十三)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文化和旅游

行政部门要高度重视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结合实

际研究制定促进本地区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

措施.推动数字文化产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重点专项规划,加强与经济、科

技、金融等部门协作和政策衔接,统筹部署和落

实相关任务措施.运用数字化思维,促进形成政

企多方参与、高效联动、信息共享的治理体系,

提升数字化治理能力.及时总结经验做法成效,

宣传推广典型案例,以 “线上线下”产业招商、

优质项目遴选、政银企对接等形式,充分调动产

业链上下游和消费者支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造的良好

发展环境.

(二十四)完善政策环境.持续推进 “放管

服”改革,进一步放宽准入条件、简化审批程

序、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

好结合.通过试点示范、重大工程等,加快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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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板、解决共性问题,引导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密切跟踪产业发展,开展监测和前瞻性研

究.用好中央预算内投资、国家专项建设基金等

投资政策,支持数字文化产业发展和项目建设.

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文化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

认定.落实数字经济、战略性新兴产业等国家相

关产业政策,将数字文化产业纳入各地相关政策

落实体系.在民生、公益、公共文化和旅游服务

项目中积极选用数字文化产品和解决方案.

(二十五)强化要素支撑.在依法合规、风

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前提下,鼓励金融机构开发

创新符合数字文化产业特点的金融产品.支持数

字文化企业开展债券融资,推进设立数字文化产

业投资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文化企业利用

多渠道资本市场融资,拓宽融资渠道.引导符合

条件的各类社会资本规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

作 (PPP)模式参与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建设数

字文化产业创新和高技能人才队伍,培养一批兼

具文化内涵、技术水准和创新能力的数字文化产

业复合型人才.完善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培养、评

价激励、流动配置机制,突出导向管理、思维创

新和实务培养.依托国家文化人才培训基地和相

关高校加强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培养,鼓励高校和

企业创新合作模式,共建实训基地.加快数字文

化产业国际化人才培养.

文化和旅游部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８日

卫生健康委 中医药局关于印发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管理办法的通知

国卫监督发 〔２０２０〕１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中医药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制度的指导意见»,督促指导医

疗机构切实落实依法执业主体责任,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制定了 «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自查管理办法»,现予以印发,请督促指导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卫生健康委　　　　 　　

中 医 药 局　　　　 　　

２０２０年９月８日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医疗卫生行业综合监管

制度,落实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我管理主体责

任,规范医疗机构执业行为,依据卫生健康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依法执业自

查应当遵守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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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

查,是指医疗机构对本机构及其人员执业活动中

遵守医疗卫生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检查,并对

发现的违法违规执业问题进行整改的自我管理活

动.

第四条　国务院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含中医

药主管部门,下同)负责全国医疗机构依法执业

自查工作的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辖区内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工作的管理.

行业协会应当加强行业自律,督促指导医疗

机构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工作.

第五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工作坚持政

府指导、机构负责、全员参与、奖惩并重的原

则.

第六条　各地应当积极利用信息化手段开展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工作.

第二章　自查内容与要求

　　第七条　医疗机构对本机构依法执业承担主

体责任,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是第一责任

人.

第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本机构依法执业

自查工作制度,组织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制止、

纠正、报告违法执业行为.

医疗机构应当加强依法执业风险管理,完善

风险识别、评估和防控措施,及时消除隐患.

第九条　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应当明确依法

执业管理部门,配备专职依法执业管理人员,负

责本机构依法执业的日常管理工作.其他职能部

门、临床科室以及药学、护理、医技等业务部门

主要负责人是本部门依法执业管理的第一责任

人,负责本部门依法执业日常管理与自查,记录

并向本机构依法执业管理部门报告自查情况.

其他医疗机构配备专职或兼职依法执业管理

人员,负责本机构依法执业日常管理与自查工

作.

医务人员对本人依法执业行为负责.

第十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管理部门以及依

法执业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一)组织或者参与拟订本机构依法执业自

查工作制度和年度计划;

(二)组织或者参与本机构依法执业教育和

培训;

(三)组织开展本机构全面自查、专项自查

活动;

(四)对本机构各部门落实依法执业自查情

况进行检查;

(五)对本机构依法执业情况进行风险评估;

(六)制止、纠正、报告本机构违法执业行

为;

(七)督促落实本机构依法执业整改措施;

(八)编制本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年度总结,

定期公开依法执业自查整改情况;

(九)对本机构自查发现的依法执业问题提

出奖惩意见.

第十一条　医疗机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依法执业管理部门负责人以及依法执业管理

人员应当参加依法执业培训.

医疗机构应当主动收集依法执业相关法律、

法规、规章及规范标准,纳入医务人员继续医学

教育内容和新入职人员岗前培训内容.

第十二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一)医疗机构资质、执业及保障管理;

(二)医务人员资质及执业管理;

(三)药品和医疗器械、临床用血管理;

(四)医疗技术临床应用与临床研究;

(五)医疗质量管理;

(六)传染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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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母婴保健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 (含人

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

(八)放射诊疗、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

断;

(九)精神卫生服务;

(十)中医药服务;

(十一)医疗文书管理;

(十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履

行的职责和遵守的其他要求.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结合辖区实际情

况,适当调整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内容.

医疗机构可以根据医疗服务范围,合理确定

本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内容.

第十三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可以分为

全面自查、专项自查和日常自查.

全面自查是指医疗机构对本机构依法执业自

查工作情况进行的整体检查.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全面自查.

专项自查是指医疗机构根据依法执业风险隐

患情况、医疗纠纷或者相关部门要求等开展的针

对性检查.

日常自查是指医疗机构各部门 (包括依法执

业管理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自主开展的依法

执业检查.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日常自查.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以根据地方实际,

适当调整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频次.

第十四条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街道

卫生院等医疗机构应当对所管理的社区卫生服务

站、村卫生室依法执业自查情况进行定期指导.

第十五条　医疗机构在自查中发现存在依法

执业隐患的,应当立即整改,坚决消除隐患.

第十六条　医疗机构在自查中发现违法执业

行为,应当立即整改,并将整改报告留存备查.

不能立即整改的,医疗机构依法执业管理部门应

当制定整改计划,明确责任,确定整改时间表,

督促落实,做好整改报告留存备查.

医疗机构在自查中发现重大违法执业行为,

应当立即报告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第十七条　医疗机构应当认真总结依法执业

自查工作情况,在每年１月３１日前形成本机构

上一年度依法执业自查总结留存备查.依法执业

自查年度总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依法执业自查制度建立情况;

(二)机构负责人及医务人员接受依法执业

培训情况;

(三)本机构年度依法执业自查落实情况;

(四)本机构开展传染病防治分类监督综合

评价情况;

(五)年度接受依法执业监督检查及行政处

罚情况;

(六)依法执业及自查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改进情况;

(七)上一年度存在问题改进情况和医疗机

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情况.

第十八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实行信用

承诺制度.医疗机构对照依法执业自查要求,在

院内醒目位置长期公示由其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

责人签署的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书»,自觉

接受社会监督.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承诺书»具体样式由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制定.

第十九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依法执业自查

内部公示制度,定期公示自查工作情况,接受职

工监督.

公示内容包括本机构依法执业自查年度计

划、年度总结、各科室自查情况、奖惩情况等.

公示持续时间不得少于５个工作日.

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应当建立依法执业奖惩

机制.对按要求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如实报告自

查结果、发现问题及时整改的部门及人员,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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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对未按要求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发现问题

未及时整改到位、自查工作中弄虚作假的部门和

人员,从严处理.

第三章　自查管理与结果运用

　　第二十一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

当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对辖区医疗机构依法

执业自查情况进行监测评价指导.

第二十二条　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

部门应当通过现场核查、书面核查、在线核查自

查年度总结等方式,定期检查辖区医疗机构自查

工作开展情况,并可作为对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

查的方式.具体核查方式由各地根据实际确定.

核查发现未按要求认真开展依法执业自查整

改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

门要将有关情况通报核发其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行政部门.

第二十三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

当将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我管理情况纳入医疗机

构定级、评审、评价、考核 (包括绩效考核)的

指标体系,并作为行业评先评优的重要参考.

第二十四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开

展医疗机构校验时,应当将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工

作情况作为重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

当将医疗机构开展依法执业自查情况、行业组织

监测评价情况、行政部门核查情况作为确定 “双

随机”抽查频次的重要依据.

对按照本办法要求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发现

问题及时整改到位的,可以适当降低抽查频次.

对未按照本办法要求开展依法执业自查、报告自

查情况的,可以提高抽查频次,加大检查力度.

第二十六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可

以结合医疗机构自查总结反映的违法执业突出问

题,组织开展针对性的专项检查活动.

第二十七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检

查中发现医疗机构存在违法执业行为,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可以依据 «行政处罚法»规定从轻或

者减轻行政处罚:

(一)自查工作中已发现该违法执业行为,

并立即整改到位的;

(二)自查工作中已发现该违法执业行为,

已制定整改计划,并正在按计划整改的.

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

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第二十八条　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检

查中发现医疗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作为

医疗机构不良执业行为记分;发现存在违法执业

行为的,可以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处罚幅度内从

重行政处罚:

(一)未建立依法执业自查制度,或者未按

照本办法开展依法执业自查工作的;

(二)自查工作弄虚作假,应当发现而未发

现违法执业行为的;

(三)自查中发现违法执业行为,未按本办

法第十六条要求进行整改的;

(四)自查中发现重大违法执业行为,未及

时报告所在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

第二十九条　医疗机构依法执业自查承诺信

息将作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信用信息归集的

重要内容.

第四章　附 则

　　第三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办

法所称 “重大违法行为”:

(一)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

流行的违法行为;

(二)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群体性健康风

险或隐患的违法行为;

(三)已经引起或者可能引起重大社会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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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社会稳定风险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一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健

康行政部门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医疗机构

自查实施办法.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由国家卫生健康委负责

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卫生健康委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

应急部 医保局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

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指导意见的通知

国卫医发 〔２０２０〕１９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发展改革委、教育厅 (局)、通信管理局、

公安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 (局)、交通运输厅、应急管理厅 (局)、医疗保障局:

　　为进一步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体系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的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

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应急管理部和国家医保局联合制定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院

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指导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卫生健康委　　发 展 改 革 委

教 育 部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部

公 安 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交通运输部　　应 急 部

医 保 局　　 　

２０２０年９月１７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

服 务 的 指 导 意 见

　　院前医疗急救是卫生健康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医疗急救、重大活动保障、突发公共事件

紧急救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更好地满足

人民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的需求,提高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能力,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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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新形势下

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为核

心,以满足人民群众需求为目标,大力推进院前

医疗急救网络建设,逐步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人才

队伍建设,有效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加

快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人民健康需求相适

应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体系.

(二)基本原则.

政府主导、保障基本.落实各级政府责任,

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进一步加大政府对院

前医疗急救事业的投入,完善急救资源配置,满

足实际工作需要,保障人民群众对院前医疗急救

的基本需求,切实体现院前医疗急救事业的公益

性,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根据院前医疗急救服

务需求,科学布局、统筹规划院前医疗急救体系

建设,明确各级院前医疗急救机构功能定位,建

立长效运行与协作机制,促进城乡院前医疗急救

体系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平衡,全面提升院前医疗

急救机构的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以人为本、注重实效.始终将院前医疗急救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作为推动体系发展的关键环

节,从人才培养、职业发展、薪酬待遇、人员转

归等方面统筹谋划,切实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

设,提高院前医疗急救质量与效率,促进院前医

疗急救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软硬结合、全面提升.加强院前医疗急救基

础设施、车辆装备、配套设备等硬件建设,提升

信息化水平,逐步实现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精细化

管理,注重院前医疗急救学科、服务、管理等内

涵建设,持续提升人民群众对医疗急救服务满意

度.

(三)主要目标.到２０２５年,建成与我国社

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府主导、覆盖城乡、

运行高效、服务优质的省、地市、县三级院前医

疗急救服务体系,院前医疗急救人才队伍长足发

展,服务保障能力全面提升,社会公众急救技能

广泛普及,急救相关产业健康发展,全社会关心

支持急救事业发展的氛围基本形成.

具体指标:

———地市级以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及县级市

设置急救中心 (站).

———合理布局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城市地区

服务半径不超过 ５ 公里,农村地区服务半径

１０－２０公里.

———以地级市为单位,按照每３万人口配置

１辆救护车,以县域为单位,根据县域人口的

３００％估算人口基数,按照每３万人口１辆的标

准配备救护车.根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需求合理

配置救护车类型,其中至少４０％为负压救护车.

平均急救呼叫满足率达到９５％.

———全国１２０急救电话开通率达到１００％.

１２０呼救电话１０秒内接听比例达到９５％,３分

钟出车率达到９５％.院前急救病例书写率达到

１００％.危急重症现场医疗监护或抢救措施实施

率达到９８％.

———地市级以上急救中心设立统一指挥调度

信息化平台.与本级区域健康信息平台、二级以

上综合医院信息系统实现数据共享.

———独立设置的急救中心 (站)急救医师数

量满足服务需求.

二、加强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建设

(四)推进急救中心 (站)建设.地市级以

上城市和有条件的县及县级市设置急救中心

(站),条件尚不完备的县及县级市依托区域内综

合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设置县级急救中心 (站).

各地要按照 «医疗机构基本标准 (试行)» (卫

医发 〔１９９４〕３０号)和 «急救中心建设标准»

(建标 〔２０１６〕２６８号)的相关要求,加强对急

救中心 (站)建设的投入和指导,确保急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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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建设符合标准.有条件的市级急救中心建

设急救培训基地,配备必要的培训设施,以满足

院前医疗急救专业人员及社会公众急救技能培训

需求.

(五)加强急救车辆等急救运载工具和装备

配置.各地要根据业务工作需要、厉行节约原

则,合理配置急救中心 (站)救护车数量,偏远

地区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配置数量.遵循合理、

必须、均衡原则,完善不同用途和性能救护车配

备.有条件的地区可根据需要购置或采取签订服

务协议的方式配备水上、空中急救运载工具.车

辆、担架等运载工具及装载的医疗、通讯设备符

合国家、行业标准和有关规定,满足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需求,提高装备智能化、信息化水平.救

护车等急救运载工具以及人员着装统一标识,统

一标注急救中心 (站)名称和院前医疗急救呼叫

号码.

(六)规划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布局.各地要

结合城乡功能布局、人口规模、服务需求,科学

编制辖区院前医疗急救站点设置规划.城市地区

不断完善以急救中心为主体,二级以上医院为支

撑的城市院前医疗急救网络,有条件的大型城市

可以在急救中心下设急救分中心或急救站,合理

布局,满足群众院前医疗急救服务需求.农村地

区建立县级急救中心－中心乡镇卫生院－乡镇卫

生院三级急救网络,加强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充

分发挥乡村医生在院前医疗急救中的作用.地市

级以上急救中心要加强对县级院前医疗急救网络

的指导和调度.有条件的地区要积极开展航空医

疗救护,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完善航空医

疗救护管理标准和服务规范,构建陆空立体急救

网络和空地协同机制.

三、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

(七)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专业人才培养.加

强医教协同,加强急诊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力度,强化院前医疗急救能力培训.完善院前医

疗急救医师继续医学教育制度,组织急救中心医

师定期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接受急诊、重症监

护、麻醉等临床技能培训,并采取多种手段拓展

院前医疗急救医师继续教育形式和内涵.

(八)强化院前医疗急救队伍建设.各地应

当根据急救网络规划,合理配置院前医疗急救专

业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创新院前医疗急救医师

和护士招聘引进举措,确保满足服务要求.规范

开展院前医疗急救专业人员岗前培训和在岗培

训,加强调度员、驾驶员、担架员业务培训,完

善考核管理.

四、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力

(九)加强院前医疗急救信息化建设.建立

健全全国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信息管理系统,加强

急救相关信息管理,健全急救系统监测预警水

平.提高院前医疗急救信息化水平,推动院前医

疗急救网络与医院信息系统连接贯通,推动急救

调度信息与电信、公安、交通、应急管理等部门

及消防救援机构的信息共享与联动,探索并推广

急救呼叫定位,探索居民健康档案与调度平台有

效对接,提高指挥调度和信息分析处理能力.

(十)加强科学调度水平.全国统一院前医

疗急救呼叫号码为 “１２０”.地市级以上急救中心

建立院前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信息化平台,遵循就

近、就急、就专科的原则,实现急救呼叫统一受

理、车辆人员统一调度.地域偏远或交通不便的

县及县级市应当设置独立急救中心 (站)或依托

综合水平较高的医疗机构,建立指挥调度信息化

平台,根据实际情况,实现市级统一受理、二级

调度或县级统一受理、调度,提高调度效率.加

强院前医疗急救接报调度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

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创新调度方式,科学合理调

派急救资源.

(十一)提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质量.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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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一步完善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相关规章制度,

提高管理水平.加强院前医疗急救质量控制,完

善院前医疗急救标准、流程和考核指标,不断提

升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质量.急救中心要加强业务

培训和管理,不断提高呼叫响应水平、全程转运

速度和患者处置能力.

(十二)完善院前院内急救衔接机制.推动

院前医疗急救网络与院内急诊有效衔接,落实医

院首诊负责制,规范院前院内工作交接程序,整

合相关科室,建立院前院内一体化绿色通道,提

高救治效率.有条件的地区可建设院前医疗急救

机构和胸痛中心、卒中中心、创伤中心、危重孕

产妇救治中心、危重儿童和新生儿救治中心实时

交互智能平台,推行急诊急救一体化建设.

(十三)提升公众急救技能.各地要建立辖

区公众急救培训管理体系,制定培训计划,统一

培训内容,整合急救中心、红十字会、公立医院

及社会化培训机构等多方力量,开展针对社会公

众的心肺复苏等基本急救技能培训.探索将急救

常识和基本急救技能培训内容纳入公安民警、消

防救援人员、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在岗

培训.积极开展中小学急救常识普及,推广高中

生、大学生基本急救技能培训,有效提升全人群

自救互救能力.

五、加强政策保障

(十四)推进标准化建设.逐步完善院前医

疗急救相关标准规范,统一院前医疗急救运载工

具、装备标识和着装标准,规范急救运载工具、

装备配置标准,制定院前医疗急救流程和技术规

范,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质量控制,有效规范

院前医疗急救行为.逐步建立统一的公众急救培

训体系,提高自动体外除颤仪 (AED)配置水

平,完善公众急救支持性环境.

(十五)拓展人才发展平台.进一步完善卫

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急诊医学 (中级)专业考试

大纲,兼顾院前医疗急救工作特点,职称晋升中

侧重考查专业性、创新性和院前临床综合服务能

力.鼓励各地推动急救中心 (站)与医疗机构建

立合作,探索建立院前急救医师转岗机制.

(十六)完善价格体系.规范院前医疗急救

收费项目,科学核算服务成本,与财政补助相衔

接,合理制定和动态调整医疗服务价格,合理回

收部分成本,保障院前医疗急救机构运行,引导

公众合理急救需求.将符合条件的院前医疗服务

收费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十七)调动人员积极性.强化内部运行机

制、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健全适应院前医疗

急救行业特点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将考核结果

与岗位聘用、职称晋升、绩效分配挂钩.充分考

虑单位属性、行业特点、资金保障能力等因素,

合理核定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绩效工资总量,在内

部分配时重点向一线岗位、业务骨干倾斜.

(十八)保障救护车辆权利.救护车在执行

急救任务时,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受行驶路

线、行驶方向、行驶速度和信号灯的限制.为救

护车免费安装 ETC车载装置,保障其不停车快

捷通过高速公路收费站.

六、组织实施

(十九)加强组织领导.各地要高度重视院

前医疗急救工作,将院前医疗急救事业纳入本级

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切实加强组织领导,明确部

门分工,强化政策协调衔接,统筹推进各项工

作.各地要在２０２０年１１月底前,制定完善院前

医疗急救服务的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各项政策措

施取得实效.

(二十)强化部门协作.卫生健康行政部门

要科学规划院前医疗急救网络布局,加强院前医

疗急救人才培养,加强行业监管,确保院前医疗

急救服务质量和安全.发展改革部门要积极改善

院前医疗急救相关基础设施建设.教育部门要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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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开展急救常识普及教育.电信管理部门、应急

管理部门及消防救援机构要稳步推进与院前医疗

急救调度系统的信息共享与联动,缩短响应时

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等部

门保障急救中心 (站)合理待遇.交通部门要制

定完善保障急救车辆权利的相关政策.医疗保障

部门负责统筹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价格和医保

支付政策.

(二十一)开展社会宣传.各地要利用多种

媒体形式,广泛宣传普及急诊急救知识,提高公

众自救互救意识和能力.引导公众形成正确急救

需求观念,合理利用院前医疗急救资源.树立、

宣传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展现院前医疗急救工

作者积极健康、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营造全社

会关心支持院前医疗急救发展的良好氛围.

(二十二)开展考核指导.各地区要加强对

辖区内完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实施情况监督检

查,以问题为导向,综合评价辖区内院前医疗急

救工作的进展和成效.国家卫生健康委要会同相

关部门建立重点工作跟踪和定期监督制度,强化

政策指导和督促检查,及时总结经验并定期通报

工作进展.

医保局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医疗服务

医保支付工作的指导意见

医保发 〔２０２０〕４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医疗

保障局:

　　为贯彻落实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

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促进 “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 (国办

发﹝ ２０１８ ﹞ ２６ 号)精 神,大 力 支 持 “互 联

网＋”医疗服务模式创新,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

对便捷医疗服务的需求,提高医保管理服务水

平,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率,现就积极推进 “互

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

付工作的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四次会议上指出,要高度重视新一代信息技术

在医药卫生领域的应用,重塑医药卫生管理和服

务模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服务效率.做好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是落实以人民

为中心理念的突出体现,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重要动力.有利于

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培育新业态新动能;有利

于促进医疗服务供给侧改革,扩大优质医药服务

供给;有利于推动医疗机构和医保经办机构提升

管理水平,为参保人提供方便快捷的医疗和医保

服务.各级医保部门要统一思想认识,提高政治

站位,充分认识做好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

支付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做好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要

遵循以下基本原则:一是优化服务,便民惠民.

支持符合规定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做

好医保支付政策衔接,发挥互联网在提高医疗资

源利用效率,引导合理就医秩序方面的作用.二

是突出重点,稳步拓展.优先保障门诊慢特病等

复诊续方需求,显著提升长期用药患者就医购药

便利性.在 “互联网＋”医疗服务规范发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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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管理和支付能力提升的基础上,稳步拓展医

保支付范围.三是线上线下一致.对线上、线下

医疗服务实行公平的医保支付政策,保持待遇水

平均衡,鼓励线上线下医疗机构公平竞争.要适

应 “互联网＋”医疗服务就医模式改变,不断改

进和完善医保管理工作.

二、做好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协议管

理

(一)明确 “互联网＋”医疗服务协议管理

的范围.在省级以上卫生健康、中医药管理部门

相关规定框架下,开展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

医疗机构可以通过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自愿

向所在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申请签订 “互联网

＋”医疗服务医保补充协议.实体医疗机构为非

定点医疗机构的,可在申请签订医保定点协议的

同时,一并申请 “互联网＋”医疗服务补充协

议.

(二)申请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补充

协议的医疗机构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一是具备

与国家统一医保信息业务编码对接的条件,以及

药品、医用耗材、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疾

病病种等基础信息数据库.二是具备与医保信息

系统数据交换的条件,结合全国统一医保信息平

台建设,实现医保移动支付,能够为患者提供电

子票据、电子发票或及时邮寄纸质票据.三是依

托医保电子凭证进行实名认证,确保就诊参保人

使用真实身份.四是能够完整保留参保人诊疗过

程中的电子病历、电子处方、购药记录等信息,

实现诊疗、处方、配药等全程可追溯.五是能够

核验患者为复诊患者,掌握必要的就诊信息.六

是医院信息系统应能区分常规线下医疗服务业务

和 “互联网＋”医疗服务业务.

(三)按规定做好定点评估和签约工作.统

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应按有关规定对提供 “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和签订医保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期限应与其所依托的实体定

点医疗机构保持一致.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应

向社会公布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定点医

疗机构名单、主要服务内容和收费价格等信息.

三、完善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政

策

(四)根据地方医保政策和提供 “互联网＋”

医疗服务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内容确定支付范

围.参保人在本统筹地区 “互联网＋”医疗服务

定点医疗机构复诊并开具处方发生的诊察费和药

品费,可以按照统筹地区医保规定支付.其中个

人负担的费用,可按规定由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

付.提供药品配送服务的费用不纳入医保支付范

围.各地可从门诊慢特病开始,逐步扩大医保对

常见病、慢性病 “互联网＋”医疗服务支付的范

围.

结合门诊费用直接结算试点,参照 «国家医

疗保障局 财政部关于推进门诊费用跨省直接结

算试点工作的通知»(医保发 〔２０２０〕４０号)规

定的异地就医结算流程和待遇政策,探索 “互联

网＋”医疗服务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五)落实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价格和

支付政策.按照 «国家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 “互

联网＋”医疗服务价格和医保支付政策的指导意

见»(医保发 〔２０１９〕４７号)有关规定落实价格

和支付政策.对于医疗机构申报的新增 “互联

网＋”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要坚持以结果为

导向、反映资源消耗规律、线上线下合理衔接的

原则,加快受理审核,科学确定项目名称、服务

内容、计价单元、收费方式等,为跨机构合作开

展服务、分配收入提供政策依据.定点医疗机构

提供符合规定的 “互联网＋”医疗复诊服务,按

照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诊察类项目价格收费和支

付,发生的药品费用比照线下医保规定的支付标

准和政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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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支持 “互联网＋”医疗复诊处方流转.

探索定点医疗机构外购处方信息与定点零售药店

互联互通,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可以依托全国统一

医保信息平台,加快推进外购处方流转相关功能

模块应用,便于 “互联网＋”医疗服务复诊处方

流转.探索开展统筹地区间外购处方流转相关功

能模块互认,实现 “信息和处方多跑路,患者少

跑腿”.

四、优化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经办管

理服务

(七)明确医保结算对象.统筹地区内符合

规定的 “互联网＋”医疗服务诊察费以及在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机构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机构发生的药品费,按规定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

部分,由统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直接与实体定点

医疗机构结算.“互联网＋”医疗复诊处方流转

至本统筹地区定点零售药店发生的药品费用,按

规定应由医保基金支付的部分,由统筹地区医保

经办机构与定点零售药店结算.

(八)完善总额预算管理办法.提供 “互联

网＋”医疗服务的定点医疗机构,其总额预算纳

入实体定点医疗机构统一管理.总额预算的计算

因素应考虑 “互联网＋”医疗服务发生的医疗费

用和药品费用.

(九)提升医保信息化管理水平.加快推进

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建设,完善人证相符审

核、复诊条件审核、电子处方认证、处方流转平

台等信息模块建设,加快医保电子凭证、医保信

息业务编码的推广和应用.

(十)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绩效考核.统

筹地区医保经办机构或其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应当

定期对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构及

其依托的实体医疗机构开展绩效考核.建立以医

保基金使用、医疗服务质量、患者就诊取药满意

度等为核心的考核指标体系.考核结果与定点协

议签订、医保支付等挂钩.

(十一)完善定点退出机制.统筹地区医保

经办机构应当完善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定

点医疗机构的退出机制,按规定中止或解除补充

协议.实体定点医疗机构被中止或解除协议的,

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补充协议同时中止

或解除;但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的医疗机

构被中止或解除协议的,医保经办机构应当依据

实体医疗机构定点协议的约定,决定是否中止或

解除相应定点协议.

五、强化 “互联网＋”医疗服务监管措施

(十二)强化医保部门费用审核责任.医保

经办机构要综合运用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手

段,使用医保智能审核监控系统对 “互联网＋”

医疗服务费用结算明细、药品、耗材、医疗服务

项目和门诊病历等信息进行实时监管.运用音

频、视频等形式查验 “互联网＋”医疗服务接诊

医生真实性.全面掌握参保人就诊信息和医疗机

构核查复诊行为的有关记录.对不符合规定的诊

察费和药品费予以拒付,并按协议约定进行处

理.

(十三)严厉打击 “互联网＋”医疗服务中

的欺诈骗保行为.医保部门应充分利用多种手段

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检查,重点对虚构身

份、虚假诊治、虚开药品、伪造票据等欺诈骗保

行为进行查处,严肃追究相关违法违约责任.参

保人出现欺诈骗保情形的,按规定暂停其使用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或医保直接结算

的资格.

六、工作要求

(十四)加强组织领导.各地医保部门要高

度重视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加

强组织领导,做好部门协调,层层落实责任,确

保相关部署落到实处,切实为医疗机构和参保人

做好服务.今年年底前各统筹地区医保部门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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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本意见要求,制定本地 “互联网＋”医疗服务

医保支付管理办法,完善经办流程和协议范本.

(十五)做好统计监测.统筹地区医保部门

要建立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保支付工作统计

监测体系,做好相关统计监测,按规定报送纳入

协议管理的提供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疗机构

的数量、类型、服务量及费用、药品品类及费用

等情况,加强基金支出分析.

(十六)做好政策培训和宣传.要加强培训

指导,使医务人员掌握 “互联网＋”医疗服务医

保支付规定,引导医务人员提供规范的医疗服

务.合理引导人民群众和医药机构预期,积极回

应社会关切,为 “互联网＋”医疗服务发展创造

良好环境.

医 保 局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免人员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

任命谈践为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免去徐宏的常驻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代表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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